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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巴氏症挫接種率 港大指120萬港人有甲流免疫力

當局周內研疫苗政策

科大4招搶尖子

前 5成員 被收回鄉證

【本報訊】本港出現多宗吉巴氏綜合症懷疑個案後，食物及衛生局副

局長梁卓偉承認，近日接種甲流疫苗的市民大幅減少，由接種計劃初

期，每日有超過11,000人注射，減少至近日每日只有2,000多人，反映事

件影響市民對疫苗的信心，而據香港大學的研究推算，本港約有15%、

即120萬人對甲流有免疫力，科學委員會本周將開會，對疫

苗政策作進一步評估。

【本報訊】由灣仔區議會及香港
書刊業商會聯合主辦的第五屆「灣
仔書展──閱讀在銅鑼灣」，昨日及
今日在銅鑼灣東角道、紀利佐治街
及白沙道舉行。

由於警方已拘捕於銅鑼灣投擲腐

蝕性液體的疑兇，故一眾參展商均
表示更放心設攤位售書，現場所
見，書展到處人頭湧湧，大會預計
兩日起碼會有18萬人次參觀選購。
而警方為保萬全，昨仍派駐大量人
手在攤位各處巡守。

【本報訊】有英語培訓機構早前涉嫌以持續進修基金
為幌子，濫收水平英文僅懂「ABC」的學員，最終他們
因未能通過相關考核而不獲基金資助，但培訓機構的學
費收入卻已「袋袋平安」，引發連串投訴。協助該批學員
的工聯會指，基金辦事處對有關課程審批及監督不足，
而就事件進行調查後，也只向培訓機構發警告信了事，
未盡其責任，該會昨隨同多名受影響的學員，到申訴專
員公署投訴基金監管不力，要求作進一步跟進。

學員疑被呃萬多元 申訴被濫收費
工聯會社區幹事陳智 昨陪同約10名學員代表，到申

訴專員公署申訴。他表示，去年遭30多名婦女、新來港
人士及基層職工投訴的青出於藍教室，除被指誤導及濫
收學生外，也未有按要求進行收生能力測試，又違規要
求部分學員一次過繳交全部1.28萬元學費，該會早前已向
持續進修基金辦事處反映問題，惟基金調查後只發警告
信了事。他表示，基金未有做好事前的審批及事後的把
關工作，以保障市民的權益，批評其監管不力。該會未
來亦將到消委會及立法會申訴部投訴，要求跟進事件。

機構借持續進修基金斂財
工聯會批監管不力

銅鑼灣鏹魔落網
區會放心擺書展

8成小學生打機
部分年資竟9載

■很多小學生在幼園時已會打機，不少13歲以下
的學生已有8年「機齡」，可算老手。 資料圖片

■工聯會昨陪同課程學員代表，到申訴專員公署投訴持
續進修基金監管不力。 本報記者任智鵬 攝

■「灣仔書展─閱讀在銅鑼灣」今、明兩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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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8℃ 2℃ 天晴
長 春 -15℃ -4℃ 多雲
長 沙 3℃ 14℃ 多雲
成 都 4℃ 13℃ 多雲
重 慶 5℃ 14℃ 天晴

福 州 10℃ 16℃ 密雲
廣 州 12℃ 21℃ 天晴
貴 陽 1℃ 16℃ 多雲
海 口 16℃ 23℃ 多雲
杭 州 3℃ 13℃ 天晴
哈 爾 濱 -23℃ -11℃ 有霧
合 肥 1℃ 12℃ 多雲

呼和浩特 -10℃ 1℃ 天晴
濟 南 -1℃ 9℃ 天晴
昆 明 4℃ 18℃ 天晴
蘭 州 -7℃ 7℃ 天晴
拉 薩 -8℃ 11℃ 天晴
南 昌 5℃ 13℃ 天晴
南 京 1℃ 10℃ 多雲

南 寧 10℃ 18℃ 多雲
上 海 3℃ 11℃ 天晴
瀋 陽 -16℃ -2℃ 天晴
石 家 莊 -6℃ 4℃ 天晴
台 北 14℃ 22℃ 密雲
太 原 -8℃ 6℃ 天晴
天 津 -8℃ 3℃ 天晴

