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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局批煽動罷課不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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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驅散暴徒 檢大量武器
拘捕19男女扣查358人 一哥：誓必追究到底

暴力示威時序 遊行變味
6月9日
14:30 遊行提早半小時進行，遊行首兩小時，警方先
後於灣仔區拘捕7名遊行男子，分涉盜竊、襲擊、襲警
及企圖刑毀案，一名男警遇襲受傷。

19:30 5名至6名戴口罩男子在金鐘夏慤道海富中
心對開企圖佔據馬路，警員警告無效下使用胡椒噴
劑，該數名男子逃去。

20:50 中環遮打花園公廁平台有垃圾桶遭縱火。

21:00 有持「學生動源」旗幟、戴口罩者在夏慤
道一帶試圖衝出馬路。

21:05 愈來愈多戴口罩者聚集及拒絕聽從警方指
示，警方派出「特別戰術小隊」在政總附近執勤。

22:15 舉辦團體宣佈遊行結束，但有約500名示
威者聚集立法會公眾入口前空地。

6月10日
00:00 大批示威者開始衝擊立法會，拆毀鐵馬並
將鐵支及雜物擲向警員，導致8名警員受傷；警方
使用警棍、胡椒噴霧及胡椒水劑驅散，並拘捕7名
涉嫌非法集會男子。

01:10 警方在夏慤道佈防清場；大批示威者則佔
據龍和道築起鐵馬堵塞，又將垃圾桶等雜物丟落行
車隧道製造路障，警方要再度使用胡椒噴霧驅散。

02:05 另一批示威者在告士打道近入境事務大樓
對開，設置路障佔據來回行車線，警方再舉紅旗警
告示威者不要試圖衝擊警方防線，其後進行驅散，
再拘捕12名男女。

02:10 警方將聚集在政府總部外的「香港眾志」
成員逐一抬走。

03:00 警方將告士打道385名示威者驅趕至舊灣
仔警署對開，經逐一搜查及登記身份後放行，但警
方保留日後作出檢控的權利。

06:30 告士打道舊灣仔警署對開路段解封；警方
在現場檢獲疑由示威者遺下的眼罩、口罩、噴漆
罐、膠索帶、打火機，以及萬用刀、剪刀和刀片等
攻擊性物品。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反對派在周日遊行
後變本加厲，竟試圖鼓動學生參與罷課，就連幼稚園
和小學家長都在「招攬」行列。教育局昨日強調反對
任何罷課主張，並批評這種鼓吹是極不負責任的行
為，又提醒青年學生切勿參與違法活動。有校長及家
長代表亦呼籲，政治事件不應牽連學生，期望家長和
教師能作正確引導，免讓學生落入危險。
反對派昨日開始陸續散播所謂罷課主張，包括有早已
完成考試、開始放暑假的大學生稱會於明天「罷課」，
「家長聯盟」則聲言「不少家長主動表示有意罷課，多
數的子女正就讀幼稚園和小學」，部分反對派議員見勢
隨即煽風點火，呼籲罷課、罷市等。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就此回應指，任何課堂時間，包

括期末考試或試後活動都是寶貴學習經歷，不應受到
干擾，就有團體/個人等因修訂《逃犯條例》爭議揚言
發動學生罷課，局方認為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
教育局呼籲家長和教師，應幫助學生從多角度理

解，培養他們客觀、持平的分析能力，並以和平、理
性的方式表達意見，並相信教育工作者會繼續秉持專
業操守，緊守工作崗位，做好教學工作。局方會與學
校保持緊密聯繫，為校方提供意見和適切支援，盡力
讓學生在安全、有秩序及專業教學的環境下學習。

鄧飛：考試期罷課恐礙升班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直言，不少中小學如今正
值考試，「呢個時間搞罷課，只會影響到學生升
班！」他認為，現階段對罷課不需要太擔心，「始終
這一代（中學生）跟『佔中』或『反國教』已相距多
年；當然每一代都總有偏激分子，但相信這一代的年
輕人不會輕易受人煽動。」
不過，他亦強調關鍵始終在於家長和教師能否正確

引導學生，「假如有人明裡暗裡鼓勵學生『出動』，
事態發展就比較難料。」
有指部分幼稚園和小學的家長稱有意讓子女罷課，

鄧飛感嘆這絕非好現象，「小朋友無端捲入成年人的
政治爭拗當中，對他們來說根本不知事件始末，只知
獲父母准許放假一天」，又反問站在孩子成長角度
中，是否需要灌輸這般政治對立意識？
他期望相關家長應三思而後行，因罷課會引起壞先

例，「其實說穿了就是唔返學，咁到底要罷幾耐？」
至於進一步的激進行為，更有可能牽涉安全和法律問
題，後果不容小覷。

東區家教會籲青年切勿衝動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趙明表示，的確有聽聞於
大專界別有罷課的呼籲，但在中小幼家長圈子暫時未
有聽到，尤其中小學已在考試階段，「相信又未至於
要放棄考試的程度。」
他並強調政治歸政治，站在家長角度不希望事件牽

