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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元朗被襲者 控告鄧炳強

赤裸裸的警黑勾結       
成香港歷史分水嶺

林卓廷形容，7.21事件是香

港歷史的「分水嶺」，港人清楚

看到赤裸裸的警黑勾結，自此不

再相信警隊，這也是林鄭月娥政

府事發後試圖遮蓋的「毒瘡」。

他又直斥警方對以真槍對付示威

者，對黑社會卻予以縱容，根本

不能接受。今次上訴是希望還原

真相，迫使警方公開交代責任，

為傷者討回公道。

他強調，警方一早收到情

報，居然蓄意縱容黑幫無差別襲

擊市民，違背《警隊條例》第十條

「警隊的責任」，即維持治安、防

止刑事罪及犯法行為的發生，以

及偵查刑事罪及犯法行為等。他

並希望透過法庭促警方交待多個

疑點：警方事前為何沒有做出妥

善部署阻止襲擊？兩名警員到場

後，為何選擇轉身離開？首批增

援警察到場後受到市民指責，為

何僅僅離開而不封鎖現場，間接

導致白衣暴徒午夜再次施襲？

多個疑點未解             
盼法庭還公道 尋真相 

另外，當日白衣人施襲後，

為何警方未有在現場做即時拘捕，

反而被拍到與多名持械人士友好

寒暄？爾後，時任元朗助理指揮

官游乃強更揚言，沒有看到攻擊

性武器。而 7.21至今半年，只有

7名施襲者被捕，但全部不是主

謀，令人不禁懷疑，警方是否是故

意「放生」主謀？

至於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

司江永祥指控，元朗事件是有人

「帶示威者入元朗」而引發，親中

人士更大肆抹黑林卓廷是事件「主

謀」。林卓廷直斥這是「含血噴

人、扭曲事實」，在他公開的最

新影片中，顯示他當晚到場前，

已有一批白衣人手持木棍毆打站

內市民，女子頭破血流，而施襲

者的木棍打至斷裂。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導】

1月21日（週二）是「反送中」
運動期間，元朗白衣人襲擊市民

7.21事件半週年。事件中8位傷者
同日宣布上訴控告香港警務處處

長鄧炳強，指稱有強烈理由質疑

鄧炳強及警隊蓄意縱容白衣人襲

擊市民，力促交代真相及賠償。

被建制派抹黑「帶示威者入元朗

鬧事」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

廷，同時公開一段新影片，顯示

他到場前已有白衣人用棍毆打女

子至頭破血流。在7.21事件中受傷
的立法會議員林卓廷，連同其餘7
位傷者召開記者會，宣布將循民

事訴訟控告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共索償270萬元。他們指控警方在
事件中沒有履行職責保護市民，

導致多名無辜市民受傷。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時代力量 20日在第 9屆立法院最

