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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備戰術背配備戰術背
心的警員在銅心的警員在銅
鑼灣崇光百貨鑼灣崇光百貨
外駐守外駐守。。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網罪科昨交代網罪科昨交代
就網上煽暴言論就網上煽暴言論
罪行拘捕一人罪行拘捕一人。。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從「光時」等違法主張到
刺警案，背後皆有極端
分子透過網絡煽動。

設計圖片

●●香港政研會香港政研會
促懲處美化恐促懲處美化恐
怖主義及煽動怖主義及煽動
恐襲行為恐襲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國安法落實一周年後，多個攬炒分子
為主的組織相繼解散，其中以教師身
份組成的「進步教師同盟」前晚宣布
停止運作，隨即刪去facebook專頁；
以法律界人士身份組成的「法政匯

思」近日亦被發現已刪去社交平台賬
號，官方網站顯示為私人網頁，曾任
「法政匯思」召集人的大律師李安然
昨日向傳媒承認團體已經解散，並無
其他資料補充。
於2014年成立的「進步教師同盟」前

晚在其facebook專頁發文，宣布即日
起停止運作，專頁亦將會下架，目前該
專頁已被刪除。「進步教師同盟」被外界
視為教協內的激進派，反對國民教
育、支持違法「佔中」，在2019年修例
風波期間，曾多次與其他教育界團體
發表聲明，聲稱要求特區政府撤回修
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方
云云，前成員包括韓連山、吳美蘭等。

另外，由多位法律界人士組成的
「法政匯思」亦已解散，其facebook
專頁、Twitter賬號已刪除。組織成員
之一、大律師蘇俊文接受傳媒查詢時
稱，組織已在一兩個月前已解散，但
未透露原因。「法政匯思」於2015年成
立，當年有「公民黨B隊」之稱，前成
員包括李安然、梁允信、蔡騏、吳宗
鑾等。

首宗涉違香港國
安法案被告唐英傑，於
去年7月1日駕駛插有「光
時」旗幟的電單車在灣仔衝向警
方防線，導致3名警員受傷，被控煽
動他人分裂國家、恐怖活動及危駕共
三罪。案件昨在高等法院進入第六日
審訊，繼續由控方專家證人、嶺大歷
史系教授劉智鵬作供，他指「光復香
港 時代革命」8字口號的始創者梁天
琦主張「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國
家」，而爆發修例風波後「光時」口號
亦伴隨着「香港獨立」等口號，前後
語境一致，並出現燒國旗及毀壞國徽
等破壞行為，可見口號與主張「香港
獨立」有直接關係。

黑暴同屬「否定中國管治」語境
控方昨在庭上繼續播放梁天琦於
2016年競選立法會補選時的造勢大會
發言。劉智鵬指出，片段中梁天琦說
他認同「本土民主前線」前召集人黃台
仰的一番話，包括要「以勇武抗爭」、
「打倒港共政權」、「建立一個屬於自己
的國家」等，而「本土民主前線」則主張
香港本土與周邊的地域及族群沒有關
係，並爭取「香港人自己處理香港
事」的政治目標，認為中國無權處理
香港的事務。可見這是梁天琦政治理
念的一個總結，亦解釋了「光復香港

時代革
命」的意思。
控方其後再於庭上播
放一些反修例遊行及集會的新聞
片段，片段中參與遊行或集會的示威
者曾高叫「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香
港獨立 唯一出路」等口號，又有一系
列暴徒破壞社會秩序的活動，例如燒
國旗，將中聯辦大樓的國徽塗污，在
牆上噴寫「支聯辦」等字句。控方
指，自前年6月爆發修例風波後，警
方的調查顯示由前年6月9日至今年7
月1日，389天中有218天的示威活動
曾使用「光時」口號。
劉智鵬指，毀壞國徽屬挑戰國家政
權；將中聯辦寫成「支聯辦」，將中國
指稱為「支那」，即以外國人的立場去
看中國，結合「光時」口號，即是欲挑
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管治權威，甚至
不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管
治。劉智鵬認為，梁天琦於2016年創
造「光時」口號的時間，與前年7月21
日中聯辦門前的示威事件，前後語境

一致。而「光時」口號是一個政治口
號，與「香港獨立」有直接關係。
對於「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8字，劉
智鵬指關鍵詞語是「光復」及「革命」，
兩詞在中國均有源遠流長的歷史，而
漢語是約定俗成地使用的言語，意思
不會因個人喜好而改變。他引用《說文
解字》指「光復」的確實意思是「光：明
也；復：往來也」。自古皇帝「光復祖
宗基業」是指取回江山、政權、國土。
認為辯方專家報告指「光復」是取回
「Glory（意指：榮譽、喜悅、名聲、繁
榮等）」的解讀，既含糊又無內容。
至於「革命」一詞，劉智鵬指屬中