烏魯木齊 -13℃ 1℃ 多雲
武 漢 2℃ 13℃ 多雲
西 安 -2℃ 9℃ 多雲
廈 門 13℃ 19℃ 多雲
西 寧 -12℃ 9℃ 天晴
銀 川 -8℃ 4℃ 多雲
鄭 州 -3℃ 11℃ 多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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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預測

大致天晴及乾燥，部分地區有煙霞

氣溫：14℃-19℃ 濕度：50%-75%
潮漲：11:35(1.4m) 21:31(2.3m)
潮退：04:46(0.4m) 15:05(1.2m)
日出：07:05 日落：18:01

18/1(星期一) 19/1(星期二) 20/1(星期三) 21/1(星期四)

空氣污染指數

0-25 輕微

26-50 中等

51-100 偏高

101-200 甚高

201-500 嚴重

一般監測站#

污染指數：50 - 65
空氣指數：中等至偏高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90 - 105
空氣指數：偏高至甚高

# 設 於 中 西
區、葵涌、觀
塘、深水 、
沙田、大埔、
荃灣及元朗。
*設於銅鑼灣
及旺角。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2℃ 31℃ 多雲
河 內 18℃ 23℃ 多雲
雅 加 達 23℃ 31℃ 有雨
吉 隆 坡 24℃ 32℃ 雷暴

馬 尼 拉 24℃ 27℃ 微雨
新 德 里 7℃ 21℃ 有霧
首 爾 -8℃ 2℃ 多雲
新 加 坡 24℃ 32℃ 驟雨
東 京 1℃ 7℃ 天晴

澳洲
墨 爾 本 16℃ 20℃ 驟雨

悉 尼 21℃ 27℃ 雷暴
歐洲

阿姆斯特丹 0℃ 4℃ 有雨
雅 典 5℃ 12℃ 有雨
法蘭克福 -5℃ -2℃ 多雲
日 內 瓦 -2℃ 3℃ 有雨
里 斯 本 14℃ 17℃ 有雨

倫 敦 3℃ 6℃ 有雨
馬 德 里 6℃ 11℃ 有雨
莫 斯 科 -17℃ -12℃ 天晴
巴 黎 2℃ 8℃ 有雨
羅 馬 5℃ 14℃ 有雨

美洲
芝 加 哥 -4℃ 3℃ 多雲

檀 香 山 19℃ 27℃ 天晴
洛 杉 磯 11℃ 22℃ 多雲
紐 約 -1℃ 9℃ 天晴
三 藩 市 9℃ 13℃ 多雲
多 倫 多 -3℃ 3℃ 天晴
溫 哥 華 4℃ 7℃ 多雲
華 盛 頓 0℃ 9℃ 多雲

查詢天氣：187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

氣溫：15℃-19℃

濕度：65%-85%

大致天晴

氣溫：17℃-21℃

濕度：65%-90%

部分時間

有陽光

氣溫：16℃-19℃

濕度：70%-85%

短暫時間

有陽光

氣溫：18℃-22℃

濕度：75%-95%

部分時間

有陽光

梁卓偉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港大
的驗血研究顯示，本港約有15%人對甲流
有抗體，包括13萬名已接種疫苗，以及約
百萬名曾經感染或接觸過甲流病毒的市
民，其中以14歲以下小童比例最高，超過
半數兒童染病後產生抗體；15至24歲及65
歲以上人士，則有近20%人有抗體；25至
64歲人士最少，只有10%人有抗體。有關
數據將有助政府科學委員會本周的會議，
以便進一步評估疫苗政策。

第2批疫苗月內抵港
由於本港近期有3名市民接種甲流疫苗

後出現下肢乏力等吉巴氏綜合症相似的病
徵，梁卓偉承認，事件打擊市民信心，令
近日接種疫苗的人數減少，但他強調政府
不介意疫苗滯銷，採購疫苗只為買個保
險，有助衛生部門有備而戰，應對疫情可
能出現的變化，並於下周在老人院舍展開
疫苗接種計劃，而第2批疫苗亦將於本月
內抵港，由於採購條款不設退貨，政府必