後一次院會提出決議，要求內政

部依據《憲法》增修條文及《政黨

法》，將中華統一促進黨（統促

黨）移往司法院憲法法庭，並討

論是否解散，但結果因反對票達

64人，沒有通過。對此，時力黨

主席徐永明表示，贊成票中也有國

民黨立委投票，希望民進黨能積極

處理，否則很難對民眾交代。

時代力量的主決議內容寫道：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政黨

目的或行為若危害中華民國存在或

自由民主的憲政秩序者為違憲，且

依據《政黨法》，若有違憲情事應

予解散，由主管機關檢具相關事

證，聲請司法院憲法法庭審理之。

主決議內容指出，統促黨除了

2017年對涉入香港眾志秘書長黃

之鋒訪臺暴力接機，也涉入中國新

歌聲臺大校園暴力事件，2019年

9月香港歌手何韻詩也遭統促黨人

士潑紅漆。為維護民主憲政秩序，

聲請司法院憲法法庭審理。

不過，除了時力的黃國昌、徐

永明、鄭秀玲投下贊成票之外，另

有國民黨立委林麗蟬、呂玉玲、林

奕華、許淑華等 4位，也投下贊

成票，但最終有 64票反對，此主

決議沒通過。

對此，徐永明表示，時力提出

「解散張安樂領導的統促黨」主決

議，令人意外的是，國民黨也有部

分委員支持這項決議，相信國民黨

部分政治人物也開始感受到人民的

心聲，才會按下贊成。他直言，民

進黨作為執政黨，更應該要比在野

黨積極督促內政部行動，硬起來處

理、解散統促黨。「國民黨都在改

變了，民進黨不加倍努力，很難對

民眾交代！」

民進黨團書記長李俊俋受訪時

稱，統促黨有沒有違憲，應該由憲

法法庭判定，而不是立法院表態決

定，並強調這非立法院職權。

徐永明事後再度發文表示，

提案是請「內政部」蒐集相關事證

後，由「內政部」聲請憲法法庭審

理。他強調，若今天這項提案通過

了會有兩種情形：第一是內政部檢

附證據提出聲請，由憲法法庭審

理；第二是內政部沒有蒐集到證

據，然後告訴立法院，因為沒證據

所以無法遵照提案辦理。無論怎

樣，都是內政部要交代清楚的，

「民進黨團實在沒有反對的理由」。

民進黨反對「解散統促黨」惹爭議

指揮中心即起運作。依據目前統

計，外科口罩目前達 4400萬個、

N95 口罩有 190 萬個，物資充

裕，指揮中心則會隨時監測。

疾管署副署長莊人祥亦表

示，最快 22日起，至少有 5家合

約醫院具備了新型冠狀病毒的檢

測工具；負壓隔離病房部分則有 9

間應變醫院，總計達 104床，非

應變醫院共計 924床。

桃園機場加強邊境管制

依據疾管署表示，從 2019年

12月 31日啟動由武漢直航入境

班機的登機檢疫，目前已經執行

34航班，總共檢疫 3906名旅客

與機組員。

國內檢驗中的兩起疑似是「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病例，

其中 1例檢驗後為 A型 H3N2流

感，兩次的新型冠狀病毒檢驗後

皆為陰性；另 1例 1歲男童，無

禽畜接觸史，以及武漢華南海鮮

市場活動史，現正在隔離觀察治

療中，第一次採檢為流感陰性，

以及新冠狀病毒陰性，待隔日第

二次的採樣檢驗。

成立三級疫情指揮中心

署長周志浩 20日下午表示，

因應武漢疫情擴大的跡象，衛福

部已經提報行政院，有成立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必要。在成

立指揮中心後，可以協調督導各

部會進行防疫作為，同時有平臺

可以立即溝通調整，不需要公文

往返，以免影響防疫時效。

周志浩聲稱，指揮中心可以

協調、統整資源，如果有些資源

不夠時，可以徵用或是停止口罩

出口，以利應變措施更有效率。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

報導】2020年的總統大選剛結

束，兩岸情勢再度備受關注。

中國大陸社群媒體於 19日流出

軍方「南部登島作戰群指揮所」

照片，疑似劍指金門、澎湖、

臺灣南部，此項消息一出引發

熱議。過去共軍前南京軍區副

司令、中將王洪光就曾表示，

大陸若是要武力進攻臺灣，應

要拿下東引島、東沙群島、澎

湖列島，而「澎湖列島易攻難

守，只需要海軍陸戰隊兩個旅

就能攻下！」國防部 20日下

午回應說道，三軍戰備部隊均

完成相關整備，並保持高度警

覺，確保臺海安全及穩定，請

國人安心。

根據「三立新聞網」與

《NOWnews》報導，大陸多個

社群媒體於 19日發布 1張疑似

中國軍隊兵推的照片，照片中

地上亦擺放著南臺灣的 3D模型

地形圖，上頭還布滿了黑色標

記，疑似為中國軍隊要攻占的

地點。該兵推照片還羅列出金

門、澎湖、臺南、高雄、屏東

及臺東等地，疑似為中國軍隊

武力攻臺的路線。

針對大陸社群媒體所流出的

疑似共軍兵推照片，國防部 20

日下午則發布兩點聲明表示，

「國軍基於確保國家安全之職

責，對於臺海及區域安全情勢，

與當面共軍演訓、機艦動態等，

均能運用聯合情、監、偵系統，

嚴密掌握，即時應處」。

國防部亦表示：「國軍秉持

『國防安全無假期』之精神，依

『國軍經常戰備時期突發狀況處

置規定』，三軍戰備部隊均完

