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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哥：警被迫用低殺傷力武器
暴徒猛烈攻擊 生命受威脅 危急關頭不得不動武制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6．12暴動」
翌日，滋事分子繼續罔顧社會秩序，在昨晨上班
繁忙時段成群結隊干擾港鐵服務，要「堵塞地鐵
主要幹道，癱瘓香港經濟」，包括阻車門關閉、
按動車廂緊急掣、扮暈倒，甚至扮叉錯腳夾在月
台罅隙，但就被踢爆未傷先包紮，事前在腳部纏
上紗布保護。港鐵昨日接獲觀塘線共發生多達28
宗「事故」，20班車受阻。有乘客批評滋事青年
令人反感。
在「6．12暴動」當晚，已有暴動「指揮者」

在網上煽動、召集和預告「癱瘓港鐵戰略」，聲
言要「癱瘓港鐵，迫使全人類罷工罷課罷市」，
更稱已召集三組人，每組最少400人，以「塞滿
整個車卡為目標」，在早上繁忙時段在觀塘線的
轉車站，包括九龍塘站及油塘站進行。

「乘客」扮「跌倒」警帶走即起哄
昨晨8時許，約有30多名戴口罩的男女，在港

鐵調景嶺站二號月台聚集。在列車入站後，其中
一名青年突然「跌倒」報稱受傷，在場多名手持
盾牌的警員上前了解，並將他帶走，惟多人即時
起哄，大叫「放人」及「救人」，該青年要由救
護車送院治理。
隨後，該批青年陸續登上觀塘線往何文田方向

的列車逃去，隨之而來的是車長發現沿線多站有
人以不同藉口，來回月台與車廂之間阻礙車門關

閉，在油塘站有港鐵職員介入時，有人則以搭錯
車作藉口，與協助關門的職員「理論」，乘機繼
續阻礙車門關閉，又有多名「乘客」在沿途各站
按動車廂緊急掣，聲稱有人不適或暈倒。
有一名青年更聲稱在進出車廂時「意外」踏空，
右腳小腿叉夾在列車與月台之間罅隙。其同伴則不
斷阻止車門關上，最後被港鐵職員推入車廂或拉出
月台，受阻的乘客紛紛露出厭惡表情，有乘客批評
這種做法是擾亂公眾秩序，令人反感。
當港鐵職員及警員上前協助該名青年解困時，

其表情「痛苦」，但又不合作，當被警員抬到月
台一邊時，仍繼續歇斯底里地大叫，惟亦露出
「馬腳」，被發現右腳小腿處早已預先包纏好紗
布作保護，不排除有人故意扮「意外」。

20班車受阻 最長延誤廿分鐘
港鐵車務營運總管鄭群興表示，昨晨在觀塘線

共接獲18次車門關閉受阻報告，以及10次按動
車廂緊急掣求助報告，共涉及20班列車，列車服
務受延誤兩分鐘至20分鐘。
鄭群興續說，在其中一班開往調景嶺站的列

車，先有乘客在太子站按動車廂的緊急掣求助，
當列車駛至石硤尾站時，車長再發現其中一道車
門被人強行開啟。他呼籲乘客要「顧己及人」，
不要作出阻礙車門或列車運作的行為，以免影響
行車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鐵路工會對有人企
圖癱瘓港鐵表示失望，並提醒根據港鐵附例，不當使
用緊急設備或阻礙車門關閉可被檢控。

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主席林偉強昨日強調，尊重言
論及表達意見自由，但不應透過癱瘓港鐵列車運作來
表達訴求，他對昨日早上發生的事件感到非常失望和
遺憾。根據《香港鐵路附例》，倘乘客不恰當使用緊
急設備，最高處罰港幣5,000元；不當進入或離開列
車，最高處罰則為港幣2,000元。

亂撳緊急掣 可罰5000元

■■有青年疑自製意外有青年疑自製意外「「叉錯腳叉錯腳」」被困被困，，以以
圖阻礙港鐵列車服務圖阻礙港鐵列車服務。。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大批懷疑滋事者在港鐵調景
嶺站月台起哄，大叫「放人」
及「救人」。 網上圖片

