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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絲教會連登化 荼毒年輕信徒

律師遭私刑案 警拘六男包括學生

亂港派滲透教會 謀搞地下顛覆

浸聯會6月12日發出 「特別理事會」 通
知信予一眾理事，稱國安法立法帶來不可預
計的衝擊，要於本周一（6月29日）召開特別
理事會，商討 「國安法之立法應如何表達關
注」 的提案。有浸聯會理事恐會長羅慶才重
施故伎，捆綁逾八萬名浸信會信徒及牧者，
以達到亂港派的政治圖謀： 「舊年會長無經
聯會同意，以浸聯會名義發出所謂反修例聲
明，已經畀我哋鬧爆。」

前理事：羅慶才違反會章
一名浸聯會理事指出，羅慶才今次刻意

跳過正常程序， 「佢係玩手段，如果討論案

畀佢得過，就會用浸聯會名義發反國安法聲
明，我哋唔會畀會長綁架浸信會。」

曾任五屆浸聯會理事的前理事林梵城，
直指該特別理事會是不合法。林指出，根據
浸聯會會章3J列明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羅
慶才會長是違反會章，把政治帶入浸信會；
林又稱羅早前已未經浸聯會同意，以浸聯會
會長身份接受媒體訪問揚言反國安法，已令
一眾理事不滿， 「浸信會宗旨傳福音，唔搞
政治，已經有唔少浸信會信徒被政治渲染，
年輕信徒對聖經認識唔深，（黃絲）牧師講
乜就信乜，抹黑國家。」

近200名理事出席特別理事會，在逾一

個半小時會議中，有理事認為浸聯會要
重拾初心，不應論政；亦有理事表明已
諮詢過大律師的意見，認為會議不符合
規程，多名理事附議；另有理事表明會
追究羅會長的法律責任，並即場動議提
出就撤銷討論國安法立法進行投票，結
果理事會大比數通過撤銷討論國安法，
羅慶才的奸計才未能得逞。大公報記者
發現，教協副會長葉建源及理事張銳輝現
身在場，二人頭耷耷失望離開。

鬼祟刪文 企圖洗白
羅慶才企圖 「綁架」 浸聯會反國安法事

敗後，他在浸聯會網頁一篇針對國安法、大
放厥詞的 「會長的話」 ，昨午突然鬼祟刪除
，蘋果、立場、眾新聞等黃媒大肆報道，有
理事嘲諷有人縮骨，企圖洗白，想由地面潛
入地下繼續搞分裂。

羅慶才過去並不活躍於聯會會務，沒有「
江湖地位」，但在聯會資歷深厚，出任多屆理
事，在具影響力的現任第一副會長林海盛牧
師推舉下，羅慶才連任兩屆浸聯會會長。林
海盛與朱耀明相識30年，據悉是支聯會六四
維園晚會的籌委之一，負責活動領禱。

【大公報訊】上周六《蘋果日報》刊
登全版所謂來自不同宗派聯署反香港國安
法聲明，註明參與的信徒分別來自宣道會
、播道會、信義會、聖公會、浸信會、神

召會、循道衛理、中華基督教會及榮光敬
拜事工，但沒有實名聯署，《大公報》獲
得實名聯署名單，發現發起反國安法聯署
活動的核心人物，是今年年初組成的 「榮

光敬拜事工」 ，榮光負責人
是宣道會出版社社長兼華基
堂的義務傳道王礽福，以及
宣道會華貴堂的梁姓傳道人
，這批有違宗教教義的 「黃
絲」 傳道人，與戴耀廷、朱
耀明、陳健民沆瀣一氣，將
「黃絲」 教會 「連登化」 ，

聯合反中的浸聯會長羅慶才
及副會長林海盛牧師，積極
滲透基督教三大宗派宣道會
、播道會及浸信會，荼毒年
輕信徒。

「我哋唔多覺政治滲染教會咁深，直
至舊年爆發暴亂，見到班教徒、牧師走上
前線擋住防暴警，暴亂中唱詩，先至發現
咁多宗派嘅（黃絲）牧師及信徒迷失咗，
一搞政治嘢，宗教就分裂。」 浸聯會前理
事林梵城憂心的說。

遍地開花 響起警號
去年黑暴爆發，中大神學院院長邢福

增、王少勇、陳恩明等 「黃絲」 牧師走上
前阻警執法，他們的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成為黑暴戰曲。

有宗教界人士透露當年最活躍去衝的
主要是宣道會傳道人及其信徒，浸聯會仍
是零星小眾， 「今次反國安法聯署真係大
跌眼鏡，刊登蘋果日報無實名聯署，但六
月中發起網上版有，播道會有成200至300

人，過去唔掂政治嘅不同長老會、以及罕
有參與聯署聲明嘅神召會都有信徒聯署，
加埋逾7000人，真係 『遍地開花』 ，響
起警號。」

用Zoom播「獨」圖增影響力
今年年初，宣道會的王礽福組織 「榮

光敬拜事工」 ，以連登化方式走位，搞大
學堂、 「榮光」 通識大補課等講座，鼓吹
「基督徒缺乏政治教育，要多參與政治」

，初期參與信徒有限，惟疫症肆港，王礽
福設fb邀請 「佔中三丑」 戴耀廷、朱耀明
、陳健民網上放 「獨」 ，又將講座轉用
Zoom，影響力倍增，戴耀廷更是網上放
「獨」 的常賓及主持。

近期國安立法期間，戴耀廷更是操縱
信徒以 「榮光」 組織為平台，轉入地下。

【大公報訊】記者盧建輝報道：上月24日黑
暴號召在港島舉行所謂 「反惡法大遊行」 ，大批
暴徒於銅鑼灣一帶結集，其間破壞店舖櫥窗玻璃
，又「私了」無辜市民，包括律師陳子遷被多名暴
徒施襲至重傷，警方昨日拘捕六名涉案男子，當
中包括有學生，警方形容暴徒喪心病狂、毫
無人性，即使受害人已被打至遍體鱗傷仍繼
續追打。

