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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龍隊屠龍隊真槍實彈 謀遊行殺警嫁禍

99毫米口徑中空毫米口徑中空彈彈105105發發

中空彈無來福線 若屈警水洗唔清

資料來源：香港警察公共關係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彈匣彈匣55個個（（33個已上滿子彈個已上滿子彈）） 匕首匕首33把把 伸縮棍9支

煙花大量

武士刀1把

爆竹爆竹大量大量

胡椒噴劑4支

百警出動拘百警出動拘1111人人 搗毀三處武庫搗毀三處武庫 粉碎驚天殺機粉碎驚天殺機

■「O記」探員在荃灣帶走一名男性疑犯扣查。

■香港文匯報一周前已報道有恐怖
組織準備在昨日發難。圖為2019
年12月2日文匯報A1版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除檢獲
Glock 17半自動手槍外，還檢獲約百發9毫米
中空彈。因為警隊的手槍全部使用中空彈，黑
衣魔為天衣無縫地「老屈」警隊，做足功課購
買該類子彈，因為中空子彈在發射擊中目標
後，彈頭會呈扁平狀變成一個「鉛餅」，基本
上無明顯的來福線可查，也不能比對槍管的來
福線，換句話講無法得知是哪支槍發射，黑衣
魔點屈都得，可見他們之用心狠毒、卑鄙及無
恥，已無法用言語和筆墨形容。
香港警隊除了刑偵探員使用適格紹爾P250

防衛概念輕巧型半自動手槍（Sig Sauer P250
DCc Pistol）外，俗稱「飛虎隊」的特別任務
連（SDU）、機場特警（ASU）、反恐特勤隊
（CTRU）、保護要員組（G4）、保護證人
組及水警小艇分區都配備奧地利製Glock 17手
槍，全部使用9毫米口徑中空彈。
中空彈的特性是射入人體後，遇阻會爆開變

成扁平，以減低穿透力，從而減少傷害性，亦
增加檢測彈頭來福線來對比發射槍支的難度，
通常案發後警方會負責槍彈鑑證調查，無論調
查結果如何，縱暴文宣勢指控警隊「自己人查
自己人」及造假欺騙市民，手法如「8．31太
子站死人」、「強姦被捕者」、「殺人滅口」
等彌天謊言一樣，令警隊水洗唔清。

自行組裝 性能良好
消息指，警方今次檢獲的Glock 17手槍，是

目前全球執法機關最常用的手槍之一，經軍械
鑑證課人員初步檢驗，證實昨日檢獲的槍械性
能良好，手槍的外表新簇，雖與警方所用的槍
支屬同一型號，但仔細看仍有所分別，仍屬廉
價版的Glock 17，相信是由外國將配件郵寄入
境後自行重新組裝而成。至於檢獲的中空彈，
並無包裝盒，屬散裝，相信亦是以混雜方式，
分批郵寄入境。

另外，護身裝甲、頭盔、面罩、避彈衣等，
在本港雖不屬軍火，但根據香港《進出口（戰
略物品）規例》，避彈衣屬戰略物品，在香港
戰略貿易管制制度下，工業貿易署對進出口戰
略物品均有管制，進出口需要申請許可證。目
前警方及海關正設法追查有關槍械、伸縮棍、
胡椒噴劑和避彈衣的來源。

無牌持槍可囚14年
根據《火器及彈藥條例》，無牌管有槍械或
彈藥，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10萬
元及監禁14年。任何人如沒有有效許可證而
輸入或輸出戰略物品，即屬違法，最高可處無
限額的罰款及監禁7年。另根據香港
《武器條例》，伸縮警棍只配給執法
人員使用，其他人士藏有或使用伸縮
警棍均屬違法，最高罰款1萬元
及入獄3年。

口 徑：9毫米 重 量：625克（空槍）

槍管長度：114毫米 總長度：185毫米

標準彈匣：17發 扳機壓力：5.5磅

有效射程：50米 設計生產：奧地利格洛克有限公司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Glock 17 半自動手槍1支