須在1年內用完。

甲流重症殺傷力難料
他重申，接種疫苗是利多於弊，希望高

危人士打針，又稱政府並非硬銷疫苗，沒
有既定接種目標。他承認，疫情發展至
今，顯示病毒的殺傷力確實並無當初預計
那麼嚴重，但他不同意當初的評估有誇大
之嫌。他解釋，去年甲流爆發初期，即使
世衛亦難以準確預計殺傷力，有待更多數
據，才可客觀評論和預測。數據顯示，本
港至今有228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後，病
情嚴重，需要入深切治療部治理，部分人
已康復，但有後遺症，如要長期吸氧氣，死
亡個案則有56宗，接種疫苗的風險低，因此
仍鼓勵高危人士接種。有市民致電電台節
目表示，擔心疫苗有副作用，不打算為子
女接種第二劑疫苗，亦有市民希望成年人
可以免費接種，但梁卓偉回應指，考慮到
健康成年人受感染後出現併發症機會不
大，政府無意為65歲以下人士免費接種。

【本報訊】(記者 歐

陽杏櫻)玩電子遊戲機
已成為不少兒童生活的
一部分。一項調查發
現，多達81%被訪小學
生有玩「電玩」的經
驗，當中13.5%人的

「年資」更達5至9年，
即最小的在幼稚園初班
已開始「打機」生涯。
受訪者中，近14%人平
均每天用1至3小時「打
機」，超過3小時的，也
有5.4%。正因如此，他
們亦出現不同程度的後
遺症，逾1成人稱因「打機」而睡眠不足，更有共超
過3成半人坦言，「打機」令其專注力及自我控制能
力減弱、容易暴躁及焦慮、減少同情心、增加與家
人衝突及暴力行為等，情況令人憂慮。

近半人一玩難停手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油尖旺青少年綜合發展

中心去年10月至12月以問卷訪問1,120名來自8所小
學的學生，了解其玩電子遊戲的基本情況，包括時
間長短、遊戲類別、原因及影響的相關性。結果發
現，42%人一「打機」便難以停止，往往超過預計
時間，尤以男生情況最嚴重。

睡眠不足易生暴力
就「打機」的影響，雖然有18.2%認為自己的頭

腦因而變得靈活，亦有16.2%稱可忘記現實生活中
的不快，但也有不少人選擇負面的影響，包括
10.7%指睡眠不足、13.3%指專注力或自我控制力減
弱、11.5%指會增加與家人衝突及暴力行為，而容
易暴躁及焦慮、減少同情心及不懂與人相處，共計
亦有11.1%。該處油尖旺區青少年服務部主管趙德
財指出，近期接獲不少家長查詢如何協助沉迷「打
機」的子女，有學生為了「打機」與父母衝突，亦
有人通宵流連網吧。他認為家長應避免於孩子太年
幼時讓其接觸「電玩」，並要限制「打機」時間於約
1小時，又要教導孩子分配時間，讓其參與有益身心
的課外活動，以提升自信心。

【本報訊】屯門醫院昨日證實兩宗新
增的甲型H1N1流感病人危殆個案，其
中，一名53歲過往健康狀況良好的女子
因發燒及流感症狀，本月15日經屯門醫
院急症室入住該院內科病房，同日情況
惡化，被轉送深切治療部接受進一步觀
察和治療，並確診為人類豬型流感，現
正服用特敏福及抗生素治療。病人目前

需使用儀器幫助呼吸，情況危殆。
另外，一名77歲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

男子因發燒及呼吸困難，本月15日到屯院
急症室求診，入住內科病房接受治理。
病人於昨確診，同日情況轉為危殆，被
轉送深切治療部接受進一步觀察和治
療，現正服用特敏福及抗生素治療，並
需使用儀器幫助呼吸，情況危殆。

屯院2甲流患者危殆

■由於近日有3人接種甲流疫苗後出現下肢乏力的徵狀，影響市民對甲流疫苗的信
心，科學委員會本周將開會，對疫苗政策作進一步評估。 資料圖片

【本報訊】(記者 歐陽杏櫻)中六尖子計劃將於本月底
接受申請，昨舉行簡介會的科技大學，推出4招吸引會考
6優或以上尖子報讀，包括「逢入(學)必有」的獎學金、
出國交流及3年住宿等「3項保證」。另外，校方又投放大
量資源加強現有的本科生研究計劃，以參與高水平科研
的機會向尖子作招徠。科大本科生教務長譚嘉因指出，
選讀該校的尖子過往多選讀商科，但校方希望吸引更多
人選讀理科及工科課程，以為社會培養全面人才。

