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昨日舉行特別會議，
討論立法會再被暴力衝擊事件。曾鈺成在

兩小時的會議後表示，上周五示威者衝擊立法會
大樓的行為十分惡劣。行管會翻看當日的錄影，
及經秘書處匯報後，認為當日不是單純的示威行
為，更不純粹是針對東北發展區計劃，部分人士
明顯不擇手段，包括破壞各通道的大門等，試圖
攻入大樓。
他批評，示威者的行為「越來越兇狠」，

竟然仿傚古羅馬攻城的方式，拿起鐵馬多次
撞擊立法會大樓的門口，「這道防火門相當
之厚，利用石屎材料，不輕易打爛，但示威
者利用鐵馬，不斷撞向該道大門，更非用竹
枝撬大樓的玻璃門，是大很粗的竹槓不停去
撬，甚至運用鐵尺等物體……這還說是和平
示威？」
曾鈺成指出，有關示威者的組成比較複雜，本

身具有不同目的，並非所有都純粹針對新界東北
發展區計劃，有些是帶着惡意要攻入大樓。

載圖教擊玻璃門煽傷人
在高登討論區內，有人留言部署「六月二
十再戰立法會」，教人以何種裝束阻擋胡椒
噴霧、如何列陣衝擊警方防線及把警方的頭
盔等裝備搶走後自用等。同時更有人上載圖
片，分析立法會大樓玻璃門的結構及大樓平
面圖。 曾鈺成批評這種言論「更令人吃
驚」。有示威者更涉嫌煽動其他人士，「玻
璃門後的人，不是我們的朋友，就算受傷都
不要緊！」反映個別示威者有明顯的惡意動
機，有人不惜一切，利用各種暴力，誓要攻
入大樓內。

撤回撥款或發放錯誤訊息
被問及財委會應否撤回有關新界東北的撥款申

請時，曾鈺成強調，倘財委會經過兩次衝擊就不
再討論有關撥款申請，會帶出一種訊息，就是令
市民以為以衝擊手段就可迫使撥款撤回，因為除
新界東北發展外，未來立法會仍然需要討論許多
爭議性的議題，他不希望社會誤以為暴力可以終
止議會的所有運作。

周五停接訪客增保安
為防止暴力事件發生，本周五的財委會會議將

進一步加強保安措施，開放圖書館、餐廳，立法
會大樓一至三樓繼續不會開放給議員助理，而為
針對上周五有不在場的議員竟「招待」了10多
名訪客整日在大樓內活動，令保安員要加派人手
看管，故本周五將停止接待所有議員的訪客，停
車場也不會設訪客車位。
為減少大樓內工作人員遇到的風險，他會讓議

員考慮，除必須工作的議員助理外，其他助理可
以不回來。當日秘書處若有不需要特別執勤的人
員，也不用到立會大樓。
由於有多名保安人員受傷，保安力量進一步

被削弱，行管
會決定減少財
委會公眾席人
數，由 20 席減
至 10 位。立法
會並研究可否
通過護衞公司
聘 請 更 多 人
手，以應付周
五 的 保 安 需
要。秘書處會
在未來兩天，與警方研究如何防止暴力事件。

警：不容違法暴力行為
警方昨日表示，會主動調查有人發布有關衝擊立

法會的指南，亦已接到立法會職員的報案，指社交
媒體有人號召衝擊立法會，列作「求警協助」處理，
交由商業罪案調查科科技罪案組跟進。
警方強調，大部分針對現實世界的法例均適用

於互聯網世界，市民必須合法及負責任地使用互
聯網，警方尊重市民表達意見、言論及集會的自
由，但絕不容忍任何暴力事件及違法行為，定會
採取果斷行動及有效措施，恢復社會秩序。

A1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朱韻詩 ■版面設計：余天麟

惡意衝擊無關新東北 曾鈺成批不擇手段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鄭治鄭治

祖祖））激進反對派組織罔顧法激進反對派組織罔顧法

紀紀，，上周五借口反對發展新界上周五借口反對發展新界

東北計劃東北計劃，，肆意衝擊立法會肆意衝擊立法會

大樓大樓。。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

日在行政管理委員會特別會日在行政管理委員會特別會

議後批評議後批評，，事件不是純粹針事件不是純粹針

對東北發展區計劃對東北發展區計劃，，而是有而是有

人採用暴力的手法人採用暴力的手法，，不擇手不擇手

段段，，惡意衝擊惡意衝擊，，又透露網上又透露網上

流傳部署流傳部署「「六月二十再戰立六月二十再戰立

法會法會」」，，教人衝擊警方防線及教人衝擊警方防線及

把警方的頭盔等裝備搶走後作把警方的頭盔等裝備搶走後作

武器用途等武器用途等。。證明有人不惜一證明有人不惜一

切切，，利用各種暴力利用各種暴力「「攻入攻入」」大大

樓樓。。警方昨日回應指警方昨日回應指，，他們會他們會

主動調查有人涉教唆犯法主動調查有人涉教唆犯法，，又又

證實已接獲立法會職員報案證實已接獲立法會職員報案，，

並列作並列作「「求警協助求警協助」」處理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
對派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有人更
在網上號召他人本周五「再來一
次」，更詳細教導如何攻入立法會。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有關的留言可能
已構成刑事罪行。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昨日舉行「暴

力衝擊立法會 香港法治何去何從？」
記者會。該會高級顧問、經民聯立法會
議員梁美芬批評，有網上「指南」教唆
人如攻城一樣攻佔立法會，或已涉及教
唆人犯法，隨時干犯刑責。
她坦言，發放訊息者如「精人出

