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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人擺檔煽暴 犯聚挑釁警員
高叫「香港人將會報仇」街站被圍封三頭目接告票

多個「港獨」學生組織藉周末
紛紛從陰溝裏湧出，在多區設置
街站叫囂抹黑政府抗疫，又不斷
鼓吹煽暴言論。當中以被視為
「獨人大台」的「賢學思政」最
為高調，連續兩日先後在港九兩
區開檔。昨日下午，「賢學」頭
●警察到場控制場面
警察到場控制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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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王逸戰在警方按正常程序了解
街站情況時忽然發難，出言挑釁
警員，更煽動現場附近的市民高
叫「港獨」及煽動暴力的口號，
最終警方出動小隊控制場面，並
以違反限聚令對「賢學」三名頭
目發出告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齊正之

昨日為政府上周放寬防疫措施後首個周
日，而旺角更是尤為熱鬧，「賢學」

繼周六在銅鑼灣鬧市擺檔後，周日下午 4
時許又到旺角豉油街行人隧道口擺街站，
該組織頭目王逸戰不停在場叫囂、抹黑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煽動市民「杯
葛」，不過，在一番叫囂後，王逸戰見無
人理會，又不斷鼓吹煽暴言論，煽動市民
要「武裝自己」，應付下一次的所謂「抗
爭行動」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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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聲播「獨」歌 嗌涉「獨」口號
約一個小時後，王逸戰的叫囂言論引起
巡邏的警察注意，於是上前調查街站的有
關情況，此時王逸戰突然發難，不停挑釁
警員，更在警員離開時大叫「他朝有日將
會揭竿起義」、「香港人將會報仇」等暴
力言論。同一時間，現場一帶亦突然冒出
一批偽裝觀眾的攬炒派支持者，突然起哄
大聲高叫「港獨」口號和播放「獨」歌，

現場警員見情況混亂，立即致電要求調派
更多警察到場控制場面。
當十餘名警察接報到場後，王逸戰依然
囂張，高呼「港獨」口號及企圖污名化警
方的言論。最終警方將街站圍封截查，疏
散市民。至傍晚 6 時左右，警方向在場的
王逸戰、朱慧盈和黃沅琳 3 名「賢學」頭
目發出限聚令票控。

「賢學」
謀將魔爪伸入大學

據了解，「賢學」在收編完一班「港獨」
學生組織後，就開始其年宵攤檔的吸金行
動。隨着春節過後政府逐步放寬防疫措施，
「賢學」又再調動其下的組織「中學生關注
組聯盟」日前分別在本港多區擺街站，炒作
政治話題。知情者透露，「賢學」不但想一
統中學「港獨」組織，亦欲將魔爪伸向大學
校園，有消息指該組織發言人之一的朱慧盈
正準備參與浸會大學新一屆學生會選舉，企
圖將勢力延伸到大學校園。

721 暴動案 攬炒派誣警「hea 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前年 7 月 21
日港島區發生大範圍暴亂，當晚在港鐵西鐵綫
元朗站亦有兩批持不同政見、分別穿黑衣及白
衣人士發生大規模打鬥，由於警方未能及時調
動警力到場平暴，事後被「攬炒派」誣衊打鬥
是「警黑勾結」，縱容「白衣人」圍毆涉嫌支
持暴亂的「黑衣人」。時至今年 1 月，警方已
拘捕 63 人，當中包括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
廷。被捕者中則有 15 人被控「參與暴動」，其
中 8 人另被加控「串謀有意圖而傷人」，部分
被告的案件今日開審。

警：已拘 63 人 無放棄任何線索
在部分案件開審前，「攬炒派」民主黨副
主席林卓廷及中委莊榮輝在昨日召開記者
會，指莊榮輝曾在事發後獲警方邀請錄取證
人口供，並「成功」認出兩名涉案「疑
犯」，但最終未獲警方安排出庭作證。林卓

