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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政團批搞手誘細路犯法
強調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籲年輕人勿擾亂港秩序

推學生做「馬前卒」教界痛心無奈

行政署：無收窄集會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行政署長蔡潔如昨
日表示，支持警方果斷執法，表示因為未知現場情況是
否受控，暫時撤銷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所有公眾活動的申
請。她強調，當局一直尊重市民表達及集會的權利，港
府自2011年遷入新址至今，一直遵守有關使用條件，
當局並無收窄集會空間，亦不存在收窄空間導致今次事
件發生的情況。
大批學生及市民前晚強闖政府總部外集會，蔡潔如昨
日會見傳媒表示，對事件導致多名人員受傷表示遺憾。

她說，作為政府場地管有人，支持警方果斷執法，呼籲
示威者理性、和平、守法表達意見，亦希望包括中學生
在內的示威者，注意自身安全及他人安全。

3團體集會申請撤銷保安全
蔡潔如同時宣布，撤銷3個團體，包括香港建造業協

會、香港環保物流及清潔從業員協會及汽車交通運輸業
總工會今日在政府總部前地進行的公眾集會申請，以確
保公眾安全。

她解釋指由於未知現場情況是否受控，因此暫時
撤銷所有公眾活動的申請，並補充有關申請團體集
會的目的，是支持2017年以一人一票方式普選香港
特首，相信日後仍有不少機會予市民申請場地使
用。
被問及有市民希望完全開放政府總部東翼前地，

不要設太多限制，蔡表示，當局一直尊重市民表達
及集會的權利，港府自2011年搬入新政總至今，一
直遵守有關的使用條件，即指定時間內只要獲行政
署批准，團體可在前地舉行公眾集會，當局並無收
窄集會空間，亦不存在收窄空間導致今次事件發生
的情況。

教局：一經定罪
影響升學就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學聯及「學民思潮」
前晚發起衝擊政府總部行動，逾70人於衝擊事件及清
場行動中被捕。據八大院校昨日回覆的資料指，最少
近30名學生被捕，各校目前正聯絡被捕學生，為他們
提供法律諮詢及其他支援。多所大學都呼籲，持有不
同意見的學生以文明、理性、和平的態度，展開具建
設性的對話。

最少30名大學生被捕
八大院校昨日回覆本報指，至少有30名大學生在衝

擊政總事件中被捕。浸大發言人指，該校有十多名學
生被捕。港大發言人稱，得悉有8名港大生被捕。中
大指，約6名學生被捕。科大指，據悉有3名至4名學
生被捕。理大、教院與城大則指，各有一名學生被
捕。嶺大稱，知悉有學生被捕，但暫未知被捕人數。
八大院校均表示，正盡力聯絡被捕學生，為他們提

供法律諮詢及其他支援。教院發言人表示，校方已即
時啟動應急小組，通宵留意政總現場情況。署理學生
事務長及學生事務處亦已到黄竹坑警察訓練學校，為
受影響學生提供適切協助。
港大、中大、科大和嶺大則呼籲持有不同意見的學

生以文明、理性、和平的態度，展開具建設性的對
話。中大發言人補充指，期望政府與執法人員盡量包
容學生，以對話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反對派昨日「佔領」
政府總部門外的添美道，警方其後宣布是次為非法集
會。教育局昨日傍晚發出聲明，提醒參與有關活動的
學生有可能被拘控、定罪及留有案底，影響日後升學
及就業前途。教師如因此被定罪，必須承擔法律責
任，以及相關專業及職業的前途後果。
發言人強烈呼籲家長及教師，切勿讓未成年子女及

學生參與或被教唆參與違法行動，以免危及人身安
全。

八大促學生和平理性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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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反對派組織學聯及
「學民思潮」誘騙中學生
前晚加入「罷課集會」，
其後學聯及「學民」承認
他們有預謀地煽動年輕學

