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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針對激進示威者
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香港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
稱個別人等當日確已干犯了不同的刑事罪行，但隨
即將矛頭指向警方，重申要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調查範圍要包括「7月1日立法會綜合大樓內外發
生的事宜，包括是在什麼情況下綜合大樓沒有得到
保衛」。多名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質疑，大律師公會早前指控警方在6月12日用
「過分武力」驅散企圖衝入立法會大樓的示威者，
現在又要調查警方何以7月1日「綜合大樓沒有得
到保衛」，是以政治凌駕法治，企圖包庇衝擊立法
會的暴徒，將責任推到警方身上。
在激進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並大肆破壞
後，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此前在接受傳媒訪問時
譴責，衝擊立法會等同衝擊法治，而示威者可能違
反多項刑事罪行，包括非法集結、刑事毀壞、強行

進入處所等，又稱政府不應讓步予衝擊行
為，但同時「應該回應市民部

分訴求」。

大律師公會在昨日發表的聲明中淡化是次暴力衝擊
事件，不再提「譴責暴力」等字眼，只稱「大律師公
會無需提醒公眾守法及保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性。就當
天在立法會內外發生的事宜，個別人士已干犯了不同
的刑事罪行。守法當然是法治一重要元素」。

昔鬧「過分武力」今質疑「空城計」
聲明隨即企圖轉移視線，稱「除了守法以外，法

治當然亦包含其他同樣重要的元素，包括對人權及
公民權利的尊重 、公開及問責的行政機關……特
區領導人現在必須與社會各方，包括『示威人
士』，進行開放的溝通……政府若然拒絕與公眾就
重大及迫切的議題對話，是違背法治精神的行
徑。」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此前聲稱警方當時未即時驅散

暴力示威者是在擺「空城計」，試圖為暴徒開脫，
將矛頭指向警隊，大律師公會在昨日的聲明中亦稱
政府應設立獨立委員會調查「6．12事件」， 而
「該獨立委員會亦應該調查7月1日立法會綜合大

樓內外發生的事宜，包括是在什麼情況下綜合大樓
沒有得到保衛。」

陳曼琪批包庇暴力
香港中律協創會會長陳曼琪指出，特區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馬道立早前強調，在法治受到不公平的批
評和受損時，法律界人士有責任挺身而出，激進示
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以至此前包圍警察總部
等維護法治的機構，大律師公會本應責無旁貸地挺
身而出，惟該會在昨日聲明中對此隻字不提。
她支持加強溝通，以緩和目前的局面，以及盡快

解決社會矛盾。不過，雖然政治是妥協的藝術，但
法治絕不能妥協，身為法律界中人，就應當強調必
須在法律框架內表達意見，而在行使本身的權利
時，也不能剝削他人的權利，而非將政治和法治混
為一談。

張國鈞責無理取鬧
執業律師、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批評，在「6．12

事件」中，一批示威者暴力襲警更企圖衝擊立法會，
最後被警方驅散，大律師公會在當日聲明中就指控警
方「濫權」；7月1日暴徒破壞立法會大樓，大律師
公會卻質疑警方「未盡全力」去保護立法會大樓，
「公會又要警方保衛立法會大樓免受衝擊，又要警方
不能使用武力，實於理不合、強人所難。」

傅健慈斥無視實況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全國港澳研究會

會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傅健慈批評，公會
的聲明無視當日駐守大樓的警員受到毒物苯二胺
粉末的攻擊，遇火更可能發生爆炸，倘警察強行
還擊，更可能出現人踩人的場面，故警方撤退是
唯一可行的辦法，可保護雙方的生命，並避免發
生流血衝突。
他批評，大律師公會前後兩次聲明，令人感覺警

方驅散暴力示威者不對，不驅散又不對，即無
論如何都是警方不對，令人感到擔
憂及遺憾。

■傅健慈
資料圖片

■警方在大文集團辦公樓附近加強巡
邏。 全媒體記者李斯哲 攝

林鄭月娥近日開始邀請不同背景的年輕人
見面，包括大學生、部分曾參與近期示

威活動的年輕人等，希望能深入聆聽、坦誠
交流，協助政府變得更開放、更包容。
科大學生會是其中一個獲邀代表，但該會
在收到會面邀請後直接拒絕，原因之一是不
滿政府安排閉門會議，要求改為「全民公開
對話」。特首辦已經解釋，會面目的是要深
入聆聽、坦誠交流，故才希望會面以小範
圍、閉門形式進行。
不過，科大學生會對此視若無睹，並於昨
日聯同演藝學院、理大、中大、港大、城
大、浸大和教大召開記者會，宣稱政府必須
滿足「永遠不追究6月9日至本月1日的反修
例示威者」，以及「公開會面、同時要邀請
所有學界代表及其他界別代表」兩項要求，
才會參與「對話」。

