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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後，部分死

硬的攬炒派仍禍港之心不死，煽動

市民今日上街抗法和搞事，有情報

顯示禍亂黑手派錢誘青少年上街

「送頭」。為防止黑暴和「港獨」

垂死掙扎、狗急跳牆，警方已做出

最高級別的部署，包括搜集情報及

部署反恐力量。由今日凌晨開始，

應變大隊5,000警力及六大總區全面

戒備和候命。警方消息指，若有人

在今日集會遊行中揮動「港獨」

旗、標語，或叫「港獨」口號及涉

播「獨」演講，無論是明示或暗

示，都會觸犯香港國安法，警方可

以在毋須事先警告下採取執法行

動。

「獨旗」「獨語」一出 警即依法拘捕
香港國安法下毋須事先警告 5000警力全面戒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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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無視警反對 續煽民七一上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鄭治

祖）民陣七一遊行被警方反對，上訴
也被駁回，但身孭多項控罪的民陣副
召集人陳皓桓，與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胡志偉、「議會陣線」立法會議員朱
凱廸等一眾攬炒派政棍公然挑戰法
紀，聲言今日會繼續發起遊行，更煽
動群眾參與。警方嚴厲譴責有關人等
不負責任，公然組織並煽動他人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警方強調，無論宣傳
及公布或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均有機
會干犯法例。警方絕不容忍任何違法
行為，定必嚴正執法，呼籲市民不要
以身試法，參與任何未經批准的集
結。
警方早前向民陣發出反對通知書，
禁止今日在銅鑼灣發起遊行，昨晚公
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駁回民陣上
訴。警方在聆訊中指出反對集會是基
於保障公眾健康及市民生命財產，防

止被激進活動騎劫，並質疑民陣召集
人沒有與暴力割席，令激進示威者誤
以為得到遊行者的掩護。民陣自去年6
月起的八次遊行中，均演變成打砸燒
暴力破壞。
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民主黨立法

會議員胡志偉、「議會陣線」立法會
議員朱凱廸、東區區議員徐子見、曾
健成和陳榮泰等高調宣稱，就算上訴
被駁回，仍會以「個人身份」如期發
起有關遊行，更在社交平台煽人上
街。陳皓桓稱，遊行時香港國安法已
獲通過生效，但他們不會限制遊行者
叫什麼口號及舉什麼標語。

煽遊行或干犯公安例
警方表示，留意到有人漠視警方的

反對，公然煽動他人今日到銅鑼灣至
中環一帶參與集會及遊行，有關行為
極度不負責任，更有機會干犯《公安

條例》及《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
聚集)規例》訂明的進行受禁群組聚集
的相關罪行。根據《公安條例》十七A
第(1)(d)條訂明，作出任何公告或發布
任何廣告或告示，或以任何其他方式
宣傳或公布公眾集會或公眾遊行，即
屬犯罪，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監禁12個
月及罰款1萬元。
陳晧桓早前亦已被控多項罪名，包

括涉及去年10月1日國慶遊行和10月
20日九龍區遊行，分別被控組織未經
批准集結罪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另他又涉去年9月30日、10月19日在
中環終審法院外煽惑參與非法集結，
被控各一項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
結罪，以及各一項公告未經批准遊行
罪。
對攬炒派繼續煽動市民參與違法活

動，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中央按
照立法原則訂立香港國安法，目的是

維護國家安全領土完整，是很莊嚴的
事情。攬炒派不應屢次挑戰中央底
線，鼓動市民測試中央的忍耐力。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表示，尊

重各人享有遊行的自由，但前提必須
守法。攬炒派議員不應知法犯法，鼓
動市民透過參與違法的遊行，反對合
法的法例。雖然香港疫情受控，但仍
不斷出現輸入個案，故市民仍須遵守
防疫措施，控制聚集人數。