6．12金鐘暴動釀成81人受傷，包括22名警務人員。而截

至昨日下午警方拘捕 11人，包括多間大學的師生（見另

稿）。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昨日總結警方的平暴行動時強調，前

線警員面對數以萬計的暴徒，部分人猛烈攻擊，警員在個人及

在場者生命受威脅情況下，被迫使用低殺傷力武器制止，有關

裝備也與海外國家相若。警方使用武力時嚴格依從相關指引，

先發出警告或展示警告旗幟，更一度出動談判專家相勸，直至危急關頭才使用武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11名被捕者分別涉嫌公眾地方擾亂秩序、襲警、非法
集會及與暴動有關的罪行，部分
人在醫院治傷時被捕。

不會阻礙疑犯接受治療
盧偉聰在記者會上表示，當警
方有合理懷疑醫院有傷者涉及犯
罪活動，前往調查及拘捕是一貫
的做法，強調絕不會阻礙疑犯獲
得合適治理，「情況如同警方知
道有黑社會人物犯案受傷到醫院
求診，警方到醫院調查及拘捕的
情况一樣，並不會因為有關人等
在醫院便不進行拘捕。」
他又否認傳言指警方進行過搜
查醫院的行動。

指蒙面者有組織「佔路」挑釁
他回顧整個平暴行動時指出，
前日（12日）早上8時大批蒙面
者有組織地衝出龍和道及夏愨道
一帶霸佔道路，並作出威嚇及挑
釁行為，「已構成非法集會，但
警方一直保持克制及容忍。」
至中午，警方留意到附近有地
盤被人偷去鐵支及木板，同時接
獲舉報有人掘起路面大量磚頭，
「當時有市民被困在龍和道隧道
內，警方要出動談判專家與示威

者談判8小時，
始能協助被困車
輛離開，其間被
困者不能上廁所
及飲水；亦有車
輛在金鐘及中環
一帶刻意堵路，
令交通幾近癱
瘓。」
在 下 午 3 時

後，暴徒變本加
厲，有組織及策
劃性地在不同地點衝擊警方防
線，其間不斷將磚頭、鐵馬、鐵
支及木板擲向警員，警方防線一
度退至立法會前的角落，前線警
員感到生命受到威脅，「當時立
法會和政府總部內都有人辦公，
警員為保護自己、確保立法會有
效正常運作及大樓內的人員安
全，迫不得已使用武力。」

警用裝備與外國類似
盧偉聰指出，前線警員面對數

萬名暴徒，甚至部分暴徒的猛烈
攻擊，壓力可想而知，並強調警
方使用武力時嚴格依從警隊的相
關武力指引。
在今次行動中所用的裝備，與
海外國家執法機構處理同類暴動

所用的裝備相似，全部為低殺傷
力武器，包括警棍、胡椒噴霧、
催淚水劑、布袋彈等。在施放催
淚彈前，警員在可行的情況下會
發出警告或展示警告旗幟，只有
在危急關頭才可能先作武力行
動，然後警告。
在制暴行動中，警方共發射約
150枚催淚彈、20發布袋彈及數
發橡膠彈，行動中共有22名警員
受傷。
盧偉聰再次強烈譴責暴徒行為

嚴重威脅公共秩序和安全，「警
員與示威者同為香港人，我們都
想香港治安良好，讓市民安全生
活及表達意見，希望大家有什麼
訴求也好，能以和平、理性、守
法方式表達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余韻）今次暴亂有多間大學
及中學的師生受傷或被捕，香港
大學學生會學苑昨晚聲稱，共有6
名大學生參與當日的示威行動被
捕，其中4人為港大學生，兩人
以遊蕩罪被捕，另兩人則罪名不
詳。學苑「老屈」稱，昨日有警
員到港大李國賢堂搜查，但警方
發言人否認有關傳聞。
是次暴動示威有多名大學生受
傷被捕。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昨
日向全體學生發電郵，對於該校