涉學生，更不希望看見學生涉及流血事件，籲年輕人
切勿衝動，應循正途表達意見。

■■警方在記者會上展示檢獲的暴力示威者衝擊警方在記者會上展示檢獲的暴力示威者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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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有組織罪案及反三合會調查科高級警司李桂華表
示，被捕的17男2女，分涉非法集結及阻礙警務人員

執行職務被扣查，他們年齡由19歲至34歲不等，大部分是
20歲左右的年輕人。

警登記身份 保留檢控權利
在告士打道近舊灣仔警署對開，警方成功圍堵358名涉嫌

參與非法集會的示威者，包括265男93女，當中年齡由16
歲至25歲男女佔291人，而18歲以下的亦佔24人，同樣以
年輕人佔絕大多數，他們即場接受搜身及登記身份後予以放
行。由於警方有理由相信他們曾參與非法集會，仍保留日後
作出檢控的權利。
警方在連串驅散行動中，還檢獲大量懷疑是暴力示威者使
用的五大類物品，一是保護裝備，有用作避免被胡椒水劑噴
中的眼罩；二是隱藏身份的物資，有口罩，以及預備不同款
式的衣物用作易裝逃避追蹤；三是刑毀塗鴉類，有不同的噴
漆罐；四是生事工具，有大量火機及膠索帶，當中膠索帶曾
被發現纏繞在立法會外的鐵馬上；五是攻擊性武器，包括有
剪刀、鎅刀、萬用刀及刀片等。
李桂華高級警司稱，警方將作進一步搜證，一旦有足夠證
據，將採取拘捕行動，絕不姑息。
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媒體聯絡及傳訊）江永祥指，
該次遊行絕大部分時間均和平及有秩序地進行，顯示香港大
部分市民都是熱愛和平、理性及守法的，惟至前晚10時主
辦單位宣佈遊行結束後，有部分激進及暴力的示威者留守現
場，並不斷挑釁在場的警務人員，包括在夏愨道西行線衝出
馬路企圖霸佔路面，並與警員發生衝突。
昨日凌晨，再有一批以口罩蒙面的示威者，在立法會大樓
的範圍內，公然拆毀一些鐵馬，並用拆下的鐵支、雜物襲擊
警員，又破壞正門車閘和衝擊警方防線，並用鐵馬、大型物
件及垃圾桶等企圖堵塞附近主要道路。警方多次警告無效
下，遂使用警棍、胡椒噴霧及胡椒水劑作出驅散行動，並拘
捕19名涉案男女，其間無使用催淚煙。

8警受傷 1人眼角縫15針險盲
整個行動中共有8名（22歲至44歲）警員受傷。江永祥高

級警司續稱，當中6名警員已經出院，2人仍留醫，一人右
眼角受傷要縫15針。警方對示威者破壞法紀及罔顧他人安
全的行為，予以嚴厲譴責。
警方強調一向尊重市民表達意見的自由，並致力協助市民
進行合法及和平的公眾活動，同時亦有責任確保公眾安全及
公共秩序，呼籲公眾人士表達訴求時，必須遵守香港法律和
社會秩序。

立會主席強烈譴責暴力衝擊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強烈譴責衝擊立法會大樓的暴力行
為，並透露在示威者遺留在現場的物品，包括一些極具攻擊
性的物品，如3呎長的自製尖銳長矛，還有電鋸、鐵鎚及易
燃物品。因應立法會明日將恢復二讀《逃犯條例》修訂草
案，他已要求執法部門果斷執法，確保大樓安全，以及會議
能夠順利進行。
同時，行管會已責成秘書處採取適當措施，確保立法會議
員、議員職員、秘書處職員及其他大樓使用者可以安全進出
立法會大樓，亦同時確保會議能夠順利進行。行管會在昨晨
的會議上，決定授權秘書處與警方商討，評估安全風險，在
有需要時請警方維持示威區的秩序，並發信表明規定議員不
可攜帶擾亂議會秩序或構成安全威脅的物品進入會議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民陣於日前
發起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最終演變成
暴力衝擊事件。惟反對派仍不罷休，工黨立
法會議員張超雄及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
議員辦事處更發動社福界於立法會明日就
《逃犯條例》恢復二讀當天罷工。社工總工
會亦呼籲非緊急服務的社工明天「集體請
假」。有社福界人士批評反對派以弱勢社群
當籌碼，呼籲同工要尊重業界操守及社工理
念，勿置服務使用者於不顧。
張超雄昨日聲稱，社工的天職是追求社會

公義，需要就反修訂《逃犯條例》升級，因
此與邵家臻議員辦事處發起社工罷工。

社總配合籲同日「集體請假」
社工總工會亦在facebook上發帖呼籲社工
明日「集體請假」及準備罷工，到立法會外
聲援會議廳中的反對派議員，更稱會與社福
界緊密商討「部署下一步行動」，「包括罷
工！」根據網上資料，已有多個社福組織表
明支持罷工行動。
社總並指，由於同工需要成為《職工會條

例》下的職工會會員，始可在罷工期間得到
最大的保障及支援(《僱傭條例》21B條），
社總正與各機構職工會緊密聯繫，包括呼籲
同工加入工會，作好支援罷工同工的準備，
明顯有意藉機「拉人入會」。