■左起：曾健成、陳皓桓、胡志偉、徐
子見和陳榮泰不理警方反對，揚言繼續
發起遊行。 香港電台直播截圖

支持香港國安法和反黑暴的律師陳
子遷，今年5月24日在銅鑼灣因痛斥
及阻止黑衣人堵路，被群煞圍毆致重
傷。警方抽絲剝繭追查一個月，終鎖
定其中六名對陳子遷直接下狠手的暴
徒，昨晨在全港搜查多處地點，拘捕
六名疑兇，包括兩名中學生，年紀最
小的僅15歲。警方強調，會鍥而不捨
追查任何違法暴力行為，務求將所有
涉案人緝捕歸案。
被捕六名男子分別為15歲姓王的中
一學生、16歲中二學生劉×寶，兩人
就讀屯門崇真書院，另有17歲無業男
子謝×俊、23歲姓鄭無業男、24歲姓
譽無業男和31歲姓唐貨車司機。其
中，前三名未成年男子相識，均住屯
門公共屋邨，姓鄭男子則曾在修例風
波中涉非法集結被捕。六人涉「傷

人」和「非法集結」被扣查，警方稍
後會控告他們相關罪名。
事發今年5月24日，攬炒派無視警方
反對，大批黑衣人在銅鑼灣一帶非法集
結。下午3時半，有人堵路及打砸附近
商店，當時，前往南華會打球的律師陳
子遷，途經利園山道時，目睹黑衣人
打爛店舖的櫥窗玻璃，更有準備逃走
之勢。他情急之下叫道：「你哋班黑
暴唔好走……」即被五六名黑衣魔圍
攻，以雨傘、路牌及拳腳狂毆他的頭部
和身體，陳子遷負傷沿禮頓道逃走，但
被一眾黑衣魔窮追猛打，沿途用傘柄多
次猛擊他後腦。陳一度突圍逃至加路連
山道過路處，再被群煞打倒在地，再用
傘柄、棍棒、拳腳猛擊頭部，他重創送
院，全身要縫20針。

警續追查 或更多人落網
警方毒品調查科接手緝兇，初步發

現整個施襲過程至少有20人參與，其
中六人直接下手攻擊。警方翻查大量
閉路電視及情報搜集，鎖定六人身
份，昨晨在屯門和慈雲山採取拘捕行

動。行動中，警方檢獲疑兇犯案時穿
着的衣物、一支伸縮棍及一些個人防
護裝備，案件仍在調查中，不排除有
更多人被捕。
毒品調查科警司鄒旺忠指出，暴徒
喪心病狂、毫無人性，即使受害人被
打至遍體鱗傷、頭破血流，仍然繼續

窮追不放，過程中更有人在旁邊打開
雨傘嘗試掩護暴行，行為令人髮指。
受害人身體受到嚴重傷害，頭部及身
體各處均有裂傷，治理時需要縫上廿
多針，當日其所受攻擊絕對可能造成
更嚴重傷勢，甚至死亡。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圍毆律師陳子遷案 六男被捕最細15歲

◀警方根
據閉路電
視畫面鎖
定其中六
名 疑 犯
（圈示）。

◀遭暴徒襲擊的陳子遷律
師，右頸傷口長約10公
分。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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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團豐香港浸信會聯會，其會長羅慶才前日
在聯會網站「會長的話」中，以「踐踏」、「壓
制」、「剝削」等字眼誣衊香港國安法，更無視
該會屬校培正中學有「黃」副校帶頭讓政治入校
涉煽動學生反國安法的專業失德事件，抹黑稱
「法未立，自由已受限」云云。家長群組批評羅
立場偏頗，質疑他身為宗教及辦學團體代表竟罔
顧社會安全，誤人子弟，是「集神棍與教棍於一
身」。據了解，浸聯會內部前晚就此進行激辯，
有理事質疑羅以政治文章損害聯會利益，至昨日
下午羅的多篇「會長的話」文章全部下架。
羅慶才在該偏頗文章中，抹黑香港國安法「無

