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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實施，在遊

行集會中展示「香港獨

立」、「香港建國」等內

容的旗幟標語，或高呼有

關口號，根據警方最新的臨時執法指引，已涉

嫌觸犯分裂國家罪行，可以採取拘捕行動。昨

日有鐵騎士展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

幟，同涉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捕，而暴徒昨日同

樣揮動有「獨梟」梁天琦肖像的上述標語，以

為可蒙混過關。事實上，「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是梁天琦在2016年首次提出的競選口號，

其背後理念和意圖就是推動「香港建國」和推

翻現有政權。黑暴分子企圖打擦邊球，達至

「播獨」目的，但亦難逃被捕的命運。

展示光時旗 涉違國安法
梁天琦競選口號含分裂國家意思 暴徒引用謀「播獨」難逃法網

攬炒議員紛落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是香港回歸紀念日，民陣

早前申請遊行雖不獲批准，但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仍堅持以
個人身份與一眾攬炒派立法會議員胡志偉、朱凱廸等呼籲市
民上街，更表明要反對香港國安法，最終大批攬炒派齊齊出
動，「禍港四人幫」之首黎智英亦一度現身銅鑼灣不久便閃
人，被網民揶揄「叫人衝，自己鬆」。警方全日的執法行動
拘捕數百人，他們涉嫌非法集結、違反香港國安法、阻礙警
務人員執行職務及管有攻擊性武器等，被捕者包括立法會議
員陳志全及多名攬炒派區議員。

黎智英「打完卡」閃人
香港國安法正式實施，民主黨公然漠視新法，昨日於天
后、銅鑼灣、灣仔、金鐘設17個籌款站，亦在現場派發反
香港國安法的文宣產品。中午12時許，黎智英與民主黨前
主席何俊仁和李永達、該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現身銅鑼灣
百德新街的街站，並手持「堅持五大訴求、反抗國安惡
法」的宣傳單張。
官司纏身的黎智英逗留不久、在民陣到場前已閃人，被

網民揶揄「叫人衝，自己鬆」。在大批攬炒派鼓動下，昨
日下午陸續有市民出席「盲撐」，有人更以口號及旗幟
「播獨」，銅鑼灣、灣仔與天后一帶多人高呼「香港人建
國」、「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等口號，更有人揮動「香
港獨立」、「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等口號旗幟。

快慢必煽反政府被帶走
另一方面，「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得志穿上軍人服裝，
亦在附近擺街站，他稱「以為有國安法我哋就驚你呀」，
又高呼「一國一制正式回歸」云云，企圖煽動在場者的反
政府情緒。其後，現場多名市民叫囂，場面一度混亂，警
方一度施放胡椒噴霧驅散人群，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
上前阻撓被帶走。及後「人民力量」亦在facebook上宣
布，譚得志、立法會議員陳志全等約10名成員被捕。

李卓人擺街站被警驅趕
新民主同盟成員亦在銅鑼灣擺街站期間被警方驅趕，該黨

區議員譚凱邦及任啟邦被胡椒噴霧噴中。譚凱邦在其face-
book上聲稱，他和工黨的李卓人與警方「理論」期間，遭對
方「亂咁噴椒」，並指眼部非常刺痛云云。不過，有網民爆
料指，譚凱邦當時在街站上聲稱「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明
顯是在煽動分裂，警員予以拘捕無可厚非。
工黨亦於facebook上聲稱，該黨主席郭永健及副主席李

卓人在銅鑼灣擺設街站期間，遭警方「無理」驅趕，李卓
人在混亂期間被拉倒在地上，手臂受輕傷。
「獨人」劉頴匡晚上亦在facebook上指出，與他合組名

單出選立法會民主派初選的區議員李志宏、趙柱幫和石威
廉，以及數名議員助理，晚上於銅鑼灣時代廣場被捕，料
送往北角警署，他們被指涉干犯非法集結。
另據了解，「社區前進」區議員朱江瑋與胡穗珊、