社福會憂服務對象利益受損
香港社工及福利人員工會副主席陳義飛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許多弱勢社群需
要專業人士服務，令他們的生活得以改善或
得到照顧，社福界正是要服務弱勢社群，不
應因為個人的政治理念而令傷健人士或長者
等服務對象成為受害人。
他強調，社工註冊條例列明同工必須確保

服務使用者得到照顧，批評有同工為了個人
政治理念而摒棄社工理念及價值，以弱勢社
群為籌碼，「社工與其他行業不同，飲食業
就算一間店關門，也有其他店開門做生意；
巴士車長罷工，市民也可選擇其他交通工

具，但社工卻完全不同，你罷工一天，服務對象隨時有
危險，因此必須以照顧服務使用者行先。」
陳義飛指出，香港是一個開放社會，市民有自由表達

其政治理念，例如日前的遊行便是一例，但必須尊重職
業操守及價值觀，呼籲同工參與罷工前必須三思。

建制抨擊反對派淡化暴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獨」分子
衝擊立法會，造成多名警員受傷，但反對派立法
會議員昨日為這些暴徒開脫，聲稱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拒絕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才是觸發激烈
抗爭的「罪魁禍首」。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批評，
反對派這種顛倒是非黑白、逢中必反、誤導香港
市民、抹黑香港司法制度的行徑，最終只為撈取
政治本錢，而置香港利益不顧。
反對派議員昨日發表聯署聲明，聲稱特區政府

在前晚反修例遊行後發表聲明，將如期於明日立
法會會議上恢復二讀《逃犯條例》的修訂條例草
案，是「漠視民意」，是觸發激烈抗爭的「罪魁
禍首」。「因此，我們理解有示威者在知悉特區
政府的聲明後，採取較激烈的抗爭行動。」
公民黨昨日在聲明中，亦試圖淡化暴徒所為，

形容這是「警民衝突」。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追
問公民黨議員譚文豪時，他大耍語言偽術，聲稱
何謂「警民衝突」有「不同界線」，他自己「沒
有太大意見」。另一名公民黨議員郭家麒亦稱，
大家對「警民衝突」的定義各有不同，但聲言討
論的焦點應放在特區政府漠視民意。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評，根據暴徒的衝

擊手法和裝備來看，明顯是有人有組織地衝擊立
法會，但反對派顛倒是非黑白，試圖誤導市民，
令人深感遺憾，並強調為香港、為公義，必定要
繼續支持政府修例，堵塞法律漏洞，保香港繁榮
穩定。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表示，根據前晚的亂象，

以及立法會保安和秘書處同事在清理示威區時發

現的大量極度危險及攻擊性物品，反映是次暴力
衝擊是有預謀的嚴重暴亂行為。身為議員者應該
實事求是，不能扭曲事實，企圖為某些人開脫。

批「叫人衝自己鬆」慣伎
工聯會議員郭偉強強調，特區政府有能力和責

任做正確的事，而修訂《逃犯條例》的漏洞就是
屬於正確的事，一定要堅持到底，而反對派刻意
煽動年輕人衝擊立法會，在電視上都看得到，但
到有危險時就不見人影，擔心要負起責任，是
「叫人衝，自己鬆」的慣伎。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議員馬逢

國指出，在討論修例的過程中，反對派議員並沒
有足夠的反對理據，只能一直顛倒是非黑白，向
市民洗腦，誤導大眾，更誘騙善良的市民參與他
們的激進行動。在有激烈行動時，反對派頭面人
物就突然全部失蹤，大家不應再上當。
民建聯議員何俊賢批評，反對派一貫地煽動市

民再挾持民意，以作為自己的政治籌碼，更不斷
以激進的言詞煽動示威者，正所謂「雖不殺伯
仁，伯仁卻為你而死」，一班年輕人以身試法，
事後反對派就施施然以此換取「政治籌碼」，行
為可恥。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指出，政黨的功能是市

民與政府溝通的橋樑，而非鼓吹或維護暴力行
為。任何人受傷也是不應該發生的，顏汶羽促
請，社會各界時刻保持冷靜、克制，也促請政府
更積極與市民解釋修訂的內容，讓市民更掌握修
訂的內容及釋除疑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蕭景源、鄭治

祖）「民陣」前日的反修例遊行，最終演變成暴

力破壞、流血收場。警方在驅散行動中檢獲大批

鎅刀、刀片等攻擊性武器，以及口罩、用作易裝

的衣物等，種種跡象都顯示遊行者有組織、有預

謀暴力衝擊立法會，及霸佔馬路企圖複製「佔

中」行徑。所幸警方果斷執法驅散不守法的示威

者，拘捕19名涉案男女，一度扣查多達358人。

行動中共有8名警員受傷，一人眼角傷口要縫15

針。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嚴厲譴責暴力行為，誓言

追究到底，重申警方有能力及決心將所有滋事者

繩之以法。

■立法會秘書處人員在衝擊後發現的武器（左上圖、左下圖、右下圖）。 立法會秘書處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