成相關整備，保持高度警覺，

確保臺海安全與穩定，使全民

能夠安心歡度春節，籲請國人

放心。」

另外，「2019年國防報告

書」報告（兩年一度）提及，

中國海空軍雖能對印太駐軍形

成軍事威懾，但僅具備奪臺外

離島的聯合登陸能力。在國軍

戰力防護方面，國防部表示，

整體防衛構想仍維持「防衛固

守、重層嚇阻」軍事戰略指導，

綜合三軍戰力掌握戰場主動，

給予敵人致命打擊，達成「破

敵奪臺任務失敗」的作戰目標。

一名桃園國際機場的疾管署

北區管制中心人員接受中央社記

者訪問時表示，因應武漢肺炎疫

情，疾管署已持續加強疫情監測

及邊境管制措施，同時針對國際

與小三通港埠的入境發燒旅客做

全面詢問武漢旅遊史與進行健康

評估。

潘建志怒斥假消息來源

根據新頭殼報導，針對武漢

肺炎擴散，萬芳醫院醫師潘建志

20日在臉書 po文怒道，武漢肺

炎最大的假消息來源，就是中國

共產黨。

潘建志批評：沒有國家發布確

診病例能這樣瞎搞的⋯⋯中國網友

冒死說出疫情就是假新聞；上門抓

人。潘建志痛批，中共控制傳染病

不靠醫學，也不靠科學，都是高層

共幹開會決定的。潘建志呼籲，對

於此次疫情，臺灣要以最高防護級

別嚴陣以待，SARS當年也是在

中國年初一月開始，利用各種掩

蓋，直至四月攻入臺灣，造成 47

人死亡、307人感染，在今年的前

半年都不能放鬆。

臺灣防疫 設立三級指揮中心 模擬攻臺？  臺國防部備戰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中國武漢肺炎的疫情擴大，臺灣目

前有2個疑似病例正在檢驗中，現
在武漢直飛桃園機場班機是一週約

5架次，旅客約達千人上下，因此
國境各單位在新年期間亦不敢鬆

懈，皆會進行登機檢疫。20日成立
三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由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衛福部疾管

署）署長周志浩擔任指揮官，協調

各部會防治作為。

傷者哽咽憶述經歷       
斥警指鹿為馬

記者會上，多位 7.21事件傷

者現身說法。坐輪椅到場的 64歲

林女士，憶述事發經過時忍不住落

淚，指當日參與遊行後回家，看到

很多年輕人衝入車廂求救，說有很

多黑社會在大堂打人；她前往察

看時，目擊白衣人持棍及藤條追打

市民，她驚慌走避期間，在樓梯跌

倒。她哽咽的說：「我自己沒有被

打到，因為有很多青年人幫我阻

擋，被他們（白衣人）不斷打。」

林女士的情緒至今未能平

復，也因跌傷右膝關節而要動手

術、坐輪椅，更患上「創傷後遺

症」（PTSD），要看心理科及服

精神科藥物，夜不能寐。她哭訴：

「我回家有錯嗎？我不能接受這樣

的行為在香港（發生）。」

廚師蘇先生當晚約 10時下

班，一到西鐵站便遭 20多名白衣

人毆打，背部傷痕累累。他強調

當時林卓廷根本未抵達元朗，警

方稱林帶示威者搞事的說法是「荒

謬」、「指鹿為馬」。他稍後會自

行聘請律師上訴。

林卓廷早前透露，香港廉政公

署已成立「特別調查組」，專責處

理此次反修例運動中員警的公職人

員失當行為。他在記者上呼籲，希

望廉署會徹查事件。

7.21元朗襲擊事件半週年，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等8名事件中的傷者宣布，上訴控告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並
提出索償。 （萊恩／看中國）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自總統蔡英文在 2020年大

選中，拿下 817萬票，成功連

任之後，看似是選舉落幕，但

是後續話題依舊延燒！針對高

雄市長韓國瑜面臨高雄公民團

體自主發起的「罷韓」運動，李

正皓在 20日播出的政論節目上

表示，現傳韓國瑜有 3個劇本

應對「罷韓活動」。
高雄市長韓國瑜於總統大

選中慘敗，重拾執政的他，卻

也面臨高雄公民團體自主發起

的「罷韓」行動。提及韓國瑜要

如何應對罷免危機，李正皓於

20日播出的政論節目《關鍵時

刻》中聲稱，現在傳說韓國瑜有

3個劇本，而且都是有可能發生

的狀況。

李正皓表示，第 1個劇本

是目前韓國瑜所表現的樣子，

就是他開始認真做市長，每天

早起出門、勤政辦公，看韓的

形象會不會就此扭轉過來。李

稱，但這很難，因為就目前看

到的跡象，高雄人的怒火沒熄。

李正皓亦稱，第 2套劇本就

是韓國瑜在高雄做好市政，可是

也不能放下黨務，他會請代理人

來選黨主席，倘若今年成功卡位

黨主席，而又能度過罷免危機，

韓國瑜 2021年就能回攻黨主

席，並且握有 2022縣市首長的

提名權。提及代理人，李表示，

有人傳說是周錫瑋。

李正皓提及，最新傳出來

的第 3 套劇本，是韓國瑜可

能在思考主動辭去高雄市長一

職。因為如果罷免成真，橫豎

都是罷免，倒不如主動辭職。

韓國瑜應對罷免有三種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