「全民參政」召集人姚冠東亦被捕。

■■胡志偉胡志偉、、朱凱廸及梁國雄等現身銅鑼灣朱凱廸及梁國雄等現身銅鑼灣，，更呼籲市更呼籲市
民上街民上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國安法正式生效，意味一些鼓吹「港
獨」、威脅國家政權、煽動他人「反抗」、
「造反」的行為都可能已觸犯法例。香港文
匯報記者昨日巡察全港各區的馬路及黃店，
發現攬炒派議員懸掛路邊的一些煽動他人
「反抗」，抹黑國家政權的橫額仍未拆除。
攬炒派的怪胎「黃色經濟圈」，雖然有部分
黃店割席「退圈」，但仍有部分黃店依然冥
頑不靈，繼續公然鼓吹「港獨」、醜化政
府。法律界人士指出，任何人或場地負責人
展示或張貼帶有「港獨」、煽惑他人顛覆政
權意味的宣傳品，也可能構成教唆他人觸犯
國安法罪名。
香港國安法以基本法附件三形式在港實

施，列明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
動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四
項罪行，均屬違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中午巡察沙田禾輋街

期間，發現路邊的鐵欄上仍然懸掛着兩幅由
攬炒派議員胡志偉、涂謹申、黃碧雲、林卓
廷、鄺俊宇、許智峯發出的橫額。橫額左邊
寫有「香港人 反抗」疑帶有煽動港人「造
反」暗示，中間標語更赤裸裸抹黑中央政府
及香港國安法。
同時，沙田瀝源街，有社區中心的外牆和

城門河單車徑的指示牌上，有攬炒派噴上多
個造謠誣衊警方「打死人」的暗號，至昨日

仍未被清除。

懶理國安法實施續抹黑
作為攬炒派餘孽的黃店，部分已縮沙宣布

退出「黃色經濟圈」，鼓吹「港獨」的「維
城士多」更被香港國安法「嚇親」，聲言即
日起退出香港市場，立即解散全體香港店
員，並由台灣維城士多繼承日後所有業務。
該公司更已於台灣正式註冊為「台灣維城士
多有限公司」，以負責日後一切業務。
有黃店被香港國安法震懾，同時亦有黃店

死性不改，「一起果醬」在facebook專頁上
聲言不會撕除店裏的文宣，更稱願意承擔所
有法律責任。記者昨日下午到「一起果醬」
位於尖沙咀的分店，雖然該店未有開門營
業，但仍見到店門滿布文宣貼紙、海報，上
面寫有「香港人 反抗！」「光復香港」等
字句。
旺角登打士街一間新開張的黃店，店內貼

滿五顏六色的便條，上面寫有各式各樣口
號，包括提到「獨立」、「反抗」等字眼。
該店的收據上還寫有呼籲「香港人反抗」的
字句。
位於北角的「大澳德發」昨日仍有不少疑

似攬炒派中人「撐場」。該店門口雖未有張
貼明顯煽動性標語，但幾張醜化國家領導
人、醜化香港警察及黑暴的漫畫海報仍能輕
易找到。不僅如此，該店一張手寫告示聲
明，店員不會說普通話，不為內地人服務，
更以「香港話」代稱「粵語」、「廣東
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廣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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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議員橫額帶有「反
抗」、抹黑國家政權字眼，
可能觸犯教唆顛覆國家政權
罪
造謠誣衊警方「打死人」的數
字暗號，可能觸犯教唆顛覆
國家政權罪
滿布文宣貼紙、海報，上面
寫有「香港人 反抗！」「光復
香港」等字句，可能觸犯分
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罪
醜化國家領導人、醜化香港
警察

■ 「一起果醬」尖沙咀分店仍滿布文
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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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會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會
長王吉顯指出長王吉顯指出，，香港國安法香港國安法
第二十條列明第二十條列明，，任何人組任何人組
織織、、策劃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實施或者參與實

施旨在分裂國家施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破壞國家統一行為，，不不
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有關有關
罪行均屬犯罪罪行均屬犯罪，，因此他認為因此他認為，，如果有人展如果有人展
示或張貼的橫額或標語內容是要求示或張貼的橫額或標語內容是要求「「港港
獨獨」，」，即顯示他已參與該違法活動即顯示他已參與該違法活動，，明顯明顯
是觸犯香港國安法是觸犯香港國安法。。
若有人展示或張貼的橫額或標語內容並非若有人展示或張貼的橫額或標語內容並非

明確提出明確提出「「港獨港獨」」字眼字眼，，而是如而是如「「光復香光復香
港港」、「」、「時代革命時代革命」」等字句等字句，，王吉顯認為王吉顯認為，，
若涉事者當時的動機和其他行為若涉事者當時的動機和其他行為，，如其當時如其當時
正在參與未經警方許可的遊行正在參與未經警方許可的遊行，，又或在遊行又或在遊行
期間曾口述標語內容期間曾口述標語內容，，這些都可被視為環境這些都可被視為環境
實證實證，，或已違反香港國安法或已違反香港國安法。。
針對黃店及路邊的橫額針對黃店及路邊的橫額，，他指出他指出，，條例條例

