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縱暴派掀網戰分化紀律部隊
網傳公僕海量「晒證」罵警 疑「借卡打卡」製集體假象

紀律部隊「一哥」聯署責暴行 堅定支持政府施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各紀律部隊「一
哥」，包括入境事務處處長曾國衞、香港海關關長
鄧以海、消防處處長李建日、懲教署署長胡英明及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陳志培昨日發表聯合聲明，譴
責近日的連串暴力行為，並強調紀律部隊會堅定支
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19個香港紀律部隊工會/
協會及退休會亦發表聯合聲明，嚴厲譴責所有的形
式的暴力，並強調會繼續呼籲會員緊守崗位，堅定
不移，團結一致，並希望社會能夠盡快重回正軌。
有自稱紀律部隊人員近日在網上討論區發表言
論，入境處、海關、消防處、懲教署及政府飛

行服務隊首長在聯合聲明中鄭重

表明，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紀律部隊，他們一直
維護香港法治，致力維持香港繁榮穩定及安全，並
嚴厲譴責近日發生的連串暴力行為，認為事件已嚴
重破壞社會秩序，威脅市民安全。
參與聯署的紀律部隊首長強調，他們將一如既往

緊守崗位，團結一致，堅定不移支持行政長官及特
區政府依法有效施政，竭盡所能維護香港法治。
香港紀律部隊工會/協會及退休會聯合聲明，表示

就近日香港發生的事情造成社會不安，紀律部隊各
工/協會將會繼續呼籲會員緊守崗位，堅定不移，團
結一致，繼續為香港市民提供最優質的專業服務。
他們並希望社會各界保持克制，放棄暴力。無論暴

力背後的理念為何，選擇任何形式的暴力，我們都予
以嚴厲譴責。香港社會多年來行之有效的法治精神得
來不易，必須予以尊重，我們也希望社會能夠盡快重
回正軌，讓香港繼續成為安全宜居的城市。

香港紀律部隊工會/協會及退休會聯署名單：
香港海關關員工會
香港海關人員總會
香港海關官員協會
香港海關高級官員協會
香港海關貿易管制主任協會
香港海關退休人員協會
香港消防主任協會

香港消防處職工總會
香港消防控制組職員會
香港消防退休人員互助會
香港入境事務助理員工會
香港入境事務人員協會
入境事務主任協會
香港入境處員佐級總會
懲教事務職員協會
香港懲教人員總工會
政府飛行服務隊空勤主任協會
政府飛行服務隊工程師會
政府飛行服務隊機師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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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近日廣泛流傳聲稱來自紀律部
隊，包括消防及救護、海關、入境

處及懲教署等的職員在網上發表公開信，
質疑警方在元朗暴力衝突事件當日「失
職」，「任由市民被襲擊，顯然未有做好
保衛香港市民的責任」，有人更趁機指稱
警方在中聯辦大樓被暴徒圍堵當日「使用
過度武力」云云，並上載遮去姓名等資料
的「委任證」來「確認身份」。來自其他
政府部門，包括機電工程署、社會福利
署、水務署等據稱亦發信質疑警方失職，
又批評政府未有回應「港人訴求」。

海關工會：難辨真偽
香港海關關員工會主席張照臻表
示，留意到網上出現以不滿政府字條
或「工會不代表我們」字句遮蓋個人
資料的委任證圖片，而工會不反對任
何以和平方式表達意見的做法，但他
難以證實有關圖片真偽，不排除是由
網民改圖而成。

入境事務主任協會主席陳廣華同樣
未能證實有關圖片真偽。他表示，歡
迎同事向協會就近日的社會事件表達
看法，但指協會暫時未有接獲相關意
見，並強調協會反對任何暴力行為。
消防處職工總會副主席聶元風指

出，前線同事有個人的政治立場，相
信上載有關相片的同事是以個人身份
表達主觀感受，協會尊重同事個人意
見，並同時譴責有人以違法及暴力行
為表達意見。
警隊在今次事件中備受批評，但聶
元風強調事件不會影響消防與警隊兩
個部門的合作，「我們一直合作無
間，互相配合，消防處同事未來會繼
續做好自己的工作。」
有不願披露身份的紀律部隊工會代表

曾了解過是次事件，相信是一小撮紀律
部隊人員及公務員用拍攝委任證的方
式，表達個人對警方處理手法的不滿。
該名工會代表質疑，有人用「以偏

概全」手法大造文章，「這批委任證
與字條的格式一致，好懷疑他們用幾
張委任證，配上多張字條拍攝，就畀
人好似好多公務員不滿警隊的假象，
再加上某些別有用心的傳媒放大新
聞，營造同事不屑警隊的氛圍。」