國原有的詞組，最早的使用追溯至商
周時代的湯武革命，而「革命」只有
一個意思，便是「推翻政權，取而代
之」，亦可是順應天命地進行。晚清

時期受「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中國
以「革命」作為英文revolution的翻
譯，「革命」一詞近代均使用於政治
方面，但第二個次要意思則是用於形
容非政治意思的突破性發展，如工業
革命、科學革命等。
劉智鵬教授在回答辯方盤問時，進

一步強調「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意
思是指「解放香港，改變時代」，又或
是「攞返香港，改變時代」。他指梁天
琦在2016年競選立法會補選時，把「光
復香港 時代革命」8字放在重要的語
境，賦予8字穩定的意思及用法，進一
步確定8字的用法與歷史用法一致，遵
從了字詞約定俗成的意思及用法。
審訊今日繼續，續由辯方盤問控方

專家證人劉智鵬教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七
一」香港回歸紀念日凌晨，中區禮賓府遭
投擲土製燃燒彈縱火案再有新發展，繼警
方追查35小時拘捕一名無業青年閃電破
案。警方經連日深入追查，昨日再於沙田
拘捕一名涉案女中學生，案件被捕人數上
升至兩人。早前被捕青年，已被控一項縱
火罪，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法庭應
控方要求，將案押至9月27日再訊，其間
被告須要還柙。
被捕女生盧×瑤(19歲)，涉嫌「串謀縱
火」罪名。據了解，盧女為今年香港
中學文憑試(DSE)考生，與家人同
住沙田顯徑邨，與早前落網的
24歲青年王俊彥為情侶關
係，涉曾經陪同王到禮賓
府外「踩線」。

案發於上周四凌晨
1時許，有人向中

環禮賓
府投

擲一個土製燃燒彈，燃燒彈落於圍欄內一
個小斜坡草地，並發生爆炸及起火警。警
方到場調查，發現6個卡式石油氣罐及4
樽助燃劑，爆炸品處理課經檢查認為物品
經結合製成土製燃燒彈，幸事件中無人受
傷。
案發後，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探
員經過大範圍追蹤「天眼」下，鎖定涉案疑
犯身份。翌日中午12時許，探員根據資料
到達馬鞍山錦豐苑拘捕24歲青年王俊彥。
警方之後繼續追查是否有在逃同黨，再鎖
定案發前王的姓盧女友曾經陪同他到禮賓
府外「踩線」，相信她知情及與案有關。昨
晨約6時，探員掩至盧女位於沙田顯徑邨
寓所將其拘捕；警方調查仍在進行中。
同案被捕的24歲無業青年王俊彥，被控

一項縱火罪，昨晨於東區裁判法院首次提
堂。控罪指，被告於今年7月1日在香港
上亞厘畢道香港禮賓府內，無合理辯解而
用火損壞屬於香港特區政府的禮賓府，意
圖損壞該財產或罔顧該財產是否被損壞。
控方庭上申請將案件押後，以待警方作

進一步調查，包括進行科學鑑證。辯方不
反對押後，並提出保釋申請，控方反對被
告保釋。據了解，因案件發生在7月1
日，性質及案情嚴重，控方有意把案
件轉介高等法院處理。裁判官劉
綺雲聽畢雙方陳詞後，拒絕被
告保釋，將案押後至9月27
日再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銅鑼灣7月1日發生針對警
員的「孤狼式」恐怖襲擊案，黑暴繼續在網上散播仇警
言論，香港多個團體和個人近日紛紛譴責所有罔顧法紀
的違法行為，對網上有人企圖英雄化兇徒、美化恐怖主
義行為表示憂慮。有團體昨日到灣仔警察總部請願，促
請警務處追究散播美化及煽動恐襲信息的暴徒，禁止所
謂「獻花悼念」的煽動行為。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袁武批評兇徒蓄意在鬧市襲擊執

勤警務人員，嚴重威脅市民安全與社會治安，也是對香
港法治的肆意踐踏。對網上有言論公然美化今次激進暴
力襲擊事件更表示震驚和憂慮，指行為不僅助長違法暴
力行徑，更是煽動仇恨、破壞社會安寧的幫兇，社會必
須遏制所有網上煽動、教唆和美化暴力的行為，避免社
會下一代受到傷害。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對網上有人美化施襲者的

行為表示憂慮，認為此舉不但鼓吹、宣揚及美化暴力，亦
是煽動仇恨的行為，變相鼓勵更多人仿效此暴力行為，有
關不當言行亦可能違法。希望警方以保護市民為大前提，
徹查所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
九龍婦女聯會指，有人近日在網絡上大肆宣揚、煽動、
企圖英雄化兇徒、美化恐怖主義行為，意圖分化社會，政
府必須依法處理，包括網上言論。政府盡力解決「孤狼式」
恐怖襲擊的社會根源和隱患，提高市民的安全感。
全國政協委員楊勳表示，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對於暴