口、笨人出手」一樣，並對此感到憂
慮：「現在有很多我們認為是歪理的
言論，包括為了爭取一些事，犯法也
可以接受。發這些訊息的人自己未必
這樣做，但可能教別人這樣做。」
梁美芬強調，香港法治精神一直讓

港人引以為傲，因政治或個人訴求衝
擊法治精神，是危險的訊息，令社會
對犯法的行為「沒有感覺」。她又不
點名批評「佔中」行動指，有些群眾
運動講明要「癱瘓警隊」，自己希望

維持法治的人不應成為攻擊對象。
她強調，激進行為難有好結果，

「我所經歷過的群眾運動，最後越年
輕越激進的會騎劫了運動……最後人
人都話不是我叫那些（激進的）人
做，結果發生不幸的事情。」

馬恩國：損建築物可遭檢控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

馬恩國則批評，上周五攻入立法會的
行為或涉干犯《公安條例》第十九條
關於暴動的定義，而第二十一條亦指
出暴動者破壞建築物、機器等亦可能
遭檢控。他進一步指出，澳洲當地
2005年的一個案例指出，未成年示威
者偷取一面澳洲國旗也被判囚7個
月，顯示外地如澳洲對付暴動亦「絕
不手軟」，香港已是非常合理。
律師鄧達明則指出，網上教唆他人

犯法的留言，可能已構成犯罪。他解
釋，網上留言說明哪塊玻璃是立法會
的玻璃，有足夠細節叫一個人犯法，
很大機會構成「誘使他人作出刑事毀
壞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反
對派以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為由，暴力
衝擊立法會預演「佔中」，造成大樓嚴重
損毀及多人受傷。由於事態嚴重，六名行
會成員昨日罕有地齊聲嚴正譴責示威者是
有意圖有組織的破壞，其粗暴行動已經超
出其表達意見甚至示威目的，嚴重衝擊香
港法治形象及核心價值。他們又批評，
「佔中」是損人不利己，既不能令中央政
府讓步，卻衍生跟衝擊立法會同樣的暴力
場面。

李國章：「佔中」損人不利己
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批評，上周五的「衝
擊立法會事件」是不可能接受，令他感到香
港由「安全城市」變為「混亂地方」，若本
周五再發生類似事件，相信警方會採取強硬
行動。
他續說，立法會議員作為民意代表，有責
任譴責混亂衝擊的行動，「如果立法會議員
都不譴責這些行為，是做得非常不好，更不

代表市民聲音。不說部分議員走出來支持行
動，但至少都要譴責。否則香港會變成亂的
地方，我們是否想自己的家庭及城市變成這
麼亂的情況？」
李國章強調，他反對「佔中」。雖然「佔

中」稱「和平」，但實際是不能控制，擔心
令香港變成沒有法治，「大家想清楚『佔
中』的出發點。正如中國傳統說話：『損人
利己』非好事，而『佔中』則是損人不利
己，更是一件傻事。看到衝擊立法會事件，
『佔中』不應該進行，即使一萬人參與佔
中，看不到中央會因此讓步。」
行政會議成員史美倫形容，立法會發生的

暴力事件，是有意圖有組織的破壞性行為，
是絕對不能夠容忍的，「這是非常嚴重的暴
力事件。我們亦非常支持警方所採取的行
動，並希望立法會自我檢點並檢討一下，有
甚麼其他保安方法，確保議會可以和諧理性
討論。」

周松崗：衝擊港法治核心價值

行政會議成員周松崗批評：「（衝擊立會
的）行為已經是超出表達意見甚至示威舉
動，是一個粗暴行動，衝擊香港法治形象和
核心價值。」
行政會議成員廖長城指出，衝擊立法會事

件是有意圖及有組織的，要求立法會檢討，
並指事件已影響香港核心價值，令他們更擔
心「佔中」。

林健鋒：干擾立會運作或涉罪行
行政會議成員李慧琼也強烈譴責暴力行

為，並對事件感到遺憾，她預計周五同樣有
人衝擊立法會大樓，建議將示威區搬離立法
會遠一點。
行政會議成員林健鋒強調，衝擊立法會的

行為，是干擾立法會運作，可能涉及罪行。
他希望仍然在網上呼籲本周五再衝擊立法會
應停止有關行為，「我呼籲市民不要理會網
上的鼓動，甚至參與本周五的衝擊行為，有
關行動已經干擾立法會運作，並可能是不合
法的罪行。」

六行會成員齊聲譴責暴力

李慧琼

法
律
界
：
教
唆
犯
法
須
負
刑
責

■■示威者上周五晚暴力衝示威者上周五晚暴力衝
擊立法會大樓擊立法會大樓，，用竹竿撬用竹竿撬
毀玻璃大門毀玻璃大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激進示威者網上貼
圖 ， 聲 稱 要 「 拆 政
府」。 網上圖片

■在衝擊立法會事件後，有網民竟自製圖片，「教導」示
威者如何擊破玻璃窗。 網上圖片

■■梁美芬梁美芬、、馬恩國等批評馬恩國等批評
暴力衝擊暴力衝擊。。 鄭治祖鄭治祖攝攝

李國章 史美倫 周松崗 廖長城

■■曾鈺成指秘書處和警方將研究防止立法會大曾鈺成指秘書處和警方將研究防止立法會大
樓再發生暴力事件樓再發生暴力事件。。

攻打立會
警方徹查

林健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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