生暴力衝擊政府總部，更把警方維持法
紀的責任抹黑為「武力打壓」，目的只
是要為違法「佔中」造勢。不過，有關
人等翌日又改口稱，他們是因為看到有
學生衝向政府總部，學聯及「學民」等
才衝落台「支援」，試圖撇清可能涉及
的刑責，以學生做「擋箭牌」。
原定的「和平罷課」集會，前晚突然
變成暴力衝擊亂局，赤裸裸地暴露了激
進反對派借莘莘學子「過橋」的嘴臉。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在前日上午
接受傳媒採訪時，曾公開表示「學民思
潮」當日無計劃發起「公民抗命」行
動，因此傍晚時分不少學生及市民信以
為真，到政府總部參與集會。

黃之鋒台上下令 場面失控
不過，前晚約10時半，根據新聞片

段，黃之鋒突然在台上動員示威者衝入
政府總部公民廣場：「我現在呼籲大家
跟我們一起進入『公民廣場』!」一聲令
下，場面失控。
所謂「和平」集會峰迴路轉，演變成

警民衝突後，多名發動罷課的負責人證
實罷課只是為「佔中」造勢的幌子。學
聯秘書長周永康昨日凌晨接受傳媒訪問
時，直認早已部署佔領政總東翼前地，
目的是為配合「佔中」行動。香港大學
學生會會長梁麗幗承認，衝入政總是學
聯及「學民思潮」共同合作的計劃及決
定，但稱行動「並非不和平」，因他們
「沒有作出傷害學生和保安的行為，相
信市民可判斷誰對誰錯。」
衝擊行動最少造成多名警員、保安員

及參與者受傷，黃之鋒亦因涉嫌非法集
會、擾亂公眾秩序及強行進入政府建築
物被捕。「學民思潮」發言人黎汶洛昨
晨在電台節目時改口稱，前晚黃之鋒在
台上發言時，因看到一批學生嘗試進入
政府總部廣場，才叫參加者「支援」，
共有百多人成功進入，大部分是大專
生。

挑戰法治「有片有真相」
他又聲稱，衝擊者是在了解法律責任
的情況下才參與，暫未有中學生或18歲
以下學生被捕。但所謂「有片有真
相」，以黃之鋒為首的激進學界組織，
煽動學生衝擊政府防線，挑戰香港法治
根基，可謂鐵證如山。

■記者 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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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李自明）激進反對派
組織學聯及「學民思潮」一直聲稱前晚是「和平理性集
會」，誘使未成年的中學生參與，但其實他們原來早已
密謀煽動學生衝擊政府總部。教育界人士及家長均狠批
學聯與「學民思潮」出爾反爾，令原本「和平」的罷課
行動變質為暴力衝擊事件，罔顧學生安全，對此大感痛
心。有家長指責學聯及「學民」利用學生對政治的一腔
熱情，把學生視作「馬前卒」，進行暴力衝擊事件，令
家長感到十分憂心。

林日豐：出爾反爾 和平變暴力
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林日豐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批評
學聯與「學民」出爾反爾，「他們一直說集會是『和平
理性』，呼籲學生參與、動員未成年的中學生到場，又
呼籲家長和學校不用擔心，但今次卻發生了暴力衝擊事
件，完全罔顧學生安全。他們要如何向公眾交代？」
他坦言，對是次暴力衝擊事件感到很痛心、很無奈。
議會早前已呼籲社會各界勿把政治角力帶入校園，但學
聯及「學民」兩個組織無視教育界聲音，把學生推向危
險、暴力行動，情況令人憂慮。
他又擔心類似衝擊事件將在「佔中」時再次發生，學
校和家長都擔心在政治組織的煽動下，會有偏激學生參
與「佔中」行動，「這些學生可能明知家長不同意，會
隱瞞家長和學校參與，是最高危的一族。」他苦口婆心
地勸喻學生要易地而處為家長設想，勿受政治團體煽
動。

