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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全港市

民都在抗疫之

際，暴恐分子

卻依然圖謀搞亂及破壞香港。曾在1月底及2月初先後

宣稱在深圳灣及羅湖口岸放置炸彈的恐怖暴力組織

「九十二籤」，在匿伏一段時間後，近日又公然在網

上宣佈要「籌款購買軍火」。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

「九十二籤」的核心成員在羅湖口岸炸彈案曝光後已

逃離香港到海外「暫避風頭」，而這次籌款買軍火的

目的，是計劃短期內策動一次恐怖活動。

黑魔網上眾籌 買軍火搞恐襲
「九十二籤」骨幹離港避禍 要支持者捐「比特幣」防追查

被控襲落單警 中東裔學生還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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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婷）一批示威者上周六(2月29日)
藉詞紀念太子站「831事件」半
周年，在旺角區一帶聚眾搞事，
一名警員更成襲擊目標，他於奶
路臣街近彌敦道「落單」，遭逾
十名黑衣魔包圍施襲，警員一度
擎槍才能突圍。警方以襲警罪拘
控一名19歲中東裔學生，昨被押
解至西九龍裁判法院應訊，他暫
毋須答辯，主任裁判官羅德泉拒

絕其保釋申請，須還柙至5月11
日再訊。
中東裔被告鈕卓暉、19歲，

報稱為職訓局學生，他被控於
今年2月29日在旺角奶路臣街
近彌敦道交界處襲擊正執行職
務的男警A。控方指男警當時穿
上警察CID背心執勤，其間落
單被逾十人包圍施襲，有人從後
箍頸，有人起飛腳猛踢，其他
人向他投擲石塊及水樽等硬物，

有片段拍攝到被告曾向男警投擲
水樽，又持兩米長竹枝施襲，男
警身上多處瘀傷，手肘骨折，他
最終要擎槍示警才能突圍。
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以待進

一步調查、翻查閉路電視片段及
網上片段、及索取男警的醫療報
告。辯方則申請以現金5,000元
保釋，最終被駁回。裁判官聽罷
雙方陳詞，拒絕被告保釋，須還
柙至5月11日再訊。■遇襲警員需擎槍突圍，其右手肘瘀腫骨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婷）去年9月2日有網民發
起「三罷」及所謂「不合作
運動」，有人以不同方式企
圖阻止港鐵運作，有人破壞
站內閉路電視及於牆身塗
鴉。19歲男生當日涉於樂富
港鐵站打傘阻礙列車關門，
更以上身撞向兩名到場處理
的警員。男生涉公眾妨擾及
襲警罪，昨於西九龍裁判法
院提堂，被告暫毋須答辯。
裁判官劉綺雲准被告以2,000
元保釋，案件押後至4月14
日、轉往觀塘裁判法院再
訊。
19歲被告賈雲龍報稱為學
生，他被控一項公眾妨擾

罪、及兩項襲擊警務人員
罪。控罪指，被告去年9月2
日在港鐵樂富站，連同其他
人在公眾地方作出非法妨礙
港鐵列車服務的滋擾行為，
及於同日同地襲擊正在執行
職務的警員A及B。
被告暫毋須答辯，裁判官

劉綺雲批准匿名令以保護兩
名警方證人。案件押後至4
月 14日於觀塘裁判法院再
訊，以待辯方索取法律文件
及意見。被告准以2,000元
保釋，但須交出旅遊證件、
其間不得離港、每周一次到
天水圍警署報到、居於報稱
地址、及除轉乘外不得前往
港鐵樂富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香
港仔華富邨商場的中國銀行，上月
12日被人縱火燒毀3部櫃員機，早
前一名16歲學生涉案已被落案起
訴，另一名17歲學生上周六亦被
捕，昨被解至西九龍裁判法院提
堂，被告被捕後因發燒一度送院，
辯方指被告還柙，恐影響其他囚友
健康，裁判官劉綺雲拒絕被告保
釋，還柙至4月22日再訊，並要求
懲教署留意被告的健康需要。
17歲被告劉偉昊是中四學生，被

控一項縱火罪，指他於今年2月12
日於華富邨華富商場地下22號舖中
國銀行，與男子溫佳輝無合法辯解

而用火損毀屬銀行的一部自動櫃員
機、一部存款機、及一部支票存入
機，意圖摧毀該財產及罔顧該財產
是否會被損毀。16歲被告溫佳輝上
月26日已提堂。
辯方透露，被告上周六被捕後，

