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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警棍擊記者 又疑「栽槍」

記者於 12月 20日當晚在大
埔採訪，期間大埔區候任運頭塘

區議員黃兆健遭到警方制服，當

時亦有大批記者在場拍攝。在此

期間，有一名防暴警員敲打《立場

新聞》記者的手部。

該名記者在回憶時表示：「有

警棍打記者隻手。」而該名警員還

再度上前，持續以警棍打向該名

記者使用的手機六下，同時持警

棍指向他，該警員隨後則退到警

隊的封鎖線內。

依據記者憶述，當時那位警

員在棍打記者手及手機後，未曾

要求記者後退。然而，警察公共

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則在記者

會上稱，當晚有示威者開槍，「開

咗一槍，真槍實彈，好危險！」他

亦稱，就安全層面來說，應該要

有範圍比較大的封鎖線，而當有

人開完槍，當然就要離開，怎麼

還會在那邊圍觀？江稱，當警方

事後搜出長槍，並反問圍觀的群

眾有沒有後悔，並說如果長槍是

在現場使用，殺傷力豈不嚴重。

他還引述當時在警員警所言，回

應警員以警棍打記者手一事。

江永祥聲稱，事發當時警員

只是為了「安全著想」，想要將

封鎖線畫大一些，但是眾多的圍

觀人士並不合作，甚至挑釁，因

此當有人不肯走，「難免有一些口

角。」江永祥接著形容，當時警

員與圍觀群眾只有伸手可碰的距

離，而且「當時有人開完槍」，

怎麼會知道前面的人想怎樣。江

表示，根據該警員所言，是個別

記者不合作、退的距離不夠遠，

因此該警員「只是示意他（記者）

盡快離開」，依據江的理解，並

「無做成任何傷害。」

然而，20日晚間除了發生警
員以警棍敲打《立場新聞》記者，

影響到其工作進行之外，後續亦

出現多名防暴警察向記者所在方

向施放胡椒噴霧，導致在場多名

記者被胡椒噴霧所噴，身體不適

之餘，需要在場急救員治理。

18歲男子被控意圖射擊 
在 12月 20日大埔開槍案中，

警方拘捕了一名 18歲男子蘇緯
軒。據港媒報導，警方是透過

Telegram發現，蘇與激進勇武派

「屠龍小隊」有關，懷疑他是其中

一名成員，而警方還調查過東區

法院案被告的電話紀錄，以及向

警方做的口供，隨後判斷蘇為「槍

手」，遂鎖定蘇為調查目標。

警方在調查期間，於案發日

在大埔翠屏花園地下 5號舖外發
現了蘇，遂上前截停被告，而蘇

意圖抗拒拘捕，並拔出手槍，但

遭警員捉住手，蘇隨後開槍，沒

打中任何人，最終遭到警方逮捕。

當時另有一人與蘇同行，但

已逃脫。據悉，逃脫疑犯是港獨

組織「本土民主前線」成員鍾雪

瑩，目前正遭警方通緝中。警方

還在蘇身上搜出 1支手槍與有 14
粒子彈的連彈匣，另外在翠屏花

園 C座一單位，搜尋到其餘涉案

的長槍、子彈，以及避彈衣 1件，
初步檢驗顯示，部分槍械是真槍。

23日早上，蘇緯軒被押到粉
嶺裁判法院提堂，並分兩案被控有

意傷人與無牌持槍。

【看中國記者盧乙新綜合報導】

香港大埔12月20日發生一起開槍
事件，引發大批港民圍觀，並斥

罵港警。當警方在清場期間，還

有港警以警棍連續擊打當時正在

進行直播的《立場新聞》記者的

手與手機鏡頭，而高級警司江永

祥在警察記者會上表示，當時警

員是要擴大封鎖線，但因為個別

記者不合作，退得不夠遠，所以

警員才會棍擊記者手機，示意他

離開。不過，該名記者憶述，那

名警員在棍打記者手與手機後，

從未要求記者後退，而該警員隨

後亦退至警隊封鎖線內。

否私下會晤了時任中共上海統戰

部部長沙海林。

不過，當時國民黨的立委候

選人林郁方、李永萍也都出席了

這次新聞記者會。

隨後，賴清德在民進黨臺北

市第 8選區立委參選人阮昭雄進
行輔選隨後，接受新聞媒體的聯

訪。賴清德表示，2014 年 6 月
率團訪問上海主要是為了主辦畫

家陳澄波 120歲冥誕的 3國 5城
市巡迴展事宜，作為時任臺南市

長，他需要到上海市主持畫展開

幕典禮。此行除了與時任上海市