6優生可獲1.5萬獎學金
簡介會昨吸引逾500名會考尖子及家長出席，而上任4

個多月的科大校長陳繁昌亦有出席。譚嘉因指出，對入
學的中六尖子，科大除繼續提供上述的「3項保證」，又
會大增本科生研究計劃的資源，每個項目的資助不設上
限。該計劃現時已有約90名教授及逾200名本科生參與，

主要由教授將擅長的研究題目上載於學校網站，本科生
可從中選出有興趣參與的項目，與3至4名同學組隊跟隨
教授展開研究，學生亦可主動向教授提出研究題目，參
與者均可取得額外學分或津貼。

而獎學金方面，選報科大的6優及7優生已可獲1.5萬
元，8至9優則可獲1年學費全免，10優者更可獲3年學費
全免及每年4萬元獎學金。

會考6優、四邑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中六生邱同學
指，雖本身對科學有濃厚興趣，但香港為金融中心，故
他也要加深商科知識，迎合社會需要，有意選讀科大的
科技及管理雙學位課程。

校長「拋妻棄子」出席簡介會
另外，陳繁昌原約了妻子及放假來港的兒子買新傢

俬，準備遷入校長府，但昨特地抽空到場與尖子會面。

他指自己早年在港讀預科時，只有港大一所大學，學生
「入到已經好好」，根本不會考慮出路，但現今學生更需
要了解自己未來發展方向，他近月正積極與校友見面，
希望為學生拓展網絡。

■科大昨舉行中六生優先錄取計劃簡介會，吸引逾500
名會考尖子及其家長參與，新上任4個多月的科大校長
陳繁昌亦有出席。 本報記者歐陽杏櫻 攝

【本報訊】據稱，18名前 成員及親友計
劃昨日上午乘坐直通巴士準備前往惠州旅行
時，在沙頭角過境時一度被內地的公安人員
扣查約3至5小時，包括問及他們到訪的目的
並搜查行李等，其中13人在中午後獲釋，而
4名前 執委及1名成員被沒收回鄉證後要即
時返港。

料與反高鐵活動有關
一度被扣留的前 執委李廣豐引述公安

指，應上級要求採取行動，又稱過往經常前

往內地工作，對是次事件感到意外。另一名
執委周潔賢亦稱，自己過去經常出入內地，
不明白為何是次遭到這樣的對待，不排除與
近期香港各界熱烈討論高鐵撥款及元旦時前

曾舉行有關活動有關，又指擔心會影響自
己日後到內地的扶貧。

前 隨後稱，對是次事件感到憤慨及不
滿，並指扣查期間，內地公安「如臨大
敵」，派出多人向他們問話，並仔細搜查他
們的行李及隨身物品，他們已向特區入境處
投訴。

現代教育控范浩揚5宗罪
【本報訊】現代教育指責旗下的英文科補

習天王「K.OTEN」(范浩揚)犯下「5宗
罪」，終止協議。現代日前正式入稟高等法
院，指該名補習天王違反雙方的協議內容，
要求「K.OTEN」賠償2650多萬元。

指筆記不雅侵考評局權
原告為現代教育(香港)有限公司，被告為

Karson Oten Fan Karno(范浩揚K.OTen)和他
任股東的Golden Full Trading Limited。入稟
狀指，原告和2名被告於2007年7月達成協
議，由「K.OTEN」在現代的補習中心內，
提供英文補習課程，被告將可從學生支付的
補習費中得到10%。然而，現代指被告在5
方面違反協議。

首先，教育局於去年5日向現代表示，有
公眾投訴「K.OTEN」的筆記使用粗俗、不

雅的字眼，及渲染暴力的插圖；同時，被告
的妻子兼教學助理吳嘉欣責罵學生。現代又
收 到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的 投 訴 ， 指

「K.OTEN」擅自把考試局的試題印刷在筆
記內，侵犯版權。現代續指，任何宣傳品都
需得到它同意，但去年12月現代發現被告擅
自在巴士刊登廣告，而廣告中均有現代教育
的字眼。