保障市民權益」，「毫無好處」，更以「踐
踏」、「壓制」、「剝削」等誣衊香港國安法，
忽視香港國安法立足於基本法，守護國家安全，
保障港人自由及權利，且符合香港市民根本利益
並有利於香港發展長遠利益的客觀事實。
他又刻意扭曲香港國安法「尊重『一國』原
則、體現『兩制』差異」的立法原則，煽動不安
稱法律「撕毁『一國兩制』」云云。
文章並提到培正「黃」副校連同多名學生參與

騎劫學校的「反國安法立法聯署」事件，無視有
該校的教育工作者帶頭讓政治入校涉專業失德行
為，以所謂「法未立，自由已受限」散播恐慌。
據基督教媒體《時代論壇》報道，浸聯會前晚

召開特別理事會議，最終大比數議決該會對香港
國安法不作回應。有理事引述會章強調，聯會不
應參與政治活動，有理事更質疑羅一再在「會長
的話」發表政見，又指如他再刊出政治文章會控
告其損害聯會利益。至昨下午，浸聯會網站內全
部「會長的話」文章已消失，欄目內只剩羅慶才
的相片、名字及職銜。

家長批「神棍教棍二合一」
有家長群組質疑，羅作為宗教及辦學團體代表，見到過去

一年大批學生教師受政治宣傳影響變成暴徒，不但一直未有
阻止，更肆意攻擊香港國安法，實在不負責任：「罔顧社會
安全，誤人子弟，簡直集神棍與教棍兩大職能於一身！」
網民「Cecilia Wong」批評：「作為一個教育者長輩，

看見年輕人，心懷着無明（名）揭（歇）斯底理（里）的
仇恨，嬲怒地破壞，一個教育者，你支持煽動仇恨的目的
是什麼？」「Chun Chun Yung」則說：「黑暴搞咗咁
耐，培正中學多次傳出學生喺學校裏面播『獨』， 成個
浸信聯會都冇人出聲，而家立國安法之前，佢哋先至迫個
會長收聲，理由唔係擔心影響學生 ，成班人係擔心畀
（俾）人取消辦學同埋慈善團體資格，成班都係偽善
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錦言

■家長facebook群組中，有家長譴責辦學團體代表羅慶
才不負責任，宣揚偏頗言論。 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年9
月15日黑暴在港島暴亂，一名身穿印
有「岳」字上衣的19歲大專生，在北
角涉用伸縮棍襲警及意圖阻止警員拘
捕其他搞事者，遂被控襲警、管有攻
擊性武器及拒捕共三罪。被告早前承
認第一及第二項控罪，拒捕罪則經審
訊後裁定罪名成立。被告昨在東區裁
判法院就三罪共被判囚10個月。
被告陳以晉（19歲），是專業教育
學院（IVE）高級文憑學生。他被控當
日在英皇道七海商業中心外襲擊正執
行職務的督察5327，並管有一支伸縮

鋁棒以及抗拒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員
17678。

被告承諾出獄循規蹈矩
辯方昨在判刑前求情指，被告明白
自己犯下嚴重的錯，但並非預謀，只
是純粹一時衝動及低估犯事後果，現
已感到後悔及深切反省。辯方又引述
勞教中心報告指出被告腦內有水囊的
問題，不適合入勞教中心，因此即時
監禁應為唯一選項，被告承諾出獄後
會循規蹈矩，希望法庭能予以輕判。
裁判官香淑嫻考慮被告承認襲警及

管有攻擊性武器控罪，各判入獄12個
月及8個月，因認罪可獲扣減至8個月
及6個月，刑期同期執行。至於他否認
的拒捕罪經審訊罪成，則判入獄9個
月，不獲刑期扣減，其中兩個月與前
兩罪分期執行，即三罪合共須監禁10
個月。
去年9月15日，「民陣」發起遊行
被拒，黑暴繼續上街搞事，當晚警方
在北角及炮台山一帶驅散非法集結的
搞事者。其間被告與四名示威者圖經
北角英皇道七海商業中心旁的小巷逃
入一個露天停車場，但被機動部隊督

