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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游擊戰 拆欄霸路 暴力升級 禍連港九

火燒警署 圍警宿舍 兩堵紅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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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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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徒用多人操控的彈弓襲擊尖沙咀警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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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旺角再遊

碼頭拆國旗，在油尖旺設路障和大肆破壞，包括「快閃」堵塞紅隧癱

行」演變成殃及全港的大騷亂。遊行起步 1 小時便有大批人非法集結

瘓港九交通，晚上更火攻尖沙咀警署，至深夜亂局蔓延至黃大仙，有

湧出旺角，霸佔彌敦道南行至尖沙咀。該批「重裝」黑衣人高舉「港獨」

人網上呼籲同黨換街坊裝去攻擊警車，防暴警兵分多路果斷鎮暴，拘

旗、美國旗，公然打出所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號，在尖沙咀

捕一批暴徒。

午4時許有大批人偏離原定路線，先經東面
旺角區，再轉入彌敦道向尖沙咀方向進
發，沿途有金行和商場嚇到落閘，而原本
的遊行隊伍 5 時許抵櫻桃街公園並結束，
大會聲稱有 12 萬人參與，但警方則表示按
照原定路線參加遊行的人數，最高峰時有
4,200人。

兵分三路攻尖咀旺角黃大仙
滲入大批全副武裝黑衣口罩黨的人群向
尖沙咀進發時，有黑衣口罩者在新填地的
五金店買裝備，沿途拆鐵欄和在橫街上裝
備，途中有黑衣人高舉「港獨」旗和揮舞
美國國旗，高叫「光復香港」口號。下午 5
時許，狂徒在尖沙咀碼頭五支旗杆廣場，
公然扯下國旗並拋落海，然後逃之夭夭。
晚上，暴徒兵分三路，在尖沙咀、旺角和
黃大仙警署一帶掀起連串暴力衝擊，大肆
破壞、放火、堵塞道路交通，更兩度封堵
紅磡海底隧道，製造了一場波及港九的大

範圍暴亂。
昨晚7時許開始，大批暴徒示威者分別佔
領油尖旺區，其中尖沙咀梳士巴利道被路
障全封，半島酒店要落閘，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許智峯、張超雄、郭家麒在梳士巴利
道和彌敦道交界現身。最終，暴徒的主要
目標指向警署，大批早前在各處徘徊的黑
衣黨分別向尖沙咀警署和旺角警署聚集，
兩間警署被迫關閉。
其中，尖沙咀警署成為暴徒的瘋狂襲擊
對象。晚上8時許，在警署面向彌敦道的報
案室門口，有人號令同黨上裝備，暴徒隨
即在門口放置紙皮箱和報紙，然後放火焚
燒，一時間火光熊熊、濃煙滾滾攻向警
署。有暴徒在火堆投放燃爆物，隨後發生
數次輕微爆炸，警署內消防警鐘大鳴，烈
火焚燃15分鐘後，由消防員到場撲熄。

身以噴漆塗污，有暴徒掘起地磚向停車場內
投擲，車場內私家車車窗及倒後鏡被毀，其
間更以巨型橡皮筋自製「人肉拋磚器」，向
警署停車場投射磚頭，及用彈叉向警署內射
鋼珠。警員在警署內舉起黑旗警告會施放催
淚煙，期間暴徒在停車場閘口放火，警員向
閘外發射催淚煙制止。
晚上9時許，警方指彌敦道的局勢急劇惡
化，暴徒在多處放火和破壞，更堵塞交
通，其中圍堵尖沙咀警署的暴行，對警署
內人士生命構成嚴重威脅，警方有必要沿
彌敦道進行清場，並呼籲市民如非必要勿
往現場，附近居民要關好門窗。

群起圍困警車滅火筒噴警員
大批防暴警首次在柯士甸道清場，向暴
徒不斷發射催淚彈。警方防線沿彌敦道向
南、沿柯士甸道向東推，至晚上 10 時半控
制場面，至今日凌晨時分，部分防暴警留
守柯士甸。同一時間，另一批暴徒佔據旺
角亞皆老街與彌敦道十字路口，該處成為
另一個戰場，警方施放催淚彈向暴徒發起