與助教3個月遲到179次
現代指范和他的教學助理在去年9月至12

月，共遲到179次，逾220次課堂超時。現代
強調已多番要求被告處理上述問題，但被告
未有解決，現代遂終止協議，並因此追討終
止合約的1800萬元損失，和已支付被告的
850多萬元。此外，現代要求法庭下達禁制
令，禁制被告作出誹謗現代的言論。

■趙德財建議家長應避
免於孩子太年幼時讓其
接觸電玩。

本報記者歐陽杏櫻 攝

部分反高鐵人士漠視社
會秩序，昨日企圖衝擊立

法會，並在會議結束後包圍立法會，阻止
立法會議員及相關官員離開，粗暴威脅他
們的人身安全。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
為保護下屬及議員，不惜「身先士卒」，
以自己為餌使出「聲東擊西之計」，分散
反高鐵人士的注意，讓多名下屬從另一個
出口安然離去。

面對部分反高鐵人士以近乎瘋狂的行為

衝擊立法會，更威脅與會人士和官員，鄭
汝 樺 處 變 不 驚 ， 更 勇 敢 地 以 自 己 作

「餌」，傍晚7時許高調在立法會近停車場的
出口步出，登上座駕，引來大批反高鐵人
士蜂擁而上，其他官員和部分議員則從立
法會其他出口離去。下屬安然離場半小時
後，被困車內超過1小時的鄭汝樺，便折
返立法會內休息，立法會議員劉江華、霍
震霆和數位官員留下相伴，期間有人送上
朱古力和食物慰問。 ■本報記者 羅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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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者圍立會
癱中環五小時

財 委會昨傍晚約6時表決高鐵撥款申
請，一直在皇后像廣場集會的反高

鐵人士，隨即發動「萬人宇宙大苦行」，
示威者圍繞立法會苦行抗議。參與的苦行
人士經遮打花園行到遮打道香港會所大廈
對出時，被警方以「鐵馬」阻止，港大研
究生陳巧文等多人突然攀過圍欄企圖進入
立法會，警方極力阻止，以擴音器發出的
警告更被現場「噓聲」覆蓋。由於有數十
個示威者作出搶奪鐵馬並撞擊警員等暴力
衝擊，警方在警告無效後，發放胡椒噴霧
控制場面，現場人士改為在遮打道靜坐。

聞撥款獲通過 部分人失控
至撥款申請於約6時半獲得通過，部分

示威者情緒更加失控，再次衝擊警方防
線，企圖從立法會停車場出入口進入立法
會，由於場面非常混亂，警方遂發放第二
次胡椒噴霧。

同一時間，包括鄭汝樺等的官員步出立
法會，登上座駕準備離去，惟昃臣道及遮
打道等路口均被示威人士阻塞，其座駕被
困立法會範圍內。警方其後不斷增派警員
加強駐防，更派遣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增
援，現場一度有逾30輛警車到達，並開始
清場抬走示威者，但行動展開後十數分鐘
不果，被迫停止行動。

鄭汝樺困立會 深夜才離開
近晚上8時，示威者進一步佔據德輔道

中，約200人靜坐要求與鄭汝樺對話。被
困車上的鄭汝樺決定返回立法會休息室等
候，前後被困逾5小時至深夜仍未能離
開。警方則駐紮重兵守衛立法會，亦派大
批警員圍繞靜坐人士，更把防暴警察撤下
換回機動部隊看守示威者，但期間並無主
動採取任何激烈行動。

直至今日凌晨零時35分，防暴警察完成
布防。而被迫留守在立法會6個小時的鄭
汝樺及立法會多名議員，由大批警員保護
下沿港鐵站離開。

其後，示威人士更在德輔道中搭起數個
帳篷，並在遮打道靜坐，癱瘓中環交通，
電車、巴士駛至置地廣場後，要折返，港
鐵中環站部分出入口亦要關閉，大批市民
受影響，要徒步走出中環，有人批評示威
者的行為不可接受，破壞社會秩序。