長楊雄會面之外，其他見面的都

是市政府層級的人士，全部行程

都是公開的。

對於韓國瑜陣營將韓國瑜

進入香港中聯辦與上海之行做比

較，賴清德回應道：「你（韓國瑜）

韓國瑜陣營質疑          
賴清德2014年上海行
據中央社，在新聞記者會

上，韓國瑜陣營競選副總幹事周

錫瑋稱，2014年 6月賴清德率團
訪問上海，並與時任中共上海市

長楊雄進行會晤，這種行程是否

是中共國臺辦安排的？賴清德是

今天進入中聯辦，跟我進入上海市

政府怎麼能夠相提並論？」與誰會

晤是一個問題，更重要的是在會

晤過程中是否有維護臺灣的尊嚴

及兩岸對等的地位。賴清德稱，

希望國民黨不要藉此混淆視聽。

賴清德上海行提「六四」

據英國 BBC新聞 2014年 6
月 6日報導，6月 6日，臺南市長
賴清德率領市府官員訪問上海，

參加「陳澄波 120歲誕辰東亞巡
迴大展」的上海畫展開幕式。在

此次為期 2天的行程中，除了到
訪出席畫展外，賴清德還規劃去

了復旦大學參加座談會和介紹臺

南市觀光醫療等。

賴清德在接受新聞媒體採訪

時稱，這次訪問上海的行程得到

了時任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與前任

國民黨質疑上海行 賴清德反駁：一切行程公開
【看中國記者鍾琺綜合報導】12月
23日，韓國瑜陣營及國民黨立委候
選人召開新聞媒體記者會，對民進

黨副總統候選人賴清德2014年上海
之行提出質疑，並質問是否私下會

晤時任上海統戰部部長沙海林。對

此，賴清德回應，當年以臺南市長

身分進行城市交流，一切行程都是

公開，呼籲國民黨不要混淆視聽。

港警搜全港9個地點     
搜出大批武器並捕11人

關於蘇遭查獲的槍械一事，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

警司李桂華在記者會上表示，根

據軍械專家的初步檢驗，警方檢

獲的槍械性能良好、可供使用，

相信與警方在月初於北角的突擊

行動中，檢獲的槍械屬於同一

類，因此判斷兩案有關。該案件

目前仍在調查，同時有目標人物

跟進中，警方會持續調查槍械的

來源。

除了近日的大埔開槍案外，

依據港媒報導，警方有組織罪案

及三合會調查 12月 8日突擊搜查
逾 9個目標地點，搜查出大批武
器，包括手槍、子彈、軍刀等器

械，亦拘捕 11人。

大埔槍案 疑似「栽槍」
臉書專頁「PSHK」於當日晚

間 11點左右發文表示，港警雖然
聲稱是蘇開槍射擊，但是一名在

場的茶餐廳員工在目擊事發經過

後受訪表示，他在聽到巨響後就

步出店鋪查看，只見 1位便衣警
與 2位人士將 1位年輕人壓在地
上，而該名便衣警則手持槍枝，

後來亦出現疑似抹去指紋的動

作，並將手槍放到地上，地上則

還有 1粒實彈殼。
該名不願公開受訪的茶餐廳員

工表示，等到防暴警察到了現場，

就把另一位人士壓在地上，該員工

「相信有閉路電視拍攝到當時開槍

情況」，而「警方初步反指是有人

向便衣警開槍」，整起事件，疑似

為港警「栽槍」。

香港警方在清場期間，有港警以警棍連續擊打記者的手與手機鏡頭。(Gettyimages）

【看中國記者王維中採訪報

道】香港支聯會與往年一樣，在聖

誕節前夕，將收集到的 2200多張
聖誕卡，寄給大陸在囚的維權人

士及抗爭者，送上港人的祝福。

大約 20名支聯會成員及市
民，部分打扮成聖誕老人，從中

環滙豐總行前往郵政總局。他們

沿途高喊「追究屠城」、「結束專

政」、「建設民主」等口號。支聯

會記掛著大陸在囚的良心犯及天

安門母親，呼籲市民為他們送上

祝福，讓他們在極權黑獄及打壓

中，仍見到人間的關懷，溫暖他

們抗爭中的心靈。

今年重點關注 12位在囚良
心犯：姚文田、黃琦、王全璋、

余文生、秦永敏、劉賢斌、胡石

根、周世鋒、朱承志、黃雪琴、

伊力哈木土赫提、李明哲；良心

犯家屬：王全璋太太李文足、黃

琦媽媽蒲文清；以及「天安門母

親」群體：丁子霖、張先玲、尤

維潔等。

新任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表示：