翌日凌晨12時半在警署因發燒，被
送往律敦治醫院治理，但未有就新
型冠狀病毒肺炎作測試已出院，並
被押上法庭，若被告還柙，恐影響
其他囚友健康。控方反對被告保
釋，指懲教署會有完善醫療設施。
裁判官拒絕被告保釋，還柙至4月
22日再訊，並要求懲教署留意被告
的健康需要。

華富燒櫃機案 17歲仔被拒保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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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泛暴派不斷煽惑「盲
反」政府在各區設立指定抗疫診所，更有黑衣魔投擲
汽油彈破壞診所設施，前日南葵涌賽馬會分科診療所
及九龍灣健康中心先後遭黑衣魔擲汽油彈破壞，警方
並在油麻地拘捕3人，涉藏有汽油彈及製彈原材料。
被捕3人中，兩名分別21歲及33歲女子被警員搜出

藏有共4枚懷疑汽油彈，涉嫌藏有爆炸品被捕，另一名
18歲男子則懷有可製作汽油彈的原材料，涉嫌藏有工具
可作非法用途被捕，3人仍然扣查，案件交由油尖警區
刑事調查隊第八隊跟進。
事發於前日下午，有泛暴派區議員在油麻地榕樹頭發

起集會，反對將油麻地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作為指定
肺炎診所，有人在下午4時半集會結束後未有散去，警
方遂對在場人士進行截查，人員在甘肅街與廟街交界先
後截獲上述3男女，在各人身上檢獲汽油彈及懷疑製作
汽油彈原材料。

九龍灣健康中心遭擲彈
同日晚上9時許，再有數十名示威者在九龍灣非法集

結，反對將啟仁街九龍灣健康中心用作指定抗疫診所，
至晚上10時50分，健康中心外空地被掟數枚汽油彈，
部分花槽雜草、長凳及地面火光熊熊，消防接報到場時
火已熄滅，地面遺有玻璃樽碎片，警方列作縱火案，交
秀茂坪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正追緝3名穿黑衣的涉案
者。

■九龍灣健康中心外遭黑衣魔投擲汽油彈起火，部分花
槽雜草、長凳及地面火光熊熊。 電視截圖

本月1日（周日），「九十二
籤」在煽暴平台「連登」

貼出「眾籌革命」一文，文中透
露，經過幾次炸彈襲擊後，本打
算直攻深圳灣，但與「連登仔」
商討後，因風險太高而決定暫
停，交給「連登仔」及和理非接
力，一眾成員暫時離港迴避，
「短期內留喺香港風險太高，出
咗埠迴避（離港躲避）」，但
「好快會返黎（嚟）」（很快會
回來）。

群組急升至近6000人
這篇文章之後話鋒一轉，聲稱
把整個組織移到海外需要大量資
金「繼續營運」，「需要透過眾
籌籌集經費」云云，更囂張地表
示會用這些資金「買軍火炸
藥」，協助他們再發動恐怖襲
擊。「九十二籤」在文中要求支
持者透過「比特幣」（Bitcoin）
捐款給他們，更貼上詳細教學教
人如何不使用實名捐款方式，企
圖以此避過執法部門的調查。

料匿台與「暴隊」有聯絡
據香港文匯報了解，同日貼
出「眾籌革命」一文的 Tele-
gram「九十二籤」群組，在一
月底成立時只有不足200人，但
經過幾次他們宣稱的炸彈事件
後，得到許多黑衣魔支持，目
前群組的加入者已急升至近
6,000 人。據了解，「九十二
籤」亦有另一個群組，主要是
討論襲擊方案及炸彈製作方
法，但一般人難以加入該群
組，只有經過「認證」的自己
人才可加入。

「九十二籤」在成立時強調成
員都是「海外前線」，但據香港
文匯報記者獲悉，「九十二籤」
亦有本地成員，亦與其他極端
暴力「小隊」有聯絡。此外，
在二月初的羅湖炸彈事件後，
大部分核心成員都到台灣「避
風頭」，且有可能已經與潛逃
到台灣的黑衣魔有接觸。
香港文匯報調查發現，「九

十二籤」明顯與另外幾個極端
暴力組織有關係。警方在去年
12月破獲兩宗藏槍案後，對原
本最「出位」的極端暴力組織
「V小隊」及「屠龍小隊」造成
極大打擊，部分核心成員被捕
或逃到台灣。
雖然兩個「出位」組織相繼