多位議員譴責非理性行為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認為，示威人

士圍堵立法會是擾亂公眾治安及阻塞交
通，他們的行為並非香港市民所認同，他
予以譴責，認為示威者應以和平及理性的
方式表達意見。他說：「香港是言論自由
的社會，示威者可以循不同渠道表達自己
的意見，不應該用暴力或阻礙政府官員或
議員離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透露，部分民
建聯議員同樣被困在立法會內，未能離
開。他說，示威者的行動絕對不能容忍。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還透露，以香
港大學研究生陳巧文為首的「反高鐵」人
士，前晚突然闖進「撐高鐵」人士的集會
範圍，並破壞2個帳篷，工聯會尚未計算
有關損失，但慶幸未有造成不必要的損
傷。

【本報訊】(記者 邱益忠)高鐵事件成為城
中焦點，更成為政黨「抽水」目標。昨午，
反高鐵青年突然苦行至政府總部，期間中環
皇后大道中一帶的交通受阻，職工盟乘機

「騎劫」示威行動，高舉職工盟的會旗，遭
在場的示威人士大喊「抽水」，雙方一度發

生口角，最終職工盟才收起旗幟離開。
此外，在財委會結束後，反高鐵人士包圍

立法會之際，再有職工盟的人士突然加入行
列，更與社民連的曾健成等人，高喊「2012
雙普選」的口號，議題完全偏離高鐵項目，
更顯「抽水」意圖。

【本報訊】高鐵撥款申請通過後，立法會
外反高鐵人士隨即發難，衝出示威區，走
向立法會兩邊出入口範圍，重重包圍立法
會。有示威者情緒激動，不斷推撞警方架
設的鐵馬，企圖衝入立法會，衝擊警方防
線，期間，警方多次施放胡椒噴霧制止過
激的示威者。警察公共關係科發言人說，
事件中，有多名警員受傷。

警察員佐級協會主席鍾錦華表示，施放
胡椒噴霧屬於最低武力，警員在甚麼情況
之下需要使用胡椒噴霧，要視乎示威現場
情況。

他又說，當示威者做出具破壞性、激進
行為，會威脅到在場其他人士或警員的生
命，以及破壞公共安全，警員可施放胡椒
噴霧，暫時制止示威者的過激行動。他強
調，警員每次施放胡椒噴霧前，必須向對

方作出口頭警告。
對於昨晚有警員在衝突中受傷，鍾錦華

說，本港過去的示威遊行中，不時有警員
在衝擊中受傷，假如示威者明顯蓄意向警
員施襲、用暴力向警員發洩，便有可能構
成襲警罪。

蓄意暴力施襲 或干犯襲警
襲警屬於刑事罪行，警方可根據《侵害

人身罪條例》或《警隊條例》，落案起訴
施襲者。根據香港法例《侵害人身罪條例》
(第212章36條b)的「意圖犯罪而襲擊或襲
警」，襲擊、抗拒或故意阻撓正在執行職
務的警務人員，最高可判監兩年；《警隊
條例》(第232章63條)，任何人襲擊或抗拒
執行職責的警務人員，循簡易程序定罪
後，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6個月。

做「餌」讓下屬脫身 鄭汝樺處變不驚

「現身」談社會安寧 湯家驊遭冷待

「騎劫」苦行者 職工盟「抽水」捱罵

反對派議員以「拉布」
方式拖延高鐵撥款申請審

議，並挑動部分反高鐵人士的情緒以壯聲
勢，但昨日立法會通過撥款，令反高鐵人士
希望落空，結果引發激烈衝突，他們以圍堵
立法會的方式宣洩情緒，令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鄭汝樺及部分建制派議員被困立法會內至

深宵。參與拉布的公民黨議員湯家驊，昨晚
深夜突然現身示威人群當中，一度以「大聲
公」發言，呼籲在場人士尊重立法會言論自
由，而社會亦需要安寧。然而，湯家驊假惺
惺的說話根本無法改變激進示威者的態度，
他們繼續在立法會外留守，更坐在車路不肯
離開。 ■本報記者 文森

示威者衝擊防線

警2次用胡椒噴霧

強闖立會 可罰2千囚3月

鄭汝樺與數十議員乘港鐵離去

臨危不懼

太過虛偽

【本報訊】大批反高鐵人士衝擊立法
會，更企圖衝入大樓阻止會議進行，可能
已觸犯多條香港法例。大律師陸偉雄表
示，立法會是神聖的地方，受《立法會(權
力及特權)條例》保護，一般人士甚至記者
進入，均要進行申請或登記。條例內訂
明，如違反指令進入會議廳或會議廳範
圍，即屬犯罪，可被罰款2,000元及監禁3
個月。

