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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台D100 Radio主持人傑斯（真

名尹耀昇）前日被香港警方國安處

以涉嫌「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

他人分裂國家」及「洗黑錢」拘

捕；不過，台灣陸委會卻對此說三

道四，隔空呼籲港府勿再「假借國安之名」、行「打壓異己全面管制

之實」云云。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台當局

此舉顯然是此地無銀，亦令人質疑有關人等與外部勢力有關，香港警

方國安處應更詳細及深入調查。

台當局干預港執法 政界促徹查
網台「獨人」被捕即說三道四 更添勾「台獨」涉外力質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民記年度漢字 票顯香港世態
十個候選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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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事件

香港國安法今年6月30日生效，國
家安全得到有力保障

疫情下，口罩為出門必備之物

黑暴破壞社會安寧，摧毀本港經
濟，市民深惡痛絕

疫情全球蔓延，癱瘓全球民商往來

為降低病毒傳播風險，全港市民減
少外出，保持社交距離，同心抗疫

香港警察止暴制亂，獲絕大部分市
民力撐

新冠肺炎病毒潛伏期達14天，與
患者有緊密接觸或入境者需進行14
天隔離檢疫

特區政府頒布多輪限聚令，限制市
民社交距離

因應疫情，各國各地制定了封城、
封關、封船等不同隔絕封閉措施

因應疫情，有本港學校、健身中
心、酒吧等場所被勒令停課、停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民建聯舉
辦「香港年度漢字評選2020」，邀請全港市
民投票選出最具代表性的漢字，表達今年香
港的世態及社會狀況。今年的十個候選漢字
分別為「安」、「罩」、「暴」、「疫」、
「抗」、「撐」、「隔」、「限」、
「封」、「停」，大多反映了疫情下的狀
況。參加評選的市民有機會贏得最新5G智
能手機、星級酒店住宿連餐飲、書券等豐富
獎品，評選結果將於下月28日公布。
是次評選由即日起舉行至下月20日，市
民可登入投票網站（www.coy.dab.org.hk）
參加評選。
民建聯宣傳及公關委員會主席譚榮勳表
示，民建聯自2013年起連續六年舉辦「香
港年度漢字評選」，至去年因社會治安等問

題停辦一年，今年復辦，冀能透過活動讓市
民反思社會現況，並弘揚中國文化，宣揚漢
語內涵豐富、言簡意賅及高度濃縮的特性。
他續說，民建聯今年邀得民建聯創黨主席

曾鈺成、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浸會大學中文
系副教授盧鳴東等15名評審組成委員會，選
出十個候選漢字。因今年疫情肆虐全球，故
他們選出的候選漢字，大多與疫情有關。

顏汶羽盼港走出陰霾
民建聯副秘書長、觀塘區議員顏汶羽指

出，一號候選漢字為「安」字，認為是代表
了香港國安法今年生效，令國家安全和市民
生活得到有力保護。他希望分裂國家分子從
此絕跡香港，社會慢慢走出黑暴陰霾，經濟
盡快復甦，全港市民可以安居樂業。

香港警方國安處近期緊密追查「撐獨
護暴」的不法財源，於前天上午首

次引用香港國安法中「以金錢或者其他財
物資助他人分裂國家」罪，拘捕網台主持
人傑斯（52 歲）及其妻子曾碧雲（53
歲）與女助理利寶麗（51歲）等三人。據
悉，三人昨晚已獲准保釋。
據悉，傑斯涉嫌與「台獨」組織勾結，
發起「助養」逃台黑暴分子的眾籌計劃，
半年來籌得1,400萬元，一半資助「台
獨」勢力，另一半則懷疑拿來炒股及中飽
私囊。
傑斯及利寶麗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第二
十一條中的「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
人分裂國家」，及「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
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俗稱
「洗黑錢」）罪。曾碧雲則涉嫌「洗黑
錢」罪。

不過，台灣陸委會當天傍晚立即跳出來
「以書面形式回覆傳媒查詢」，聲稱香港
特區政府一再操弄「惡法」，無法獲得港
人認同，無助香港社會穩定，更使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一去不復返」；
又稱香港國安法自實施以來，不斷「嚴重
傷害香港自由及人權」，國際社會均高度
關切並同感「憂心」云云。