湯家驊憂釋「不健康」訊息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昨日表示，7月1日當日
出現很多違法行為，包括強行進入處所、刑
事毀壞等，用政治理由妨礙檢控是違反基本
法條文和法治精神。倘基於政治理由「特
赦」違法者，就會釋放出「不太健康」的訊
息，即進行政治活動者，即使犯法也可以獲
得「特赦」。

馬恩國批毫無誠意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

指出，行政長官承認加強與各界溝通，但同
時必須堅持原則，特別是維護法治的基石。
八大學生會就會面提出前設條件，不單顯示
他們毫無溝通對話的誠意，更是「靠惡打橫
行」，企圖以「群眾力量」去損害香港的法
治，一旦答允，香港的法治就蕩然無存，日
後將更難以管治。

黃國恩斥無視法治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
強調，衝擊、破壞立法會大樓，襲警、堵塞
道路等暴力行為涉及嚴重的刑事罪行，必須
追究到底，方能彰顯法治，而香港是法治社
會，無論特首還是學生都不可以凌駕法律之
上，但這批大學生視法律如無物，竟提出不
符法治的要求作為溝通的前設，是企圖破壞
香港的法治制度。

傅健慈：言論或違法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全國港澳研

究會會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傅健慈批
評，這些大學學生會的要求，是要不擇手段
地包庇罪犯，完全罔顧法律和公義，既不合
理亦不恰當，會破壞香港的優良法治精神，
予以拒絕方能維護法紀，彰顯法治和公義，
而有關學生的言論，亦可能已觸犯了妨礙司
法公正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根茂）八大學生會昨日

在記者會上開出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面的兩項條件，其中

一項是要政府答允「永遠不追究」參與6月9日至7月1日的

反修例活動示威者。多名法律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指出，特區政府不應接受這些破壞香港法治精神的不

合理要求，否則將斷送香港的法治基石，後患無窮，又認為

有關人等的言論，或已涉嫌干犯妨礙司法公正罪。

香港文匯報訊 大公文匯全媒體報
道：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員工近期
接連受到暴徒的襲擊和恐嚇，昨日網
上又出現了一些煽動圍攻大文集團的
貼文。香港警方在接到報警後，派出
警力，加強了對大文集團辦公樓宇的
巡視守衛。
近期，大文集團員工頻遭暴徒襲擊和

恐嚇。6月30日下午在採訪撐警活動
時，大文記者遭到不明人士襲擊受傷送
醫院治療。7月2日下午4時許，大文集
團一名員工在辦公樓附近，突遭兩名穿
黑衣戴口罩的兇徒持棍棒襲擊，致使該
員工腿部、手部受傷送院。
近日，大文集團接送員工的公司車

被暴徒拍照放上網，數名黑衣蒙面人
圍着班車拍打，並向車內員工做出侮
辱手勢。7月4日，更有暴徒在網上發
煽動帖，企圖進一步圍攻、騷擾和襲
擊大文集團辦公地點。
香港警方接到報警後十分重視，正

在全力偵辦襲擊事件，並派出警員在
集團辦公樓宇及附近道路加強巡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香港反對派
和外國政客在裡應外合抹黑「一國兩制」
的同時，更不擇手段要打擊警隊士氣。英
國工黨國會議員古德曼（Helen Good-
man）在英國國會發言，點名指處理「6．
12事件」的3名警司「下令做出警察殘酷
行徑」。香港4個警察協會昨日聯署去信
古德曼，批評她令被點名的警官遭「起
底」，有關警官及其家人更被網絡攻擊報
復及受到人身威脅，要求對方向該警官及
香港警察道歉。

「社運人士」何潔泓、「佔中九犯」之
一的張秀賢，以及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
會行政學系教授何式凝早前到倫敦與英國
政黨及國會議員會面，「反映」香港警方
對示威者的「言語暴力」、「肢體暴力」
及「性暴力」。
與3人會面的古德曼，就單憑該3人所提

供的「資料」，在英國國會的緊急質詢時
點名英籍警司薛鎮廷（Justin Shave）及兩
名英籍總警司Rupert Dover、David Jor-
dan，並問英國政府會對這幾名採取「殘酷

手段」的英國人採取什麼「跟進行動」，
又要求「調查」香港警方當日的行動。

4警協會聯署促道歉
警司協會、警察督察協會、海外督察協

會及警察員佐級協會聯署去信古德曼，強
調在連串反修例示威期間，香港警察在所
有時間都以合乎比例的最低武力，鎮壓襲
擊警察的暴徒，以自衛及恢復公共秩序。
4個協會在信中續指，香港監警會已公佈