有學生在事件中受傷及被捕感關
注與擔憂。

段崇智籲重回理性討論
他沒有透露涉及多少名該校學

生，但強調作為師長，最關心的
是學生平安，校方會繼續與學生
保持聯絡及溝通，呼籲學生要確
保自身和他人安全，遠離危險的
地方。並期望各方能保持冷靜和
克制，重回理性討論，讓事情得
以妥善解決。
城市大學發言人則回應指，該

校有學生受傷及被捕，校方表示
非常關注和痛心，希望能與受傷
或被捕的學生聯絡，讓大學在了
解實際情況下，提供適切的幫
助，校方呼籲學生注意自己和他
人的安全。
浸會大學則透露，接獲一名員

工通知，表示在事件中被捕。校
方呼籲教職員及同學以和平、理
性及合法的方式表達意見，並要
顧及自身及其他人的安全。
拔萃女書院發言人亦透露，該
校一名教師在事件中受傷。

6大學生涉暴落網 4人來自港大

■盧偉聰指日前「金鐘暴動」中，有22名警員
在行動中受傷。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有阻礙車門關閉青年藉口搭錯車，與港鐵職員

「理論」。 電視截圖■■車廂有乘客為「暈倒」男子急救。 電視截圖

有消息指，截止認購的亞太區最大物
流地產平台 ESR Cayman，取消在香港
IPO 計劃。另外，昨日有人發起在港鐵
進行所謂「不合作行動」，導致多起列
車服務延誤事故。反對派和激進勢力無
所不用其極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煽
動暴動，破壞法治穩定，還干擾正常社
會秩序，影響到香港經濟、民生發展的
方方面面，受害的肯定是全港市民。為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保障市民安居樂
業，社會各界必須抵制任何形式的騷擾
和干擾，支持完成修例，讓香港盡快恢
復正常秩序。

政府提出修例，目的在於堵塞法律漏
洞，保障市民安全，優化香港的營商環
境。但是，反對派別有用心，借題發揮，
令修例問題高度政治化，引發激烈的政
治爭拗，自修例提出以來，反修例抗爭
不斷升級，愈演愈烈，不僅上演大規模
的街頭遊行，更演變成令人震驚的暴
動，公然攻擊警方執法，嚴重破壞社會
秩序和香港的國際形象。同時，反對派
頻頻到海外唱衰香港，乞求外力制裁香
港，威脅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
再經某些媒體大肆渲染，刻意製造香港
風雨飄搖的假象，難免令國際社會和投
資者對香港的營商環境產生負面觀感。

香港在全球主要的金融市場中享負盛
名，是最受歡迎的集資中心之一，ESR
早前計劃發售約5.61億股，集資最多約
97.5 億元，有望成為今年以來的新股

「集資王」。如今因局面不明朗，ESR
取消在香港IPO計劃，令人惋惜。毫無
疑問，反修例的政爭對本港金融市場活
躍、經濟發展帶來相當大的不利影響，
這種情況如果持續，絕非香港之幸。

反修例行動不斷升級，搞事者的手段
也層出不窮，連交通民生也不放過。昨
日有激進分子發起所謂「全民不合作運
動」，竟然故意在地鐵月台、車廂製造事
端。昨日癱瘓地鐵的惡意行動，令接近
20班列車延誤。港鐵是本港最重要的交
通工具，每天的平均載客量超過 500 萬
人次，癱瘓地鐵嚴重影響市民上班和工
作，甚至可能打爛一些市民的飯碗，不
少市民批評搞事者令其他人無辜受牽
連。反對派騎劫交通工具，把民生福祉
當作政爭工具，暴露他們「反惡法為香
港」的偽善，進一步證明反對派反修例
的抗爭喪失理性，不得人心。

連日來的暴力衝突，明顯是刑事罪
行；激進分子癱瘓地鐵的惡意行動，亦
已違反《香港鐵路附例》。根據《香港
鐵路附例》，倘乘客不恰當使用緊急設
備，最高處罰港幣5000元；至於不當進
入或離開列車，最高處罰則為港幣2000
元。對於破壞法治、犧牲香港利益以達
到政治目的搞事者，警方、港鐵公司必
須依法辦事，堅決檢控違法者，以儆效
尤，以法治維護香港的營商環境，保障
市民的正常生活權利不受損害。