盧瑞安：警方應加緊調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表示，傑斯等

人涉嫌觸犯「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
人分裂國家」及「洗黑錢」等罪名被警方
國安處拘捕，而當日傑斯曾揚言，發起一
個名為「千個爸媽台灣助學」計劃，透過
眾籌集資「助養」潛逃到台的學生，現香
港警方國安處剛作出拘捕行動，台灣陸委
會便撲出來說三道四，令人質疑，當中是

否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香港警方國安處應
加緊調查，將違法者繩之以法。

陳恒鑌質疑傑斯勾結外力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台灣陸

委會主動撲出來說三道四，更加令人質
疑傑斯是否勾結外部勢力，支援黑暴分子
進行分裂國家行動。
他指出，若台當局沒有指指點點，香港

警方國安處仍需要花時間進行調查，既然
台當局提供這麼清晰的資料，香港警方就
可以按照有關資料進行深入調查，若證據

確鑿，就應該採取行動。

陳志豪籲勿被人利用違法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陳志豪表

示，傑斯發起成立「千個爸媽台灣助學」
計劃，「助養」潛逃到台的港生時，曾聲
稱與台灣某些人等有聯繫，但不方便透露
詳情，既然現有如此清晰的資料，香港警
方國安處應循有關方面進行更深入調查。
他又指，由於事件不排除可能涉及勾結
外部勢力等罪名，奉勸市民不要再盲信別
有用心之徒，被人利用進行違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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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就嚟坐監
會做啲咩？一般
人都係同親戚朋
友講吓心底話，
不過，前「香港

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河童）就
決定喺facebook發千字賣小強，
兼叫大家訂閱佢個眾籌專頁，話
自己仍然想「鞠躬盡瘁」喎，
「即使身處牢房，我仍會在Pa-
treon（課金平台）……發表我的
獄中書簡。」臨坐監都不忘叫人
課金，難怪網民都揶揄：「你怕
乜×！所收的奴才費、眾籌金、
十世你都用唔晒！」
黃之鋒噚日以「上庭前想跟香

港人說的話」為題發長文，話自
己去年6月17日第三次出獄，至
今唔夠年半已再背負三宗官司、
六項罪名，真係同啲黑社會小混
混差唔多，而今日係佢參與去年
「黑暴」包圍灣仔警總上庭受審
嘅日子，佢喺「檢視控方證供並
徵詢律師意見後，均決定承認所
有控罪」，「不排除即時入
獄」，又話自己心情忐忑。
佢又話：「我想證明在（香

港）國安法下的『民主』運動，
仍然大有可為。無論來年我身處
何方……我仍希望鞠躬盡瘁，為
我們所相信的價值而奔走。」
佢仲話：「在『前仆後繼』投

入『抗爭』時候，我們的付出，
總能鋪墊成凱旋歸來的道路。」
要幾多個人血饅頭先鋪得滿佢

條路就唔知，但黃之鋒就好識計

數，叫大家記得訂閱佢嘅Patre-
on，話自己坐監依然會寫文喎。
「Mc Chin」就話：「你怕

乜×！所收的奴才費、眾籌金、
十世你都用唔晒！」

周庭：還是有點害怕
同一單案，今日都要上庭嘅周

庭，噚日亦喺fb講自己「還是有
一點點害怕」，仲數埋自己仲有
國安法嘅案件喺身，真係兩句已
經「慘」過黃之鋒嘅千字文。當
然，最後都係有叫人課金同埋支
持佢做網紅嘅link啦。
「Bkk KT」就留言畀佢哋話︰

「上天一定會保祐（佑）正義的
人。」咁如果判咗佢哋坐監，係
咪即係證明佢哋唔正義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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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
「香港政黨主席論壇，今日下晝5點
正，香港文匯網，約定您哋！」由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與點新聞聯
合舉辦的首屆「香港政黨主席論
壇」，今天下午5時正在大公文匯各
新媒體平台和點新聞平台同步直
播。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工聯會會
長吳秋北、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自由黨黨魁鍾
國斌將坐鎮直播間，與廣大受眾分
享建設力量政黨領袖們的真知灼
見。
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前就立法會議

員資格問題作出決定，15名攬炒派
立法會議員因「DQ4」事件而「鬧

辭」。沒有攬炒派拉布阻撓立會運
作，建設力量今次有何良策，善用
香港立法會今屆任期？
疫情反覆難以清零、最新失業率

6.4%創16年新高、公屋平均輪候時
間達5.6年，疫情、經濟、民生都面
對沉重挑戰，未來一年立法會工作
有何重點？向施政報告建議了什麼
紓困措施？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將為香港帶來