「除了 12位維權人士、天安門母
親群體，也包括香港反修例事件

的抗爭者。我想除了街頭氣氛比

以前熾熱了，對於民主自由犧牲

的人。大家的感情熱情和支持比

以前強烈，所以我覺得港人對於

民主人權自由的熱情和支持比以

前強烈很多。」

李卓人希望透過活動連結兩

地的民主自由運動：「在現領導

人管制下，人權不斷倒退，他們

將中共的管治在內地不放過維權

人士，時常用非常高壓的手段，

對待內地自己人，雖然香港有

一國兩制，有基本法，表面好像

有保護網，但對於一個不尊重國

際協議，不尊重人權的政權，我

相信中共對香港的管治會不斷的

升級，甚至直接介入，因此常提

23條立法。所以我覺得今日大陸
的維權人士是否成為明日的香港

呢？所以我們香港的抗爭者就是

要確保香港一國兩制的保護網不

會被毀滅。」

支聯會在 12月 24日平安夜，
以特快專遞和空郵寄給在囚良心

犯、天安門母親及良心犯家屬，

不讓他們孤單抗爭。支聯會聲援

大陸維權人士，而大陸維權人士也

在為香港發聲，如上海維權人士宮

敏賡早前因在微信群聲援香港而被

拘留。

聲援被囚維權者  港支聯會寄聖誕卡
【看中國記者盧乙新綜合報

導】反送中的警民衝突，多半會

提及港警經常用來罵示威者的

詞「曱甴」（意指蟑螂）。 12月
23日播出的港台節目《鏗鏘集》
裡，擔任警民關係主任的總督察

譚汝禧卻表示，從正面來看「曱

甴」一詞，稱其「好有生命力」。

節目以「警民相惡」為題，

訪問警民關係科主任譚汝禧，

譚聲稱：「當然你們認為『曱甴』

是很差的比喻，反過來正面而

言，『曱甴』是否很有生命力？

在逆境之下仍可以生存。」

此解釋引發網友批評，眾

多網友紛紛湧入臉書專頁「鏗

鏘集」上留言表示，「香港警察

是有生命力的那種甲由，這可

是稱讚」、「一個話曱甴代表活

力，佢地知唔知自己出緊醜」亦

有質疑：「香港警察的內部運作

情況，完全是封鎖的狀態，如

何做到的？是否大量前線警員

並非香港警察？」

其實，「曱甴」並非是能

夠獲得美化的名詞。民間人權

陣線曾於臉書發文表示：「『曱

甴』一詞正是在盧旺達大屠殺之

中，胡圖族政權公開鼓勵支持

者屠殺圖西族人的用語，是有

系統地將人貶損為低等動物、

為支持者壯膽，以合理化殘酷

對待非我族類。」

另外，評論者朱振威也表

示：「在政府與警隊高層無限包

庇與縱容下，警察已成暴力成

癮的恐怖分子。今時今日警察

眼中任何路人都是曱甴，除之

而後快，也是可以折磨玩樂的

對象。」

警民關係主任美化「曱甴」

主席蘇貞昌的支持，他將展現民進

黨積極自信的兩岸交流態度，並

讓中國大陸聽到多元不同的民意。

臺灣《自由時報》2014年 6月
報導，6月 6日，賴清德與時任中
共上海市長楊雄會面時，多次提

到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總統，明

顯與以往訪問中國大陸的臺灣人

士之「臺灣領導人」稱呼不同。

美國之音 2014年 6月 9日報
導，6月 7日，在參加復旦大學座
談會時，臺南市長賴清德直接提

及民進黨有關「臺灣獨立」和大陸

1989年「六四」民運的議題。
賴清德說，臺灣獨立是民進

黨的主張，但在程序上是完全

尊重臺灣民意的決定。在臺灣社

會，這個主張有很大的共識，陳

水扁就是以此來參加臺灣總統大

選，最後成功當選。對於民進

黨臺獨黨綱的質疑，賴清德提出

應該先思考：「社會到底是先有

民進黨，才有臺灣獨立的主張，

還是因為社會先有臺灣獨立的主

張，才有民進黨？」的問題才有

辦法解決。

賴清德呼籲兩岸要求同存

異，以兩岸人民利益為重。如果

單獨只聽單一的聲音， 「表面上看

起來交往越頻繁、越多了，可是

為甚麼臺灣社會的疑慮，反而加

深了，原因是甚麼，就是沒有呈

現多元的聲音。」

賴清德在復旦大學座談時還

提到：1989年「六四」民運，他
說：「在胡耀邦總書記去世後的學

運，復旦大學學生有響應，也有

四百多個教授連署支持，並且要

求政府定位那次學生運動為愛國

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