此外，示威者無視公眾秩序，亦會干犯
「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及《盜竊罪條例》
之下的《入屋犯法罪》，是指作為侵入者
進入任何建築物，對該處任何人的身體造
成嚴重傷害，或非法損壞該建築物或其內
的任何物品。他續稱，該批示威者情緒激
動，並非理性抗爭，如成功入侵立會大
樓，並破壞物品，即屬違法，最高可處監
禁14年。

【本報訊】同被圍困立會近6小
時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離
開大樓接受傳媒電話訪問時表
示，凌晨時分，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鄭汝樺及數十位立法會議員在
警員護送下，離開立法會。他透
露，警方的策略是利用與立法會
最近的港鐵遮打道站出口，護送
他們離開(見圖)，並乘港鐵最後一
列列車離開。

他透露，被困立法會期間，議員都是稍
作休息及觀看電視。對於反高鐵人士堵塞
立法會出入口，他表示，明白示威人士的

心情，但香港是法治社會，應透過和平，
以及非暴力的方法表達意見。如示威人士
的行動影響其他人，應予以譴責。

港鐵出口被封 千警維持秩序港鐵出口被封 千警維持秩序港鐵出口被封 千警維持秩序港鐵出口被封 千警維持秩序港鐵出口被封 千警維持秩序港鐵出口被封 千警維持秩序港鐵出口被封 千警維持秩序港鐵出口被封 千警維持秩序港鐵出口被封 千警維持秩序港鐵出口被封 千警維持秩序港鐵出口被封 千警維持秩序港鐵出口被封 千警維持秩序港鐵出口被封 千警維持秩序港鐵出口被封 千警維持秩序港鐵出口被封 千警維持秩序港鐵出口被封 千警維持秩序港鐵出口被封 千警維持秩序

【本報訊】反高鐵人士為衝擊警方防線，不斷與前
線警察拉扯，搶「鐵馬」、擲雜物；更卑鄙的是，不
惜以孩童作「人肉護盾」，有示威者抱 子女直衝向
警方防線，令護幼心切的警員有所顧忌，示威者乘虛
而入衝擊防線。另外，亦有示威者為防胡椒噴霧傷
眼，以保鮮紙自製眼罩；示威者又手牽手以人鏈方式
靜坐，在德輔道中數十人以「鐵馬」包圍自己，更搭
起數個帳篷躺在電車路上。

示威者抱仔作「肉盾」

■示威者不斷衝擊警
方防線。 美聯社

■警員使用胡椒噴霧阻
止示威者。

■大批警員
手拖手組成
人鏈，阻擋
示威者；更
有 警 員 跌
倒。

本報記者
梁祖彝 攝

■逾千名反高鐵示威者昨晚癱瘓中環交通。
本報記者潘政祁 攝

■有示威者情緒激動，不斷推撞警方架設的
鐵馬，被警方施放胡椒噴霧制止。 美聯社

■示威者想爬過鐵馬陣。本報記者曾慶威 攝

■有示威者以孩童作「人肉護盾」。
本報記者曾慶威 攝

部分在反對派鼓動下激烈反對高鐵撥款的示威

者，昨晚將激進行為升級，約數百人在財委會通

過高鐵撥款後，兵分多路霸佔中環多條要道，令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等人「被困」立法會內

長達6小時，並使中環的路面交通癱瘓5小時，港

鐵站出口被封，大批市民受影響，怨聲載道。激

進示威高峰期，現場有1,700名示威者聚集，警

方出動1,200名警員維持秩序，部分示威人士更

與警方發生激烈衝撞，警方要兩次使用胡椒噴霧

始能控制場面。政府消息人士表示，警方昨晚的

表現已經十分克制，對於任何破壞社會秩序及安

穩的行為，會予以譴責。多位立法會議員譴責有

關行為，嚴斥他們擾亂公眾治安。

■本報記者 嚴敏慧、鄭啟源、邱益忠、

鄭佩琪、羅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