被捕的六名男子，年齡介乎15至32歲，分別
為兩名15及16歲
學生、送貨員、無
業等，部分被捕者
之間相識，他們涉
嫌 「傷人」 及 「非
法集結」 ，警方指
，被捕人士被帶署
扣查，稍後會考
慮 加 控 相 關 罪
名。

事發於上月
24日，大批暴徒
於港島發起反對國
安法及國歌法的遊
行，其間有暴徒大
肆破壞及堵路，有

店舖的櫥窗玻璃被暴徒砸碎，並將店內的貨物搬
出街上，防暴警察出動胡椒噴霧、催淚彈和水炮
車驅散暴徒，有暴徒與不同政見的市民發生爭執
，無辜市民慘被 「私了」 。

警司：暴徒喪心病狂
期間，41歲律師會會員陳子遷，途經銅鑼灣

禮頓道附近，出言指摘堵路的暴徒，隨即被最少
20名暴徒 「私了」 ，向陳拳打腳踢及以鐵支、雨
傘及硬物攻擊，他被打至頭破血流，頓成 「血人
」 ，身體多處亦告受傷，事後需送院治理。

警方事後經翻看現場多條閉路電視片段，鎖
定其中六名本地男子身份，昨日採取拘捕行動，
同時檢獲一批證物，包括當時身穿衣物、伸縮棍
、防護裝備等。

警方毒品調查科警司鄒旺忠形容當日暴徒喪
心病狂、毫無人性，即使受害人已被打至遍體鱗
傷仍繼續追打，又指有支持人士打開雨傘試圖掩
護暴徒，受害人頭部及身體各處受傷，需要縫20
多針。經調查後，相信被捕六名男子直接參與當
日的襲擊行為。

陳子遷早前接受大文集團專訪表示，對於香
港國安法他十分支持，尤其自己今次身受其害被
黑暴襲擊，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可以有效保障香港
人的安全，免受傷害。

浸聯會會長 圖騎劫八萬信徒反國安法

杏花邨停派《大公報》
業委會被批假諮詢

【大公報訊】記者龔孝松報道：公民黨的樁
腳、杏花邨 「黃絲」 區議員黃宜兼杏花邨業委會
委員無視居民福祉，閉門議決停擺派《大公報》
贈閱版等免費報章，惹起民憤，雖日前杏花邨管
理處張貼公告表示本周六舉行公聽會收集取消免
費報的民意，但屋苑管理單位港鐵回覆《大公報
》指將按業委會早前決定，今日起停止在各座頭
擺放《大公報》贈閱版。杏花邨居民對此大表不
滿，批評業委會做 「假諮詢」 ，更擔心有人黑箱
作業，揀選 「自己友」 出席公聽會做大龍鳳。

居民質疑公聽會「做騷」
港鐵表示，由於未有接獲業委會通知，因此

會按業委會6月17日的議決，今日起停擺《大公報
》贈閱版等免費報。居民昨得知無法再取閱《大

公報》贈閱版後均忿忿不平，大罵黃宜等人無視
居民連日的反對聲音，逼使老人家烈日當空下到
街頭排隊取閱免費報。

杏花邨管理處聯同業委會本周六舉辦兩場公
聽會，聆聽居民對停擺免費報的意見。惟多名居
民認為聽證會只是 「做騷」 ，直斥業委會 「講一
套做一套」 。居民鄭太質疑道： 「出席者的抽籤
由業委會負責，我也不知道他們會否出蠱惑，不
讓反對聲音出現公聽會。」 另有居民直斥黃宜及
業委會破壞邨內數十年和諧，捏造事件打壓《大
公報》， 「整個屋苑被業委會搞得 『亂晒龍』 ，
他們窺準老人家 『嘈唔得耐』 ，滅聲奸計便能得
逞」 。

黃宜搞黑暴文宣的杏花新城的一家 「黃店」
咖啡店，昨日在全國人大通過 「香港國安法」 後
，隨即有人清理店外擺放的玻璃飾櫃貼有的黑暴
文宣。不少網民得知後在Facebook留言熱議，嘲
諷說： 「杏花邨黃店清洗手足貼紙？點對得住手
足呀？」

杏花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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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在節目中歪曲香港國安法，妖言惑眾

▲教協副會長葉建源也現身特別理事會

▲▲在在《《蘋果日報蘋果日報》》刊登不記名的反國安法聲明刊登不記名的反國安法聲明

◀◀▼▼《《大公報大公報》》取得有關實名取得有關實名
聯署名單聯署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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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李雅雯、楊州（文） 調查組（圖） 李斯達（資料）

▲律師陳子遷銅鑼灣遭 「私
了」 ，警方播出網上暴徒毆
打陳子遷片段

大公報突發組攝

▼浸聯會召開特別理事會，會長羅慶才（中）謀
騎劫八萬信徒反國安法

香港國安法出台，有亂港政黨即時主動解散，但亂港分子轉變模式
改為地下運作，其中一個招攬追隨者的地方就是信仰群體。六月中人大
常務委員會公布香港國安法草案說明，一班與戴耀廷、朱耀明、陳健民
熟稔的黃絲 「牧師」 及傳道人，向各大宗派搞聯署反國安法，其中浸信
會聯會會長羅慶才掌控的浸聯會有596名浸信人實名聯署，企圖騎劫教
會，並圖用地下方式繼
續 「抗爭 」 ，但被正義
信徒抵制，結果事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