察馬智聖截停，被告突從背包取出一
支鋁製的相機「自拍棍」，從後襲擊
馬智聖的背部。馬轉身以警棍還擊，
但被告再用自拍棍打馬的左肩五次才
逃走，被告最終在小巷被多名警員合
力制服。

「岳男」持棍襲警拒捕三罪囚10個月

■穿「岳」字衣男子涉襲警等3項控
罪，判囚10個月。 資料圖片

■■灣仔會展灣仔會展
外圍昨已設外圍昨已設
置巨形水馬置巨形水馬
布防布防。。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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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研究香港國安法有關條款後，已部
署在各區密切注意可能觸犯國安法的

行為。據了解，警方初步制訂有關執法和搜
證的目標，相信在集會遊行中「港獨」分子
的一些行為會觸犯煽動、教唆分裂國家罪，
例如有人揮動旗幟、展示標語、叫口號或演
講等行為中，含有「香港獨立」、「香港建
國」、「香港建國是唯一出路」等內容，無
論是明示還是暗示，均違反香港國安法，由
於法例的主題是維護國家安全，上述行為包
含「藏獨」、「疆獨」及「台獨」等分裂字
眼的同類行為，同樣犯法。
警方今日會即時執法，並對集會遊行中出

現違反香港國安法的行為，將展示新的警告
旗和警告語，但警方強調，警方可以在毋須
事前警告的情況下進行拘捕。據了解，警方
採取行動時會視乎現場情況而定，可以拘捕
犯法者，也有機會事後採取拘捕行動。

傳每人1500元誘學生「送頭」
有消息指，有人以每人1,500元利誘學生
今日上街逞暴。據了解，警方為應對今日可
能出現嚴峻的暴力衝擊事件，連日來不斷加

強情報搜集，以制訂相應策略，包括動員反
恐特勤隊戒備和巡邏重要設施。由今日凌晨
時分起，警方會先行在灣仔會展一帶進行布
防。
據悉，香港國安法早前還在審議時，攬炒

派煽暴文宣已在網上煽動暴力抗法，有人在
網上社交平台，狂言用炸彈、汽油彈施襲，
甚至駕駛大巴輾壓人群，網上也瘋傳警方內
部通令全港警員留意一名姓陳、綽號「細
鬼」的男子，據報該男子曾揚言有炸彈，擬
在今日發動襲擊。
據了解，警方根據一份情報來源作出預防

性措施，認為該男子是高度危險人物，故在
內部通傳各巡邏人員發現此人即採取行動。

攬炒派置地廣場展「港獨」橫額
昨日，攬炒派分別在中環置地廣場「犯

聚」，並播放「港獨」歌曲，展示「港獨」
橫額，但在香港國安法震懾下，僅得寥寥無
幾數人出席。其間有警員接報到場拉起封鎖
線及截查可疑者時，攬炒區議員葉錦龍即現
身向警員查詢，企圖妨礙警方行動。但在警
員高姿態巡查下，在場者不敢逗留陸續散

去。傍晚6時許，攬炒派趁最後機會到觀塘
apm及中環IFC「和你Sing」，大批防暴警
接報到場調查及多次舉旗警告聚集者，並以
涉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拘捕三男一女（16歲
至30歲）。
警方昨晚指出，由去年6月9日至今年6

月15日，在涉及修例風波的示威活動中，
警方共拘捕9,113人，其中243人已完成司
法程序，並有200人 (82.3%) 須承擔法律後
果 (包括被定罪、簽保守行為、獲頒照顧或
保護令)。 警方提醒市民，犯法須負刑責，
切勿以身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