工會代表：應以市民身份表政見
該名工會代表指出，無論是哪個部
門或紀律部隊的同僚也要遵守政治中
立的原則，表達個人政見時，也不應
與公務員的身份扯上關係，「政府咁
多個部門，咁多同事，要人人的政治
立場一致係無可能，不同意見一定存
在。但表達意見時，可以用普通市民
的身份表達意見，絕不應強調自己係
公務員，用委任證更加萬萬不能。」
他直言，工會不能代表所有的同僚，

同樣道理，一小撮不滿警隊的同僚也不
能代表所有同僚，「係小撮人不滿警隊
做法，但不表示所有人都不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部分醫
護人員將政治立場帶入工作已是公開的
事實。網上近日流傳一名自稱伊利沙伯
醫院護士的「仇警」訊息，聲言「以後
你（警員）入醫院我一定喪搓你，生
Tube你，插foley（導尿管）係（喺）
條尿道中間打balloon，做OT唔落麻醉
藥」云云。網民批評其言論屬醫護人員
恥辱，無資格再做醫護行業，更擔心病
人生命受威脅。醫管局回應香港文匯報
查詢時表示，九龍中醫院聯網正按機制
處理相關投訴，重申一直十分重視病人
服務及醫護人員的操守，如發現有員工
違反工作守則，定會按既定機制嚴肅跟
進。

聲言做治療唔落麻醉藥
網上流傳一段「伊利沙伯醫院任註冊

護士」所發的「仇警」言論，稱警察
「唔識聽人話」及「垃圾」，更聲言如
有警察入院，「我一定喪搓（心外壓急
救）你，生Tube你，插 foley（導尿
管）係（喺）條尿道中間打balloon，
做OT（職業治療）唔落麻醉藥。」
言論於網上廣泛流傳，不少網民狠批

其言論冷血，不配當護士。「Maggie
Yeung」質問：「專業護士唔係要有愛
咩？護士的職責唔係救人咩？」「April
Poun」亦說：「（不如）辭職唔好做，
好過係（喺）到（度）害人，簡直係醫
護人員恥辱，影衰哂（晒），唔釘佢牌
都對唔住香港市民！」
「Yinling Yu」慨嘆：「咁缺醫德，不

分是非黑白，就係香港有你地（哋）呢D
（啲）人，所以將香港變成現在咁。」
有網民則認為應將之永久釘牌，「睇病
人唔順眼就用咁卑鄙手段對付病人，病
人生命好受威脅。咁嘅人一啲同理心都
冇，冇資格再做醫護行業。」

工會：政治取態不應凌駕工作
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副主席馮權國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身為醫療人
員，不應將個人價值觀或政治取態置於

工作上，「就算戰場上敵人被俘送往救
治，醫護人員也要盡力搶救，這不單是
醫護的天職，更是人的基本道德；正如
犯人來到醫院也一視同仁。」
他舉例，早前看過一段片拍下一名示

威者欲向警方投擲液體卻反傷自己，現
場也有警察即時施以援手，這是同一道
理。
醫管局九龍中醫院聯網發言人就事件

接受查詢時表示，該聯網正按機制處理
相關投訴，如發現有員工違反工作守
則，定會按既定機制嚴肅跟進。

醫局：倘違守則必嚴肅跟進
發言人強調，臨床團隊的所有醫護人員

在履行其職務時，必須秉持其專業操守及
標準，聯網會繼續為所有求診病人提供所
需要的專業醫療服務，並不會因為求診人
士的身份、背景或職業而有差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城市大學前
日傍晚發生「民主牆」及所謂「民主女神
像」被破壞及推倒事件，警方接報後趕往處
理並拘捕涉案者。包括城大學生會臨時行政
委員會一干人等，就借機刁難及挑釁，包括

圍堵及向看管疑犯的大學保安爆粗，更包圍
警車並多次以粗口辱罵警員，威脅要查看每
一名警察委任證，更有人無端高叫「黑
警」、「死全家」等煽動仇警情緒，場面一
度混亂。不少網民狠批涉事學生質素低劣，