力都是不能接受的，襲警更是嚴重的暴力恐怖行為，必
須受到嚴厲懲處。任何形式的讚美、煽動、美化暴力行
為都是助長暴力行徑，亦是違法行為，支持警方嚴正執
法，盡快調查清楚事件真相。

團體「香港政研會玫瑰團」昨日到灣仔警察總部為受傷警員送上
慰問，同時促請警務處追究散播美化及煽動恐襲信息的暴徒，禁
止所謂「獻花悼念」的煽動行為，即時拘捕所有參與煽惑人士。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及屬會香港政協青年聯會昨日攜果

籃、花籃、禮盒和感謝信到香港警察總部，與香港警務處工作人
員進行交流，藉此感謝香港警察忠誠勇毅，守護香港，並慰問受
傷警員。

打擊打擊暴恐暴恐

警方：必對鼓吹恐襲者嚴厲果斷執法網絡世界並非無法可依，任何人也要

為自己言論負責。上周四(1日)銅鑼

灣發生針對警員的「孤狼式」恐襲

案後，有黑暴隨即在網上發出煽暴

言論，將兇徒美化為「烈士」、散

播仇警及鼓吹暴力，意圖再激化他人

作「孤狼式」犯案。在警方全力打擊鼓吹

恐怖活動罪行下，繼前日拘捕兩名涉嫌網上煽惑他人殺警及

向警察建築物縱火的男女後，昨晨再於油麻地拘捕一名34歲

本地男子，涉嫌網上散播「斬警員」及「炸警察宿舍」等言

論，同案被捕人數上升至3人。警方強調，對於鼓吹恐怖活

動、煽惑他人參與恐怖活動、在香港孕育恐怖主義等罪行，

全屬有違道德、倫理及價值觀等，警方必定竭盡所能嚴厲果

斷執法，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最新被捕的34歲男子，涉嫌「煽惑他人犯意圖傷人」罪名。據了解，
他涉於7月2日在連登發布煽暴言論，包括叫人「斬警員」及「炸警

察宿舍」，更設定日期指是犯案的日子等，帖文則有黑暴「讚好」或留言
支持。
消息指，上周四晚銅鑼灣發生針對警員的「孤狼式」恐襲案後，警方留
意到網上不斷有人鼓吹要以不同方式悼念殺人不遂的兇手，甚至有家長帶
同年幼孩童進行悼念，意圖美化、浪漫化、英雄化甚至合理化兇手企圖謀
殺的冷血行為。更有攬炒黑暴或文宣，在不同網上社交平台瘋狂發布鼓吹
暴力，以不同手段襲擊、甚至殺害警務人員的言論，這種煽暴激化言論必
須遏止。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經調查後，前日分別在天水圍及
沙田拘捕兩名涉嫌煽惑他人殺警及向警察建築物縱火的男女，包括20歲姓
葉女學生及任職廣告26歲姓馮男子，兩人至昨日仍然被扣查。

警檢男子作案兩手機
至今，警方追查網上散播煽暴言論行動未有停止，之後再鎖定多一名34

歲男子，涉嫌於案發後翌日於網上發布鼓吹暴力、以不同手段襲擊警員的
信息。昨晨，探員根據資料於油麻地區拘捕該名涉案男子，並搜獲兩部涉
案智能電話帶署作進一步檢驗。警方仍在調查案件，包括連串網上有人散
播煽暴言論行為，背後是否有組織操控或支持等，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警司譚威信強調，網絡世界並非無法可依，
好多適用於現實世界的法例，同樣適用於網絡世界，言論自由不包括騷
擾、恐嚇、煽動暴力等言論；但很多犯法的人，也會用各種藉口淡化
其罪行，其實只是幌子。他重申，市民是享有言論自由，但行使相
關權利並非毫無限制，言論自由也要在一個法律框架之內進
行，每個人也應該為自己的言論負責。對於鼓吹恐怖活動、
煽惑他人參與恐怖活動、在香港孕育恐怖主義等罪行，全
屬有違道德、倫理及價值觀等，警方必定竭盡所能嚴厲
果斷執法。
被問及若在網上平台對煽暴言論「讚好」或回
應等是否犯法時，譚威信指有否干犯相關罪
行，需要視乎發布這些言論的人的發布意
圖，警方會就每一宗案件獨立作調查，視
乎每一個言論內容，不能一概而論。
但他重申，任何人散播及鼓吹暴
力、煽惑他人犯法等言論，也有
可能觸犯法例。警方必定會
一視同仁作出調查，根據
證據作出適當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