另一次黃金機遇，香港人又要如何
把握？特區政府又應如何助香港融
入大灣區發展？
香港五大政黨主席將於今天下午5

時正，逐一向大家分享轉危為機的
良方，歡迎到時在線向他們提問。

政黨主席論壇今舉行
大文直播談港事

「逃犯」致函家人 籲妹「咪搞，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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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12名涉嫌
在香港干犯黑暴罪行及違反香港國安法的逃
犯，今年8月23日乘快艇非法入境內地司法
管轄區而被廣東海警拘捕，後被拘留於深圳
市鹽田看守所。「12逃犯」之一的「港
獨」分子李宇軒日前手寫信件，指自己在看
守所內生活良好及規律，有定時活動、生病
可以看醫生以及有會見律師。他在信中要求
自己的妹妹「咪繼續搞，好收手喇」、「再
搞落去係無前途嘅」，並自認「人辦」，指
自己感到很後悔。
由李宇軒妹妹開設的facebook專頁「An-
dy is Missing」昨日發帖指收到李宇軒手寫
信件，從圖片可見信件是由深圳市鹽田區永
安北發出，下款是「李宇軒，深圳市鹽田看
守所」。
李宇軒在信中寫道，他並沒有在看守所內
受到虐待，語言溝通亦沒有大問題，「我喺
倉度生活都算OK，無俾人蝦無俾人打。倉
呢度一般都係講普通話嘅……佢哋都會就我
講慢啲咁。同倉仲有一個識講廣東話嘅，會
幫下我翻譯咁。」

他又說，看守所內有三餐食、熱水洗澡及
定時活動，時間安排十分規律，生病時亦可
以看醫生以及有會見律師，「有病嘅話可以
睇醫生，都有做深喉肺炎測試。我有請律
師，都有做法律諮詢，而（𠵱 ）家都理解內
地呢邊嘅法律程序。律師嚟緊都會喺庭上而
幫我辯護。」他又謂，自己賬號上有500元
作購買日用品之用。
當李宇軒講述完他在看守所內的生活後，

他就心懷慚愧地要求妹妹「咪繼續搞，好收

手喇」，又謂「×××（圖片被打碼未知）
都咪開始啊」。

話「再搞」無前途：我就係「人辦」
他又稱︰「我喺呢度都反省咗，睇清咗形

勢，再搞落去係無前途嘅。睇下（吓），我
就係『人辦』，千祈唔好搞到好似哥哥咁，
到時後悔都嚟唔切。」
最後，李宇軒稱當他「第日出返嚟嗰陣我

會係個乖仔，好哥哥咁見返你哋嘅。」

■「12 逃犯」
之一的「港獨」
李宇軒日前致
函家人，並要
求他的妹妹
「咪繼續搞，
好收手喇」。

fb圖片

■傑斯（前排右）昨晚獲准保釋，由律師黃國桐（前排左）陪同離開警署，後為梁國
雄（長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 疫情嚴峻下，仍有亂
港分子企圖搞事。昨日有網民發起示威
活動，煽動市民到將軍澳Popcorn商場
聚集，惟最終只得一人參與。傍晚約6
時，有「第二代美國隊長」之稱的姓馬
男子，獨自到達商場，在中庭欄杆旁高
舉手機，唱反修例歌曲並高叫口號。有
便衣警員在其旁邊觀察，約半小時後，
有軍裝警員進入商場，舉起紫旗並截查
該名搞事者，其間拉起橙色封鎖線。經
初步調查後，警方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
法將姓馬男子拘捕並帶走。
據悉，被捕男子姓馬（30歲），報
稱任職售貨員，為Telegram群組「61
萬唔驚拉channel」的管理員，該群組
曾轉載已被取締的非法組織「香港民族
黨」信息，以及「獨人」梁天琦過往的
演說。姓馬男子與「Lunch仔」姓李中
學男生，是所謂「和你Lunch」搞事常
客，經常遊走於各商場「播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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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國隊長2.0」之稱的姓馬男子
經常遊走各大商場示威叫口號，多次被
警方拘捕。 視頻截圖

■黃之鋒或再面臨「入冊」，但竟
不忘叫人課金，又被網民揶揄。

fb截圖

■民建聯昨
日公布十個
候選漢字，
讓 市 民 評
選。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