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仁兩炸彈 原擬遊行引爆
警：製作與旺角炸彈一致 疑同為「屠龍小隊」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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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民
陣周日組織的港島遊行一如既往以暴亂
收場，有黑衣魔更先後向代表本港法治
制度的終審法院及高等法院掟汽油彈。
香港律師會13位前會長昨日發表聯合聲
明，對縱火行為表示震驚，並嚴厲譴責
任何企圖以暴力或其他不當行為向法院
施加壓力的做法。
參與聯署的13名律師會前會長包括葉

錫安、葉天養、劉漢銓、吳斌、陳爵、
蔡克剛、葉成慶、黃嘉純、王桂壎、葉
禮德、林新強、熊運信、蘇紹聰。

司法獨立 香港基石
聲明指，知悉高等法院及終審法院

疑在12月8日被擲汽油彈及縱火，他
們十分震驚，強調法治及司法獨立一
向是香港社會的基石，律師有責任捍

衛法治，「過往數十年我們一直見證
香港的法治在香港社會及國際層面上
備受推崇。法治精神的基本要求是法
官審訊案件時不偏不倚，不受任何外
界干預。」
聲明嚴厲譴責任何企圖以暴力或其他

不當行為向法院施加壓力的做法，「香
港是法治社會，大家必須信任法治，尊
重法治，維護法治。」

律師會13前會長聯署 譴責暴力施壓法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衣
魔借剛過去的周日企圖製造混亂。在
遊行前，警方就檢獲一批真槍實彈。
昨日下午，有人在沙田身懷氣槍、口
罩和鐳射槍準備搞事，被警員拘捕。
同日，有人再在特區終審法院對開花
槽用噴漆塗鴉，挑戰司法機構，警方
列作「刑事毀壞」案處理，暫未有人
被捕。
在剛過去的周日（8日），警方在民
陣遊行前搜出大批武器，包括一支半
自動手槍及逾百發子彈，並估計有人
企圖在遊行期間使用槍械製造混亂，
射擊警員或嫁禍警員傷及途人。
昨日下午1時許，防暴警在沙田好
運中心商場巡邏時，發現一名男子形

跡可疑，於是截停他搜查，結果在其
身上搜出黑色鴨舌帽、口罩、鐳射槍
和一支曲尺氣槍，遂將該名22歲男子
拘捕。他涉嫌管有仿製槍械和管有攻
擊性武器被扣查，懷疑他準備出街搞
事，據了解涉案氣槍可發射鋼珠，可
致人嚴重受傷。

終院再蒙難 花槽遭刑毁
同日上午3時許，中區昃臣道8號終
審法院對開一列花槽被發現遭人用黃
色噴漆惡意塗鴉，其中兩個花槽同被
噴上「堅持」、一個花槽噴上「RE-
SIST」及一個花槽噴上「REVO」，
保安員報警求助。警員到場調查，其
間翻查附近一帶閉路電視片段蒐證，

案件交由中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
跟進。保安員事後用黑色膠袋將字句
暫時遮蓋，等候進一步清理。
周日傍晚6時許，黑衣魔趁遊行隊

伍途經高等法院所在的金鐘道時，於
附近道路進行堵塞製造混亂。其間，
高院LG4出口的鐵閘突然冒出火光，
不斷響起火警鐘。消防員趕至前，大
火已由保安員救熄，門口地氈被燒
焦、半個鐵閘嚴重燻黑、地面遺下毛
巾及玻璃碎片，大樓外牆多處更被噴
上「法治已死」。
約半小時後，黑衣魔再向有107年

歷史屬法定古蹟的特區終審法院連擲
三至四枚汽油彈縱火，由途經市民自
發用水將火救熄，惟終院門口梯級一

片燻黑；警方兩案同列「縱火」處
理。

藏氣槍圖不軌 警拘一男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

衣魔前日上午發動所謂「三罷黎明
行動」的圖謀被警方挫敗後，有人
由前晚至昨晨在旺角及大埔「快
閃」堵路及縱火破壞。其中，港鐵
太子站出口再被人放火，昨晨上班
繁忙時間再有黑衣人在彌敦道重施
故伎，按動多輛雙層巴士的緊急
掣，令巴士停下被迫變「死車」，
以此癱瘓交通阻市民返工。

㩒巴士緊急掣釀車龍
昨晨8時許，蒙面黑衣人又用卑劣
手法阻市民上班上學。在旺角彌敦道
近信和中心對開，有人按動多輛巴士
車尾的緊急死火掣，以致巴士被迫停
在慢線，黑衣人隨後快速逃離。由於
巴士擋路，彌敦道交通受阻，部分乘
客無奈落車徒步離開，其後一批防暴
警員到場在附近戒備，無人被捕。
黑衣魔所為連「自己人」也對此舉

不以為然。「黃絲」香港專營巴士僱
員總工會主席郭志誠向傳媒稱，倘巴
士正在慢駛，有乘客正下樓梯準備下
車時，突如其來的煞車會令人跌倒，
造成意外。
由前晚7時許開始，多批蒙面黑衣