受到打擊，但「九十二籤」隨
即高調取代，其言論及行動比
「V小隊」及「屠龍小隊」有過
之而無不及。據悉，「九十二
籤」與該「V小隊」及「屠龍小
隊」一樣，是「老豆搵仔」旗
下組織，所有行動及計劃都會
經「老豆搵仔」發佈，而「老
豆搵仔」已在去年11月「理大
事件」中高調承認與這些小隊
有關。
為使自己旗下組織順利籌措

資金，暴力組織大台「老豆搵
仔」昨日發文企圖阻止某些
「新牌頭」（新興）小組織
「胡亂眾籌」，聲稱這會「對
組織運動發展唔健康」，指責
這些新組織「不是開句聲就可
以拎錢」（不是講句話就可以
拿錢），強調要「集中力
量」、「資助勇武手足，武裝
起義。」

暴 恐 組 織
「九十二籤」
鼓吹支持者所
使用的 Bitcoin
（比特幣）是

一種近年急速冒起的虛擬貨幣，
該貨幣於2009年發行，因連普
通人都可以通過俗稱為「挖礦」
的電腦運算方式來進行發行貨
幣，所以早前在全世界都掀起了
一陣「挖礦」潮。作為一種網上
的虛擬貨幣，購買者可匿名購
買，因此給錢者只需根據對方提
供的資料轉賬購買比特幣，而毋
須擔心身份被暴露。由於比特幣
交易暫時不受任何政府監管，加
上難以追蹤，因此，比特幣也容
易被不法分子用於非法交易。而
今次「九十二籤」鼓動支持者捐
Bitcoin，亦明顯是用作犯罪用
途。
翻查資料，早在 2014 年 3

月，香港政府曾發出公報，提
醒市民交易或買賣虛擬商品的
相關風險，當中包括虛擬商品
匿名交易可構成洗黑錢及恐怖
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而在
2017年 9月，證監會也曾就香
港及其他地方有愈來愈多以首
次代幣發行（簡稱「ICO」）
來募集資金的活動發出聲明，
警戒ICO所涉及的潛在風險，
當中包括「ICO涉及的數碼代
幣本質上構成的重大洗錢及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極端暴力組織
「九十二籤」是刻
意借用今年年初二
車公廟祭拜時抽得
「九十二籤」成為
組織名稱。而在新

年期間，警方先後在深圳灣口
岸、羅湖站及明愛醫院廁所等地
破獲懷疑有人放置炸彈案，其
中，明愛醫院的炸彈更發生爆
炸。事後，一個名為「九十二
籤」的Telegram群組承認責任，
並且揚言會繼續發起類似恐怖活
動。雖然幾宗炸彈案暫時未有對
市民造成傷亡，但該暴恐組織卻
成為眾黑魔的崇拜對象。

損兵暫潛伏 待時機發難
過往亦有暴力組織曾發起恐襲

後高調承認責任。去年8月，十多
名暴徒在荃灣二坡坊一帶大肆襲
擊商戶和普通市民，有人被黑魔
施襲至血流披面。事後一個自稱
是「屠龍小隊」的組織在網上發
文「認數」，更宣稱會繼續發動
襲擊，而另一暴恐組織「Ｖ小
隊」亦在去年8月伏擊葵涌警署的
一名休班警員。事後，有人在
「連登」貼出逾8,000字長文，大
肆散播恐怖主義。而警方去年12
月搗破的多宗武器庫案件中，有
消息透露，被捕者中包括多名

「屠隊小隊」成員。
資料顯示，去年修例風波期間發

生的連串暴力衝擊事件中，出現了
不少激進的黑衣暴力小隊，這包括
「屠龍」、「閃燈」、「V」等較
有名氣的暴力組織。
據了解，這些小隊都是由黑衣魔

中的精銳分子組成，每個小隊一般
有十餘至數十人不等。然而，在去
年11月發生的「中大及理大事件」
後，大批暴力小隊成員被捕，由於
嚴重損兵折將，這些暴力小隊唯有
暫時轉入「地下」，企圖重整旗
鼓，待時機成熟再次發動暴力恐怖
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屢放炸彈恐襲 揚言陸續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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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湖口岸炸彈案

深圳灣口岸炸彈案

明愛醫院炸彈案

■「九十二籤」在Telegram群組貼出
「眾籌革命」。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