教聯會：撐警果斷 防暴力蔓延

教聯會昨日發表聲明，對罷課集會演變成暴力衝突深
表遺憾。該會此前已多次表達對罷課隨時演變為其他更
激進行動的關注，日前的暴力衝擊事件，令最不願看見
的一幕終於發生，並強烈譴責集會人士的非法強闖行
為，同時支持警方採取果斷措施，以阻止暴力衝突繼續
蔓延，維持秩序以保公眾安全。
對激進學生組織煽動學生衝擊政總廣場，教聯會憂慮

會有未成年中學生捲入暴力事件，中學生心智和判斷力
仍未成熟，容易受到煽動而作出激進行為，「少數人為
了一己之私，罔顧中學生安全和前途，煽動學生捲入政
治鬥爭，這種行為絕對不能接受，亦絕對不能姑息。」
教聯會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對於任何暴力和違法

事情絕對不能容忍，呼籲家長關心子女安全，切勿帶他
們參與違法行動，並提醒子女此類行為所帶來的法律後
果和責任。同時，該會呼籲全港校長及教師謹守專業崗
位，保護未成年學生，避免出席違法集會，堅決抗拒罷
課等激進歪風衝擊校園。

陳鳳雯：痛心罷課變質
九龍城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陳鳳雯接受本報訪問時

亦指，過往家長雖然不支持學生以罷課作政治表態，但
亦會尊重個別同學選擇，但如今罷課已變質為暴力衝
擊，對此感到痛心。
她批評學聯與「學民」利用學生對政治的一腔熱情，
在集會上向學生灌輸抗爭意識，意圖挑起學生激進情
緒，「他們把學生當作『馬前卒』，公然鼓吹他們跨越
圍欄、突破警方防線衝擊政總，有沒有想過一旦發生意
外，誰人負責？」她強調，家長與學校最關心學生安

全，「學生不是暴民，但是次衝擊事件令家長感到十分
憂心。」

狄志遠憂衝突白熱化
家庭教育學院總監狄志遠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批評：

「你（學聯及『學民』）又說『和平非暴力』，結果又
有暴力出現，有人會埋怨你，最終沒有好結果，（參與
者）也有可能要負上刑事責任。」他擔心衝突進一步白
熱化。

李瑞美籲家長提醒法律後果
香港成人及持續教育協會會長李瑞美強烈譴責少數集
會人士的非法強闖行為，並支持警方採取適當措施，以
阻止暴力事件繼續發生。她又呼籲家長與子女多溝通，
提醒子女參與違法行為帶來的法律後果。

民建聯斥衝擊者累多人受傷
民建聯昨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
衝擊者罔顧他人安全，導致最少4
名警員、11位政府總部職員及保安
人員受傷，並向受傷人士致以慰
問。
民建聯指出，警方對有關人士曾
作出多次勸喻及警告但無效。警方
在執法過程中表現出極大的克制和
專業精神，該黨支持他們依法維護
公共秩序，追究違法行為，並強調
所有市民都期望表達意見的方式和
平理性，希望所有人，特別是家長
和教師，顧念下一代的安全與前
途，又呼籲年輕人不要參與非法集
會和行動。

工聯會批暴力行為損港穩定
工聯會昨日強烈譴責煽動學生暴
力衝擊政總的行為，批評這種暴力
行為對香港穩定繁榮、對香港邁向
2017年普選特首之路沒有好處。
工聯會質疑，有發起人鼓動未成
年學生作「馬前卒」，可見發動者
擾亂香港秩序的實質目的，置年輕
人的人身安全和長遠利益於不顧，
「他們的所謂被『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及『梁特首不願對話』逼出來
的行動只是藉口，實際是一些不想
香港安寧、不想香港有普選的搞手
的有心部署。」
工聯會強調，支持警方嚴正依法
執法，呼籲學生保持理性，不要受
有心搞亂香港的部分激進分子挑
動， 作出傷害自己及家園的行
動。

經民聯：煽學生犯法不能接受
經民聯昨日對罷課集會演變成衝
突深表遺憾，並對集會人士與警方
爆發嚴重衝突一事予以譴責。該黨
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法治是香