廷則再次「屈」警「hea 查 721」及在事件中
「放軟手腳」。惟據悉，當日與莊榮輝一起
在場的另一黨友冼卓嵐，則獲邀出庭作供，
但他再次參與認人手續時，未能再認出「疑
犯」。
警方則在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明白公眾關
注案件，警方亦非常重視，並指新界北總區重
案組一直鍥而不捨地跟進調查案件，沒有放棄
任何線索，至 1 月 4 日已拘捕 63 人，他們年齡
介乎18歲至61歲。由於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
警方不會作出進一步評論。
據悉被捕的63 人中，48 名為「白衣人」、15
名是「黑衣人」，當中包括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林卓廷，他在去年 8 月 26 日被警方拘捕，而目
前共有 15 人被控「參與暴動」，當中 8 人另被
加控「串謀有意圖而傷人」，即 8 名「白衣
人」已被落案控告「參與暴動」及「串謀有意
圖而傷人」罪，另 7 名「黑衣人」包括林卓廷

則被落案控告「參與暴動」罪。
本案其中 8 名被控「參與暴動」及「串謀有
意圖而傷人」罪的被告，案件去年 9 月 29 日在
區域法院處理合併案件及答辯時，因其中 5 名
被告早前已表明不會認罪，餘下的 3 名被告當
中，林觀良表示擬認「參與暴動」罪，蔡立基
則打算不認罪，林啟明則仍未有答辯意向，他
直至去年10月20日再於區域法院才表明打算承
認暴動罪，另被控的串謀蓄意傷人罪，則獲存
檔法庭。
即本案 8 名被告，運輸公司東主王志榮（54
歲）、工程公司東主黃英傑（48 歲）、商人林
觀良（48 歲）、商人林啟明（43 歲）、燒烤場
東主鄧懷琛（60 歲）、「飛天南」吳偉南（57
歲）、鄧英斌（61 歲）及機械技工蔡立基（40
歲）中，6 人王志榮、黃英傑、鄧懷琛、吳偉
南、鄧英斌及蔡立基已先後表明不會承認所有
控罪，案件今日開審。

密斗貨車追尾 女乘客慘遭夾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上水昨日凌
晨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輛密斗貨車在粉嶺馬

沿粉嶺馬會道一線往上水方向行駛，當至上水
警署對開時，密斗貨車疑加速超越前面車輛，
順勢切線出二線時，卻收掣不及直撼另一輛重
型貨車車尾，密斗貨車左邊車頭當時嚴重毀
爛，碎片散落地上，兩人受傷被困，其中女乘
客傷勢嚴重，未幾即陷入昏迷。
警員及消防員接報到場，迅用工具將密斗貨
車車頭撬開救出女乘客及男司機，惟女乘客送
抵北區醫院搶救至凌晨5時29分證實不治。
警方其後封鎖現場調查意外原因，並以涉嫌
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罪名，將受傷姓莫男司
機拘捕。意外中被撞的重型貨車司機沒有受
傷，事發後一度在場協助警方調查。
車禍現由新界北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接手
調查，呼籲任何人如目睹意外發生或有任何資
料提供，可致電3661 3800與調查人員聯絡。

飆車男涉 3 宗罪被扣查
被捕男司機姓章（25 歲），事件中並無受
傷，荃灣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五隊正設法追查其
背景，以及偷車目的。
前晚11時08分，新界北總區交通執行及管制
組特遣隊警員巡經青山屯門公路近小欖轉車站
時，發現一輛右邊車身有撞毀痕跡的可疑私家

車，遂要求車上男司機停車接受調查，惟對方
拒絕聽從指示，踩油門加速逃走，警員立即尾
隨追截。
其間，可疑私家車沿屯門公路高速飛馳，左
穿右插，險象環生，狂飆逾 11 公里至荃灣荃灣
路天橋後，再駛落海興路迴旋處，沿海興路往
海安路方向企圖逃走，惟至海安路交界江南工
業大廈對開遇上正停燈位的一輛的士而受阻，
被逼停下。
現場消息指，尾隨追抵的警員見狀，立即落
車上前警告可疑司機熄匙落車投降，但對方拒
絕合作，並開車擬強行衝前突圍，有警員見警
告無效，拔槍戒備，此時可疑私家車已飆前撞
向前方的士車尾停下，多名警員見機不可失，
立即上前合力將涉案司機制服，至於被撞的士
上姓沈（70歲）男司機並無受傷。
經調查，警員證實涉案私家車為失車，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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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為打擊經常於周末及
周日出現的非法賽車活動，昨晨在港島區展開代號「火炬」
的打擊非法賽車行動，其間在灣仔截停多達 45 輛跑車，當
中不少為林寶堅尼、法拉利等超級跑車，有網民形容場面蔚
為奇觀，如同「格蘭披治香港站起步一刻」。不過，警方最
終僅拖走一輛疑經改裝的日產 GTR 跑車扣查，另又向 9 車
發出俗稱「維修令」的欠妥車輛報告。
港島總區交通部特遣隊人員，昨晨 7 時許在區內展開是次
代號「火炬」的打擊非法賽車行動。其間發現一批跑車，當
中不乏法拉利等超級跑車，在東區走廊西行往中環方向高速
飛馳，沿途「響喉」發出巨大噪音，懷疑有人又趁周日假期
進行非法賽車，遂展開堵截行動。