一批曾參與非法集結的激進者原計劃在
昨日使用武器襲擊警員，以槍械製造混
亂，甚至企圖嫁禍警員開槍傷及無辜途
人。全國政協委員周春玲對此表示，暴徒
已經用真槍實彈來挑起暴亂，這是在過去
6個月聞所未聞的。暴力只會讓一些人越
來越邪惡，我們必須要正視這個問題。香
港社會已經處於千鈞一髮之際，如果暴力

一天不止，暴亂還會發生，任何掩耳盜鈴
的做法，最終的結果只能是讓香港付出更
大代價，一些家庭付出親人的生命代價。
現在是暴力行為到了必須懸崖勒馬的關鍵
時刻，如果反對派繼續為暴徒文過飾非，
甚至在立法會虛假陳詞，只會讓年輕人跌
落懸崖，把社會的公義、法治推下懸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警方檢警方檢獲獲
的武器的武器

被捕的8男3女(20歲至63歲)，當中
包括一名公開大學男生和一名IVE

男生，其餘人分別報稱文員、工人及無
業，俱屬黑衣魔的「屠龍小隊」骨幹成
員，其中住天后炮台山道的無業漢充當
槍手，他們涉嫌「非法集結」、「無牌
管有槍械」、「管有危險品」、「管有
違禁武器」及「管有攻擊性武器」，行
動中檢獲手槍、105發子彈、匕首、軍
刀、長刀、爆竹及煙花、伸縮棍、胡椒
噴霧、避彈衣及對講機等，這是過去半
年的黑衣魔暴亂中，警方繼檢獲手機遙
控炸彈、TATP炸藥後，首次檢獲真槍
實彈。

手段近恐襲斬警攻署
「屠龍小隊」和「V小隊」是過去半
年暴動中一股最兇殘襲警邪惡勢力，其
計劃和手段近乎恐怖主義，他們早前承
認策劃及落實8月30日在葵涌警署伏擊
休班警，將一名守槍房男警斬至重傷。
而警方也發現他們在10月20日全港大暴
動中，圍攻旺角警署時狂掟數百枚汽油
彈。警方刑事情報科隨即盯上該極端激

進組織成員，而香港文匯報上周一(2日)
頭版獨家揭露，「屠龍小隊」密謀在昨
日遊行和聖誕節展開「城市游擊戰」。
警方調查發現，該組織的成員神秘低

調，但思想極端和「敢死」，成員間也
甚少在網上聯絡。他們在荃灣柴灣角街
一工廈單位租用貨倉儲存裝備，在灣仔
克街短期租用住宅單位作為集合點和行
動基地，為的是方便混入遊行人群，犯
案後也方便逃回巢穴逃避追捕。

疑射警員引子彈亂飛
今次他們部署的驚天大陰謀，就是使

用與警方特警同類的Glock17半自動手槍
殺人，該槍也是警方「速龍小隊」警員
所使用。「屠龍小隊」策劃向警員開槍
引發槍戰，造成子彈橫飛的亂局，再開
槍射殺遊行市民來嫁禍警方；身為槍手
的黑衣魔為自保，也特意購買避彈衣防
身，同時計劃向各成員派刀、棍和胡椒
噴霧，在昨日扮便衣警向遊行者甚至黑
衣人施襲，以混淆視聽嫁禍警隊。
另外，「屠龍小隊」亦計劃用爆竹、
煙花圍攻警署，但警方懷疑他們可能用

爆竹的黑火藥製造爆炸物。

槍手藏百子彈三匕首
「O記」探員得悉黑衣魔成員部署攜

帶刀槍等，在民陣遊行前夕到灣仔克街
單位集合，昨日清晨百名探員兵分多
路，在全港多區搜捕目標人物，共拘捕
11人，其中在灣仔克街目標單位檢獲裝
有防彈陶瓷板的兩件避彈衣，在荃灣柴
灣角街77號至81號一工廠大廈的目標單
位內，亦檢獲大量煙花爆竹、9支伸縮
棍、4支胡椒噴霧、對講機及刀等，相信
是該組織的武器庫。另在槍手位於天后
炮台山道一單位檢獲半自動手槍、105發
子彈、3把匕首及1把武士刀。
「O記」高級警司李桂華表示，今次