列明任何人有煽動列明任何人有煽動、、協助協助、、教唆其他人進教唆其他人進
行分裂國家行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破壞國家統一行為，，也屬犯也屬犯
罪罪，，情節較輕也可處情節較輕也可處55年以下有期徒刑年以下有期徒刑，，
故他呼籲市民不宜以身試法故他呼籲市民不宜以身試法，，展示或張貼展示或張貼
這些有問題的語句這些有問題的語句，，以免墮入法網以免墮入法網。。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執業大律師執業大律師

馬恩國認為馬恩國認為，「，「光復香港光復香港」、「」、「時代革時代革
命命」」等字眼等字眼，，有分裂國家罪中改變香港法有分裂國家罪中改變香港法
律地位的意思律地位的意思，，故如展示有這類字眼的橫故如展示有這類字眼的橫
額或標語額或標語，，或已觸犯香港國安法或已觸犯香港國安法。。
他強調他強調，，是否入罪不能單看表面字眼是否入罪不能單看表面字眼，，

還需視乎涉事者的背景還需視乎涉事者的背景、、動機動機、、身處的場身處的場
合等合等。。他舉例解釋他舉例解釋，，如有人身處派對並在如有人身處派對並在
遊戲中展示這些字句應該沒有問題遊戲中展示這些字句應該沒有問題，，但在但在
敏感場合敏感場合，，加上涉事者明顯是有意圖違反加上涉事者明顯是有意圖違反
國安法國安法，，罪成可能性較高罪成可能性較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文森

■■有人高舉有人高舉「「光復香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時代革命」」標語及梁天琦的肖像標語及梁天琦的肖像。。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據悉，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香港警方根據相關條
文，暫時制定了一些執法指引，在公眾遊行集會中

示威者揮舞旗幟或橫額、示威者高喊口號、組織者在台上
的演說等是否違反香港國安法，警方可根據該人作出以上
行為時，是否有煽動或教唆、分裂國家或顛覆國家政權等
目的或意圖來判斷。
同時，在公眾遊行集會中，若有人揮舞旗幟或橫額或大

叫口號的內容，包括「香港獨立」、「香港國」（藍白
旗）、「香港獨立 唯一出路」、「雪山獅子旗」、「香
港人 建國」、「九獨」旗幟、「香港獨立民族自強」，
及其他明示或暗示「香港獨立」或「香港建國」的旗幟或
橫額，均屬違法。任何其他分裂國家的旗幟亦屬違法，包
括「藏獨」、「疆獨」和「台獨」等等。
據了解，「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也被列為涉違反香

港國安法的行為，警方可以執法。事實上，從這句口號
的背景分析，是2016年 1月「獨梟」梁天琦首次代表
「本民前」參選立法會新界東地方選區補選時，作為競
選口號；同年2月8日大年初一發生「旺角暴動」，梁
天琦等人其後因暴動罪判刑。其後，選舉事務處再去
信，指其宣傳品內容與基本法特別是第一條「香港特區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條文有根本性牴
觸，其所述的「自治」按前文後理有違「一國兩制」原
則的高度自治，要求他的宣傳品刪除包括勇武抗爭、以
武犯禁、異於中國的歷史、自治、自主、自決前途及香
港自治等內容。

警保留日後拘捕權力
所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背後的含義清晰，故無

論有人如何「自我解釋」圖避刑責，其中的「光復」或
「革命」都有推動「香港獨立」、推翻顛覆政權及分裂
國家的意圖，昨日有人高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標
語及梁天琦的肖像，警方視現場情況未有行動，但不代
表他們可逍遙法外。
根據警方的執法指引，會在現場錄影及搜證，於可行情況
下作出警告，並因應現場情況決定是否即時作出拘捕，而且
警方作出拘捕行動前不一定需要預先作出任何警告；若現場
不即時拘捕，警方可保留日後拘捕的權力。

■ 黎智英、何
俊 仁 、 李 永
達、林卓廷等
攬炒派現身銅
鑼灣街站。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譚得志、陳志全等約10名「人民力量」成員被捕。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