人在旺角區「快閃」堵路及干擾公共
車輛，除在朗豪坊對出將大量雜物拋
出馬路外，又在彌敦道近亞皆老街截
停至少5輛雙巴士，用噴漆噴污擋風玻
璃，令交通一度受阻。

雜物拋馬路 港鐵站放火
晚上9時許，黑衣人在染布房街堵
路時，被埋伏的防暴警員制服拘捕多
人。其後再有黑衣魔在西洋菜南街、
通菜街、砵蘭街、彌敦道與山東街交
界，將紙皮、雪糕通等雜物拋出馬
路，防暴警昨凌晨1時許發射胡椒球
彈驅散，並制服一名左眼受傷男子。
凌晨2時過後，續有黑衣魔在港鐵
太子站D出口堆放雜物放火外，又在
旺角彌敦道及山東街交界點燃數個火
頭，現場傳出多下爆炸聲。消防員隨
後到場將火救熄，防暴警員亦到場清
理障礙物，現場可見遺有多個打火機
燃料罐。
前晚9時40分，有黑衣魔在大埔太

和路用雜物堵路，又躲入商場平台從
高處向到場的防暴警員投擲雜物，警
員一度舉起橙旗警告及發射胡椒球彈
驅散。在大埔海寶花園，有一間食肆
遭黑衣魔破壞，太和路交通至昨日凌
晨約1時許才回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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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前日發現遙控土製炸
彈的灣仔華仁書院昨晨如常上課。校方昨日發聲明指，
校方事先並不知情，警方是根據情報到校調查，並稱沒
有證據顯示事件與該校學生或教職員有關，又感謝警方
把爆炸品移除，保障學校及師生安全，校方會全面配合
警方調查工作。

警方前晚解封 昨日如常上學
香港華仁書院前校長、助理校監蘇英麟昨日表示，發

現炸彈位置為胡應湘堂地基附近斜坡，上址屬私人地
方，但處於學校大閘之外，屬公眾可接觸到的範圍，會
有閒雜人沿上址斜路前往行人天橋；初步看不到有任何
理由或有任何證據顯示案件與學校師生有關，現階段亦
不適宜將事件聯繫到社會事件。
蘇英麟坦言，對事件感到驚訝及擔心，校方會留意學

生有否因此事而感到擔心，因為炸彈是可大可小的事
情，而警方前日已封鎖學校進行深入調查，及將爆炸品
移除及解封，校方相信學校已經安全，所以前晚警方解
封後，學校向家長發電郵通知昨日照常考試及上課。經
過今次事件，校方會檢討有什麼地方可以改善，加強保
障師生安全。

警方前日下午在華仁書院檢獲的兩
個炸彈，為功能完整的製成品，

分別以手機及無線電發射器遙控。炸
爆裝置有10公斤烈性炸藥，包括HM-
TD、硝酸鋁粉末，裝置內有鐵釘加大
殺傷力，另有電池盒和電子接收器。
警方形容，製彈者唯一之目的是用作
殺害或傷害人，在50米至100米內可
造成大量傷亡，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危
險裝置。

高溫分解釋劇毒
HMTD學名六亞甲基三過氧化二

胺，是一種「機械感度」很高的炸藥，
經常用作起爆藥；硝酸鋁是一種助燃
劑，着火會猛烈燃燒，高溫時分解，並

釋放劇毒的氮氧化物。近年來全球恐怖
活動盛行，HMTD和TATP是炸彈襲
擊和自殺式炸彈襲擊中最常見的過氧化
物炸藥，而 HMTD 的合成方法較
TATP略為繁瑣，但原料容易取得、容
易引爆且爆炸威力強大，受到全球執法
機構的注意和重視。

旺角初爆疑試刀
消息稱，警方初步調查發現，在華仁

書院檢獲的兩個爆炸裝置，與10月13
日在旺角彌敦道及快富街交界路中花槽
被引爆的遙控炸彈，在配件和製作手法
上如出一轍，有理由相信是來自同一個
源頭，而目前的調查線索均指向黑衣魔
中最殘暴及手段近乎恐怖分子的「屠龍

小隊」。
10月13日晚上8時，黑衣魔在現場設
置路障後，將炸彈放在旁邊的花槽中。
當運送防暴警的車隊在現場停下後，有
防暴警員下車清理路障時，在花槽15
米外，黑衣魔用手機引爆炸彈並發出巨
響，幸無傷及警員和途人。
警方發現，黑衣魔當晚只用了小量的

自製TATP烈性炸藥，懷疑黑衣魔只是
小試牛刀，之後再購買大量原料，混合
另一種烈性炸藥HMTD，用來製造重
磅炸彈，並選定12月8日的民陣港島遊
行中連環引爆。
警方相信，兩宗遙控炸彈案均與黑衣

魔「屠龍小隊」有關，他們在製成更重
磅的HMTD遙控炸彈後，不敢收放在

自住地方，擔心萬一爆炸，炸死自己，
於是偷運到華仁書院胡應湘堂地基下的
僻靜斜坡暫存，打算在遊行當日再派人
取出使用，而當日還有亂槍射殺警員和
遊行者、再嫁禍警隊的另一個驚天陰
謀。
幸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及