行動是情報主導及經深入調查，相信一
個激進組織，擬在昨午民陣發起的示威
遊行中使用真槍實彈，襲擊市民和警
員，企圖製造混亂及事端，然後嫁禍警
隊，警方的行動及時解除了昨日遊行的
重大危機，他同時呼籲市民在公眾活動
中發現有危險，應馬上離開並即時報
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釋出善意對民陣昨日的港島遊行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惟黑衣魔

及泛暴派死性不改，還密謀策劃驚天殺機。香港文匯報早前獨家踢爆，黑衣魔中最兇暴的「屠龍小隊」

擬設下血洗遊行毒計，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O記」）亦接獲有關情報，昨日在遊行前出

動百警，在荃灣、天后和灣仔拘捕11名該小隊的骨幹成員，首次起出半自動手槍、105發中空子彈、避

彈衣和軍刀等武器，制止黑衣魔一場血腥殺戮和插贓嫁禍。消息指，黑衣魔購買與警方特警同型號的槍

彈，試圖在遊行人群中射擊警員，繼而引發雙方駁火，再亂槍「無差別」射殺示威者以嫁禍給警員，讓

警隊和特區政府背上「濫殺無辜」的罪名。

避彈衣連防彈陶瓷板避彈衣連防彈陶瓷板22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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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警方昨日
根據情報在全港拘捕8男3女，並搜出手
槍、子彈等武器，情況嚴重。全國政協副
主席梁振英昨日就在facebook發文指出，
這些都不是一般人可以到手的武器，「黑
暴運動已經徹底變質。大家要留意身邊的
疑人和可疑行動，隨時報警。」

另外，他又引述網媒報道理工大學被暴
徒佔領的相關報道，當中提到有逃脫者為
自己未能與「手足」「齊上齊落」而感到
內疚。他指出︰「理大一役，說明黑衣暴
徒根本是烏合之眾，一天我們不見黎智英
等人的子女加入，『齊上齊落』根本是騙
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民陣
近半年發起的集會遊行，無論警方是禁
止還是同意，藏身遊行隊伍中的黑衣魔
往往會伺機搞事，將遊行演變成暴亂。
警方至少3次在緊貼港島軒尼詩道遊行
路線的住宅和酒店，偵破黑衣魔的臨時
武器庫和行動據點，發現黑衣魔用他人
名義以短期租約租用單位，有理由懷疑
他們根據民陣事前張揚的遊行日程和路
線，臨時在附近租屋作暴力據點。

8．31酒店搜出鐳射筆
民陣申請的所謂「8．31行街」港島

遊行，事前無法獲得警方發出「不反對
通知書」而宣佈取消，但已煽惑大批
激進示威者當日在銅鑼灣至上環一帶
非法集結。警方根據情報得知有黑衣
魔在遊行路線附近暗設臨時武器庫基
地，當天下午1時許，警方持法庭搜令
掩至銅鑼灣一間酒店房間搜查，當場
檢獲一批頭盔、護甲、防毒口罩及鐳射
筆等裝備，另檢獲逾4萬元現金，3名男
子涉案被捕。
警方相信有人早有預謀在銅鑼灣搞

事，收錢兼租定房間作臨時武器庫基
地。另外，常在遊行前開舖的「國難五
金」當日亦在西環第三街開舖供應違法
物資，警方迅即到場搜查，共檢獲2支
渠水、20個噴壺、8支噴漆、8把斧
頭、電動棒球發射器、及約200個棒
球，以及多張偽造記者證。
行動中拘捕6男2女。