應該開除學籍；亦有人對現場保持禮貌安撫
眾人情緒的警員的專業表現表示欣賞，大讚
「阿Sir EQ好高」。
一名疑為城大畢業生前日於校園內推倒學

生會設置的所謂「民主女神像」，並撕去
「民主牆」上的海報，過程中與其他城大生
發生爭執及拉扯。其後，城大學生會中人報
警，該名畢業生則在城大保安安排下，暫留
城大圖書館房間等候警員到場處理。
根據「城市廣播」的直播影片可見，雖然

保安人員已表明要留待警員到場處理事件，
但城大學生會臨委會署理外務副會長邵嵐等
人與數十人卻進行圍堵，粗暴脅迫保安交出

疑犯個人資料，更威脅要動用私刑。

糾眾圍堵警車 粗口橫飛刁難
劭嵐就威脅稱：「你宜（𠵱 ）家唔入去問
佢攞（個人資料），我自己敲門入去攞！你
哋乜×都冇做過，你哋要保護個犯？」有在
場學生亦出言恫嚇：「你哋乜×都未×處
理，你哋想點×樣？」
大學保安堅決拒絕眾人進入房間，直至警

員到場，在場者繼續吵鬧，阻礙警方入內。
經過一番擾攘，警方終能進入房間了解事
件，約十餘分鐘後，警員將相關疑犯拘捕以
黑布蒙頭，帶上警車準備前往深水埗警署。
不過，在場學生尾隨追出城大南山邨出
口，更團團圍住警車阻止其出發，更氣焰囂
張不斷爆粗辱罵，「×你老×」橫飛。縱使
警方表現克制，多次有禮貌地解釋，案件程
序已經處理完畢，及將報案編號等資訊告知
學生會成員。
惟邵嵐等人得寸進尺，無理取鬧刻意刁

難，要求警方逐一出示委任證，更有學生強
詞奪理、「聲大夾惡」稱在場有人「冒
警」，甚至高呼：「淘寶件制服就係警

察？」
現場警員多次「開咪」，要求在場者讓
路，又好言安撫在場者情緒，惟場面未見平
靜下來，更有人無端高叫「黑警」、「死全
家」等口號。其間，有城大生突然無故「抽
筋倒地」，隨即有人聲稱他是被警車撞倒，
意圖製造混亂。最終擾攘逾30分鐘在場者
才讓路，讓警車離開。
網民幾乎一面倒批評這些城大學生的惡

行。「Wayne Ng 」直言：「好恐怖……根
本學生持（恃）住自己多人同惡……」
「Lee Ka Him」狠批「成班暴民」。
「Karen Wu」就話：「呢啲就係香港大學
生？不知所謂，簡直羞家辱國。應該開除
呢啲垃圾（嘅）學生」。「Lamwood RD」則
揶揄城大生雙重標準：「『佢而（𠵱 ）家刑
事毀壞喎！？原來女學生都覺得刑事毀壞好嚴
重！唔知佢覺得衝擊同破壞立法會同中聯辦
嚴唔嚴重呢？」

網民讚「阿Sir EQ好高」
有網民則大讚在場警員的專業表現。

「Hidy Cheng」形容「阿Sir EQ好高」。
「Kennie Chan」亦大讚：「這個高級督察
好EQ。」「Peter Chan」則「總結」道：「破壞者
被繩之於（以）法，香港警察表現專業，城大
保安克盡本份（分），城大學生畜牲不如。」

白衣人

早前在元

朗西鐵站

涉嫌襲擊

市民，警方因人手調

配等問題未能即時到

場處理，事件被縱暴

派大做文章。網上近

日湧現多張聲稱是公

務員或紀律部隊人員

用抗議字條遮蓋委任

證上個人資料的相

片，聲援「遇襲的市

民」。多個紀律部隊工會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質疑這些委任證的真偽。有不願透露身份的工

會代表則指，該批相片格式接近，質疑是有人用幾款委任證製作多張相片，予人「海量的紀律部隊人員

不滿警隊」的假象，目的只為分化紀律部隊人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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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生辱警阻執法 網民促開除學籍

■網上近日湧現多張聲稱是公務員或紀律部隊人員
用抗議字條遮蓋委任證上個人資料的相片，不滿
警隊。 fb截圖

■邵嵐（左一）等帶頭與警方擾攘。
「城大廣播」影片截圖

■警車遭學生圍堵，警察顯得相當無奈。 「城市廣播」影片截圖

■有疑為護士發表針對警察的仇恨言論，
引來各界批評。 網上圖片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fb發帖，展
示不少紀律部隊人員表態守護香港，欣
賞他們緊守崗位，服務市民。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