時制止「屠龍小隊」的真槍實彈殺人嫁
禍警員行動，拘捕11人及起出半自動
手槍、百發中空子彈等大批武器，並在
8日早上公佈案件，相信擔任「爆破
手」的「屠龍小隊」因陰謀敗露而收
手，未能如期到現場取用炸彈，直至前
日下午5時30分被清潔工發現報案。警
方現正追查「屠龍小隊」的其他成員，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

仍在深入追查前日在灣仔華仁書院發現

的遙控炸彈，初步相信檢獲的炸彈是黑

衣魔「屠龍小隊」所製，原定在剛過去

的周日（8日）民陣的港島遊行中引

爆，但為免隨身攜帶會意外炸死自己，

遂事前收藏在華仁書院有蓋的斜坡上，

準備遊行當日取出在鬧市中引爆，但由

於警方當日及時拘捕「屠龍小隊」多名

骨幹，起出半自動手槍和百發中空彈，

令黑衣魔的爆炸計劃流產。另外，經警

方拆彈專家解構，已證實為真炸彈及可

被引爆，並懷疑這兩個炸彈與10月13

日在旺角圖炸警車的遙控炸彈，出自同

一班黑衣魔之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清潔
工羅伯在上水被黑衣魔掟磚擊中頭部慘
死，警方昨日懸紅80萬港元緝兇。
事發於今年11月13日早上約11時52

分，70歲老翁羅長清，途經新界上水龍
運街2號北區大會堂外馬路時，被人投
擲硬物擊中頭部重傷昏迷，送院延至翌
日傷重死亡，警方將案件列作謀殺案。
警方昨日懸紅緝兇，提供港幣80萬

元賞金，任何公眾人士如在懸賞通告
有效期內報訊，使兇徒落網並遭受滿
意檢控，可全數獲得或按比例分配賞
金。通告內的「滿意檢控」應理解
為，被捕者須要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裁判法院、區域法院或高等法院原訟
法庭就所處理之案件作出答辯，通告

終止日期為明
年12月5日。
警方呼籲任何
人士如有關於此
案的消息、圖片
或影片，或知悉
兇徒的身份或其
下落，請盡速致
電3661 3348或
3661 3369與新
界北總區重案組
第3A隊聯絡。

羅伯中磚命案
警懸紅80萬緝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今年7
月28日在中上環發生的示威衝突，44
名男女被控暴動等罪名，是修例風波以
來首宗控以暴動罪的案件。

44被告分3案處理
44名被告獲准分作3案轉介區域法院

處理，其中首兩案涉及的27名被告，昨
日本應首次在區域法院應訊，但因被告
和律師人數眾多，案件被安排在西九龍
裁判法院開庭，當中涉及一對新婚夫婦
及一名16歲被告，將在明年3月6日於
區域法院開審。另外兩案41名被告，當
中2人因潛逃台灣繼續缺席，所有被告

獲准押後至明年2月19日再提訊。一眾
被告續准保釋外出。
首案為涉及德輔道西近西邊街的暴動

案，3名被告包括一對新婚夫婦湯偉雄
和杜依蘭，以及一名16歲被告李宛叡。
湯、杜另被各加控一項無牌管有無線電
器具罪，指兩人管有一部無線電收發
機。
次案則發生在西邊街，共涉24名被告
各被控一項暴動罪，指控他們今年7月
28日在西邊街和皇后街之間德輔道西一
帶參與暴動。當中一名被告莫卓煇（33
歲）另被控一項襲警，指他在宜必思香
港中上環酒店外襲擊總督察鄧智兆。據

悉，鄧智兆為前警務處處長鄧竟成的兒
子。另一名被告徐慶鈞（20歲）亦被加
控一項無牌管有無線電器具罪，指他管
有一套無線電收發機。

干諾道中案2被告缺席
至於發生在干諾道中的第三案，原涉

17名被告各被控一項暴動罪，但因其中
兩名被告甄凱盈及廖天駿，早前已被確認
在等候聆訊期間乘搭飛機離港到台灣，至
今仍缺席聆訊，故現時僅15人應訊。
控方申請將次案及第3案押後。辯方

表示未收到數以百小時計的錄影片段，
控方則承諾在8星期內提交文件、3星
期內提交片段給辯方。由於多數被告希
望下次提堂才答辯，法官郭偉健遂決定
將兩案押後至明年2月19日再提訊。

「修例風波」首宗暴動案明年開審

校方感激移除爆炸品

■警方懸紅80萬緝
兇。 警方fb圖片

■■香港華仁書院昨日如常開香港華仁書院昨日如常開
放放，，讓學生回校上課及考試讓學生回校上課及考試。。

■■警方檢獲的炸彈及相關器材警方檢獲的炸彈及相關器材
疑出自同一班黑衣魔之手疑出自同一班黑衣魔之手。。

■警員在沙田一名青年身上檢獲一支可
發射鋼珠的仿製手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