10·1搜出59樽汽油彈
至10月1日，民陣又發起由維園至遮

打花園的遊行活動，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再接情報，相信有激進組織將武力升級，提供大批汽
油彈等武器及暴動裝備供黑衣魔搞事，警方9月30日
突擊搜查多個地方，包括荃灣一幢工業大廈內、銅鑼
灣一間賓館房間內，檢獲製造汽油彈的天拿水、逾百
個玻璃樽，大量作引火用的布碎及火機等，拘捕多名
涉案者，並在部分被捕者家中搜獲彈叉及鋼珠。
至遊行當日凌晨，警方再突擊搜查灣仔堅拿道西
冠景樓一個住宅單位，拘捕5人，在單位內檢獲一
批對講機、防毒面罩、2支伸縮棍、約18公升電
油、59樽汽油彈及79樽半製成汽油彈、大量玻璃
空樽及布碎，相信有人製造汽油彈，輸送給軒尼詩
道的暴動。
昨日民陣又再於港島搞遊行活動，並於一周前已公

佈時間地點，警方發現有人組織黑衣魔再將暴力升級
至「殺人嫁禍」的冷血行動，並在灣仔克街的臨時武
器庫和集合點，檢獲手槍、子彈及利刀等武器，拘捕
11人。

民
陣
遊
行
路
線

總
有
黑
魔
武
庫

梁振英：黑暴已徹底變質

周春玲：暴力須懸崖勒馬

黑 衣 魔 的 「 屠 龍 小 隊 」 及 「V 小
隊」，一直揚言要置警員於死地，執行
連串襲擊行動，手法亦愈趨激烈及殘
忍，當中包括8月在荃灣用鐵支及磚頭
公然攻擊警車和警員，是「裝修」（破

壞）商舖的「先驅」，也涉及葵涌警署外揮刀斬傷休班
警員，以及10月的「火雨」式投擲大量汽油彈攻擊旺角
警署、佔據中大等，干犯罪行可謂「血債纍纍」。香港
文匯報上周一(2日)獨家報道，踢爆「屠龍小隊」將實施
連串施襲計劃和過去所犯罪行。「屠龍小隊」聲言要再
震江湖，主要目標就是襲擊警察，誓要令香港的聖誕節
變成「血色聖誕」。

「屠龍小隊」是黑衣魔中自封最「勇武」的一班死硬
派精兵，也是最早出現的暴力小團夥，該組織早前在網
上吹噓：「屠龍小隊從來沒有人被捕。」不過，他們的
骨幹成員昨因策劃及部署槍擊嫁禍陰謀而落網，相信其
勢力遭重創。可是，他們過去犯下的種種惡行仍未「找
數」，包括8月25日在荃灣暴亂中，發動首次「裝修」
（破壞）店舖行動，以鐵支、雪糕筒和磚頭等公然攻擊
警車和警員。10月13日及10月20日，「屠龍小隊」再
以「火雨」式向旺角警署投擲大量汽油彈。至上月12日
的「中大事件」，「屠龍小隊」在中大二號橋曾向警員
狂掟汽油彈，是當日製造「火彈陣」襲警的主力，之後
又在網上透露有成員在這次行動中受傷。

承認組織斬警揚言恐襲
今年8月30日，一名葵涌警署的休班警員，在警署外

遭遇刀手伏擊斬傷，事後「屠龍小隊」成員承認該
「刺殺行動」是其組織策劃，又明言會要成立恐怖組
織，針對某些目標人物進行恐怖襲擊，又稱該小隊已
經和流亡到台灣的暴徒取得聯絡，並打算到台美等地
進行武裝軍事訓練，未來會建立小隊所需的資金鏈和
訓練基地等。這兩個組織又狂言想當「領路人」，建
立「革命軍」去對抗政權，並宣稱要大肆招攬「真勇
武」成員。

據悉「屠龍小隊」最近設立了一個名為「育龍」的
「Telegram」頻道，用以日後公佈小隊的行動消息和
「眾籌」收集犯罪資金，並宣稱攻擊的主要目標就是警
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過去血債纍纍 未來血染聖誕？

■■警方檢獲警方檢獲GlockGlock 1717半自動手半自動手
槍槍，，反恐特勤隊警員也有使用反恐特勤隊警員也有使用。。

 &

■■蒙面人在中環築起路障蒙面人在中環築起路障。。 路透社路透社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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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年十一月十四 廿七冬至
港字第25465 今日出紙3疊9大張 港售10元

星
期
一早上清涼 天晴乾燥

氣溫14-20℃ 濕度4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