反修例損害經濟民生不得人心
反修例的違法暴力街頭抗爭演變成暴動，警方果

斷執法遏止暴行。昨日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竟然譴責
警察「暴力驅散示威者」，大律師公會更質疑警方
向「手無寸鐵示威者使用不必要的武力」。反對派
政客為了選票，為了煽動激進示威者繼續亡命衝擊
法治、癱瘓政府管治，逼政府撤回修例，好向外部
勢力交差，公然顛倒是非、扭曲基本社會價值，肆
意抹黑警方必要的執法行動，抹黑、損毀警方形
象。香港警方執法文明克制，享譽世界，迫不得已
才使用適當武力制止暴行，維護社會秩序和公眾安
全。市民對警方的行動充分理解和支持，對反對派
的滿嘴歪理予以最強烈譴責，絕對不容反對派向警
方「潑髒水」。

此次反修例的暴力衝擊，根本是一場有組織有預
謀的暴動，是任何文明法治社會都不能容忍的。但
匪夷所思的是，反對派為推倒修例，完全喪失理
性，甚至喪失作為正常人的基本法治信念和道德判
斷。他們對暴徒瘋狂冷血的暴力行為視若無睹，隻
字不提，反而將暴徒美化為「手無寸鐵的熱血青
年」；對警方的執法則口誅筆伐，抹黑為「有陰
謀、有計劃地鎮壓和平運動」。反對派顛倒黑白、
指鹿為馬，莫此為甚。

反修例抗爭被反對派視為扭轉頹勢、搶奪香港管
治權的翻身一仗，所謂傳統反對派已經和所有激進
反對派沆瀣一氣，分工合作、互相勾連反中禍港。
暴動當日，反對派不斷替激進派撐腰，刺激激進分
子當「炮灰」，喪心病狂地衝擊、挑釁警方，製造
更血腥的衝突，試圖令香港法治淪喪、管治失效，
反對派可以向作為幕後老闆的外部勢力邀功。

反對派替激進派出頭，包庇激進派濫用暴
力，又惡人先告狀譴責

警方， 更是一場政治交易。反對派討好激進選民，
以求激進選民日後選舉投桃報李，助反對派奪取更
多議席。反對派故意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必然令
到涉世未深、是非觀念薄弱的激進年輕人，更加頭
腦發熱，更加以為只要為所謂「公義」，使用違法
暴力也理所當然，其後果必然是從根本上動搖香港
的法治基石，也毁了香港的年輕人。

在反修例的暴動中，暴徒毫不理會警方的勸籲和
警告，利用削尖鐵枝、掟磚攻擊警察，多次衝擊警
方防線，令警察和其他市民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
脅。在別無他選的情況下，警方才採取必要武力，
防止暴力升級，以免造成不堪設想的傷亡。正如警
務處處長盧偉聰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警員是在
「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迫不得已使用武力驅
散人群，警方使用的都是「低殺傷力武器」。

環顧歐美各地，警方為維護公眾安全，確保遊行
示威和平表達不會傷害其他人，一般都會在事態失
控時，採取適當行動制止暴力行為，當中往往涉及
催淚彈、橡膠子彈、閃光彈以至水炮車，期間也有
示威者頭破血流、失明甚至死亡。相比之下，本港
警方所使用的武力已經非常克制，通常是警員寧願
自己受傷，也不輕易動武。這一點，廣大市民相當
清楚，反對派的歪理謊言欺騙不了市民。

十八區撲滅罪行委員會歷任及現任主席共 47 人
昨日聯署聲明，譴責示威者暴力行為，支持警方執
法，讚揚警察專業、克制，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
才使用適當而有限度的武力，並呼籲市民以和平、
理性和守法的方式表達意見。公道自在人心。反對
派無理指責警方，縱容暴力，違背公義民意，市民
一定更加堅定支持警隊守護法治，打擊暴力，盡快
平息暴動，還社會安寧。

反對派抹黑警方包庇暴徒滿嘴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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