港的核心價值，警方維持社會秩序
是依法履行職責。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表示，任何人

鼓吹、煽動學生用違法行動破壞香
港和平穩定，是絕不能接受的，
「我理解社會上有不同意見，但必
須用合法、理性、和平方式表
達。」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
對破壞香港穩定、安寧的違法暴力
行為不能接受，尤其是未成年學生
參與其中，將直接影響學業及家
庭，令家長擔心。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指出，

有中學生公然參與違法衝擊行動，
響起危險警號，並批評反對派一直
聲稱集會「和平非暴力」，最後竟
以暴力收場。她質疑學聯及「學
民」早有計劃衝擊政總，不明白年
輕人為何明知犯法仍然去做，情況
令人憂慮。
她批評，香港經濟、法治環境來

之不易，反對派只是追求「理想空
殼」，以「佔中」、罷課、甚至策
動中學生以暴力行動衝擊政府總
部、挑戰國家主權，是「盲撞」、
「歪理當真理」，是十分錯誤的做
法，反對派需要為此負上最大責
任，「鼓勵中學生走掘頭路，犧牲
的不僅是他們的政治利益，而是香
港的前途都被犧牲！」

新民黨自由黨強烈譴責
新民黨對學生衝擊政總及立法會

導致多人受傷，表示強烈譴責學生
暴力行為，同時強調不支持學生以
不合法行為表達訴求，支持特區政
府果斷清場。
自由黨對學生集會最終演變成暴

力衝突表示遺憾，並強烈譴責學生
的暴力行為，重申尊重學生有表達
意見的權利，但必須採取合法方
式。對於任何暴力行為，自由黨都
不會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激進反對派組織學聯及

「學民思潮」前晚煽動在政府總部外集會的人士突襲警方防

線，爆發暴力衝突，造成多人受傷。立法會各大政黨及政團

昨日均強烈譴責策劃者，誘使未成年的中學生捲入暴力及違

法的政治行動，擾亂香港秩序，並強調支持警方嚴正依法執

法，呼籲年輕人不要參與非法集會和行動。

「保港運動」到場挺警嚴正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學聯及「學民思潮」連
日於政府總部集會，又與警
方發生衝突，昨日有團體到
場支持警方嚴正執法。「保
衛香港運動」10多名成員，
昨日下午到金鐘港鐵站附近
集會，高呼支持警方的口
號，又批評學聯及「學民思
潮」前晚突然強行闖入政府
總部東翼前地。他們又遊行
至統一中心通往中信大廈的
天橋，呼叫口號後散去。

「和平罷課」說謊 推學生送死
「保衛香港運動」發起人傅振中在昨日遊

行前表示，學聯及「學民思潮」一直聲稱
「和平罷課」是在說謊，「前晚他們突然強
行闖入政府總部，等於叫學生送死。」「學
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更是「披着羊皮的
狼」，因為他欺騙了學校、家長及學生，讓
他們墮入陷阱。
對於有中學生戴黃絲帶上課，傅振中認

為，「中學生血氣方剛，最容易受欺騙，黃
絲帶是一種政治表徵，根本不應該讓政治走
進校園。校長有責任保護學生，不讓反對派
那些有毒的政治思想欺騙學生，挑動學生作
出違法行為。」
集會後，10多名「保衛香港運動」成員由
警方開路，遊行至中信大廈外的天橋，並在
示威區再次高呼口號。當時，不少反對派支
持者以粗言穢語喝罵他們，並做出不文手
勢，警方築成人鏈分隔他們。約10分鐘後，
「保衛香港運動」成員和平離去。

■保衛香港運動10多名成員，昨午到金鐘港鐵站附近集會，高
呼支持警方的口號。 文森 攝

■狄志遠 ■林日豐

救救學生

學聯
「學民」

■有年輕女學
生於衝擊事件
中感到無助，
警 察 伸 出 援
手。下圖為前
晚仍有穿校服
女生在衝擊現
場逗留。

圖：曾慶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