一車涉非法改裝被扣查

最終警員在灣仔告士打道舊灣仔警署對開成功截停多達 45
輛跑車，全部停泊路邊共佔據兩條行車線，現場所見兩條長
長「車陣」中不少為林寶堅尼、法拉利等超級跑車，以及保
時捷和平治跑車等，場面震撼，蔚為奇觀，警員則逐一檢查
車輛及登記司機資料。有途經市民更拍下短片上載互聯網討
論區引起熱議，有網民形容現場如同名車展，更形容場面如
同「格蘭披治香港站起步一刻」。
警方則指在截查行動中發現其中一輛私家車懷疑被非法改
裝，涉嫌違反《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被拖走
扣查，以作進一步檢驗。此外亦向另外 9 輛私家車發出俗稱
「維修令」的欠妥車輛報告。

避查狂飆11公里撞的士 司機被警拔槍制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輛私家車
前晚（20 日）駛經屯門公路，被警員發現車身
有可疑撞毀痕跡，遂要求對方停車接受調查，
惟車上男司機卻加速逃走，狂飆逾 11 公里至荃
灣終遇上路口燈位塞車受阻，但司機仍拒不合
作，不理警告，繼續開車衝前撞及一輛的士才
停下，終被多名警員合力制服，以涉嫌危險駕
駛、偷車及行使虛假文書 3 宗罪扣查，其間有
警員一度拔槍戒備。

●被警方截停的非法賽車，不少為林寶堅尼、法拉利等超級跑車。
警方圖片

警截 超跑 場面如「格蘭披治起步」

●肇事密斗貨車車頭嚴重毀爛
肇事密斗貨車車頭嚴重毀爛。
。

會道失控，車頭猛撼向前面一輛重型貨車車尾
鋼板，左邊車頭凹陷嚴重變形，擋風玻璃飛
脫，車上兩名男女當場浴血被困，其
中女乘客被救出送院搶救返魂乏術不
治，男司機則受輕傷，但事後涉嫌危
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現正
循車速、驚駛態度及機件等多方面追
查意外肇因。
車 禍 中 不 幸 死 亡 女 乘 客 姓 馬 （68
歲），送院時身體多處受傷陷入昏
迷。消息指，肇事時姓莫（59 歲）男
司機疑轉線，惟抽頭出線後卻直撼前
面一輛重型貨車的車尾，女乘客首當
其衝慘成「三文治」夾在車廂；司機
則告手、腳受輕傷，自行報警求助。
事發昨日凌晨4時許，涉事密斗貨車

●狂飆 11 公里的私家車在荃灣撞向一輛的士車
尾始停下。
車上發現另一套車牌，其行車證與車牌不符，
遂以涉嫌「危險駕駛」、「行使虛假文書」及
「擅自取去交通工具」共 3 宗罪將涉案司機拘
捕帶署作進一步調查。

私家車檢 K 仔 司機被捕

另在長沙灣葵涌道，警方西九龍總區交通部警員昨日凌晨
零時許亦在該個代號「火炬」的打擊非法賽車行動中，截查
一輛行車不穩的私家車時，在車內檢獲約17.3克懷疑可卡因
及約25.2克懷疑氯胺酮（K仔），毒品值約3.6萬元。
此外車上姓李（42歲）男司機在接受快速口腔液測試後，
證實曾服食相關藥物，遂被以涉嫌「藏毒」及「在藥物影響
下駕駛」拘捕，案件現由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