會全面調查6月發生的所有公眾活動，重

點包括檢視「考慮是誰促成暴動及鼓勵襲
擊警察」。
他們批評，古德曼點名批評個別警司的

做法，是鼓動其他人對有關警司「起
底」，而被點名的3名英籍警官正遭受
「刻薄的網絡攻擊」，以至針對他們家人
的人身威脅。
他們形容，古德曼並不理解香港發生了

什麼事，各協會質疑她對真相視而不見，
或「閱讀了錯誤的報道」，「她欠香港警
察及被點名的警司一個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反對派於修
訂《逃犯條例》一事上不斷挑起爭端，造
成社會撕裂與內耗，部分市民更出現情緒
困擾。社會福利署前日去信49間負責青年
服務或綜合家庭服務的社福機構，支持及
鼓勵它們在這段艱難時刻加強對青少年及
家人的情緒支援。不過，部分社工「為反
而反」，聲稱政府是企圖利用社福界「掩
飾過錯」。香港社工及福利人員工會批評
有業界將事件政治化，有違社工客觀、中
立協助個案處理負面情緒的專業操守，並
呼籲社工界集中精力處理社會人士的負面
情緒。
社會近期的爭議令部分青年及其家人情
緒受到困擾，社署前日去信給49間負責青

年服務、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或綜合服務中
心的社福機構，對它們於這段艱難時刻靈
活調動人手以加強外展服務、緊急支援及
輔導等工作表示支持與鼓勵。
信中並提到，社署在審視本年度有關社

福機構在津貼及服務協議下的服務量表現
時，會考慮目前的特別情況所帶來的影響
並作彈性處理，例如機構因回應上述的服
務需要，調配人手加強對青少年及其家人
的情緒支援服務，而導致在其他方面的服
務量表現未能達標，社署會予以寬鬆處
理。
社署同時歡迎機構提出切合當前青少年

及其家人需要的服務計劃，並指如有合適
的計劃，社署會視乎服務的性質、內容、

規模、服務人數、服務量等因素在資源上
加以配合。

「上綱上線」借題反修例
不過，有社工就「上綱上線」。《蘋果日
報》報稱，該社工批評特區政府一邊廂瘋狂
搜捕，製造高壓白色恐怖，另一邊廂卻利用
社福界「掩飾過錯」，令前線社工疲於奔命
云云。社工總工會則聲言社署缺具體應變措
施，而有關的彈性安排僅屬「公關手段」，
更乘機向政府施壓，盡快撤回修例、停止向
示威者「追究到底」云云。

陳義飛籲同行客觀處理
香港社工及福利人員工會副主席陳義

飛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
社署作為一個專業的政府部門，其職能

包括推動及解決情緒問題，今次向機構
發信表明會彈性處理服務量表現絕對合
情合理。
他批評有業界中人借機將此政治化，

「社工應以專業態度及客觀、中立角度
處理求助者的負面情緒，政治問題應透
過政治解決，況且行政長官已終止修訂
《逃犯條例》的二讀，不應再將社工界
問題政治化，而應集中處理社會上的負
面情緒。」
陳義飛坦言，社會經歷連串事件後已嚴

重撕裂，將人的關係兩極化，該會收到不
少情緒困擾的求助個案，「朋友或夫妻間
反目時有發生。」參與今次事件與受困擾
者主要是年輕人，他認為特區政府必須審
視現行青年工作的成效，在投放資源時不
要被別有用心者借題發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
茂）反對派曾多次指稱「政府
不願與年輕人溝通」，其「校
園內應」科大學生會日前終獲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邀請對話，
但他們拒絕會面，更在昨日發
聲明「提醒」各界人士切勿
「妄自代表」示威者與政府對
話。有家長和教育界人士質
疑，有關行為根本是刻意搗
亂，干預其他有心人和政府溝
通。
科大學生會昨日在facebook發

表聲明，將拒絕對話的責任諉
過政府，聲稱政府在「逼迫抗
爭者行動升級」云云，更「提
醒」各界人士反修例行動「沒
有大台、沒有領袖」，切勿
「妄自代表」所有示威者與政
府溝通，施壓阻礙溝通的意圖
明顯。

奚炳松批借故阻撓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

炳松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指，為溝通設下先決條件並非
尋求溝通的正確態度，而科大
學生會的反應，更反映此前反
對派一直聲稱：政府拒絕和年
輕人溝通是導致一系列暴力事

件發生「根本就是一個偽命
題」。
他並強調，根本不存在可以

「代表所有示威者」的人物或
機構，科大學生會的所謂「提
醒」不過是故意製造溝通障礙
的藉口，又批評反對派中人
「打着民主招牌，做不民主的
事」，這種只接受自己的觀點
的做法，與民主本質背道而
馳。

黃均瑜倡先與有心人傾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認為，

政府需要明確區分和平示威
者和暴力分子，並強調和暴
力分子沒有溝通的空間，而
當務之急是立即處理近期發
生的暴力事件，倘香港的法
治被破壞，會令人質疑政府
的管治能力。
黃均瑜以往曾多次代表教聯

會和政府溝通。他表示，這類
會面有助政府了解多元訴求，
各界別代表只需反映自身機構
或個人意見便可。科大學生會
有權拒絕溝通，但無權干預其
他人士與政府溝通，又建議政
府可以先與願意溝通的人士見
面。

科
大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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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壓
「
噤
聲
」
家
教
界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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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搗
亂

暴徒煽搞「大文」
警方加強巡邏

英政客點名狙擊 累港警官遭「網欺」

社署良策遭扭曲 業界被批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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