反攻。
晚上 10 時許，部分黑衣黨分別由旺角沿
太子道西東行往九龍城方向，另一批人則
乘港鐵聲言要包圍黃大仙警署，沿途不斷
以鐵欄、雪糕筒及垃圾桶等雜物堵塞馬
路，有司機不滿落車移除雜物駕車離去。
九龍城警署和黃大仙警署要落閘戒備。
晚上 11 時半，當彌敦道警方清場行動接
近尾聲時，有人在港鐵尖沙咀站、佐敦站
和旺角站的出口和售票機旁，提早放置衣
物和港鐵單程票，方便暴徒換裝逃跑，反
映是次暴亂實有組織有預謀。
晚上 11 時許，防暴警員衝入黃大仙港鐵
站追捕暴徒，將至少兩人按地制服。當警
員在黃大仙中心巴士總站準備乘警車離
開，即被一批自稱街坊的暴徒包圍攻擊。
暴徒向警員投擲雜物，及用鐳射光射向警
員眼部，有人更持滅火筒向警員噴射，有
人亦在網上呼籲換衫扮街坊去增援。警方
施放催淚彈驅散暴徒。
其後暴徒堵塞龍翔道，部分更試圖攻入
附近的紀律部隊宿舍，但被住客擊退。

■ 暴徒隔欄掟磚破壞警署車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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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在昨傍晚 6 時許，
數十名穿黑衣戴口罩的激
進分子，由尖東方向突襲
紅磡海底隧道收費廣場，
有人用拆毀的鐵欄及水馬等作障礙
物，打橫排列擺放堵塞行車線，堵
塞收費亭對開通道，更在路旁鐵欄
放置寫有「8 月 5 日罷工」的標語
牌，上百名同黨在紅隧對上行人天橋及
巴士總站兩旁的廣告牌上，掛標語及噴
大字，狂言「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和「我們要復仇」。

多車困隧道逾百巴士改道

這群路霸的惡行，令紅隧來往香港和九龍的行車線
全封，出口處相繼被封閉，大批車輛被困管道內，須
由隧道公司職員安排車輛先駛出管道，再於收費亭前
掉頭返回港島區離去。
堵路令港九所有途經紅隧的過海巴士路線暫停服
務，連同九龍區多條主要道路遭示威者堵塞，共有115
條巴士線及 21 條專線小巴線需要暫停服務或臨時改
道。警方譴責示威者堵塞紅磡海底隧道出入口及於彌
敦道多個主要路口設置路障，警告搞事者立即停止。
至晚上約 7 時，黑衣黨趁警方未到場前迅速散去。
隧道公司職員隨即將堵塞障礙物逐一清除。晚上約 7
時30分，紅磡隧道逐步恢復正常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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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的連串暴亂，源自下午 3 時在大角
昨咀晏架街遊樂場舉行的集會遊行，下

■ 警方在旺角清場，當場
拘捕暴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特區政府發言人昨
日強烈譴責有部分激進示
威者目無法紀，蓄意破壞
社會安寧，甚至挑戰國家
主權，暴力衝擊警署、破
壞汽車、多處縱火等，更
有人刻意破壞國旗，觸犯
《國旗及國徽條例》。警
方會嚴正執法，而使用暴
力的違法示威者亦應受法
律制裁。
政府發言人指出，雖然
警方經與主辦方協商後已
就在大角咀舉行的遊行發
出不反對通知書，但有示
威者在遊行開始後旋即偏
離原定路線，堵塞油尖旺
區一帶多條主要道路，更
一度堵塞紅磡海底隧道出
入口，對附近一帶的交
通、商業活動及市民日常
生活造成嚴重影響。
發言人強調，有關行為
不但違法，更罔顧公共秩序
及其他市民的需要，「我們
深表遺憾。」事實上，近日
以表達訴求為名的示威活
動，涉及的違法及堵路行為
變本加厲，遠超文明社會可
接受的言論自由。

兩堵紅隧各 小時 預演脅迫罷工

政府譴責暴徒亂港挑戰國家主權

己亥年七月初四 初八立秋 氣溫 26-30℃ 濕度 80-95%
港字第 25338 今日出紙 2 疊 5 張半 港售 10 元










全城騷亂時序表


16:00 遊行隊伍在晏架街遊樂場出發
16:10 遊行一起步就已兵分兩路，部分人合法
行至櫻桃街；但另一批非法集結者卻違
法沿旺角道往旺角方向前進
16:23 女人街全部排檔沒開檔，周邊不少餐廳
食肆都關門；另波鞋街、西洋菜街很多
店舖聞非法集結者正在前往即關門
16:35 非法集結隊伍再兵分兩路，部分往旺角
方向、部分沿彌敦道往尖沙咀方向前進
16:44 有暴徒開始在上海街、旺角道拆欄杆
16:52 警方勸喻市民切勿偏離原定遊行路線
17:45 有暴徒到達尖沙咀五支旗杆，移走國
旗之後掉入海中，更高舉「香港獨
立」旗幟
18:28 有暴徒堵塞紅隧，來回方向全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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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班暴徒則包圍尖沙咀警署位於柯士甸
道的警署停車場入口叫囂及辱罵警方，並以
激光和強光燈射向警署內警員，在大閘及牆

■ 暴徒焚燒尖沙咀警署車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夜晚施
「回馬槍」
快閃離場

至昨晚 10 時許，有激進分子突施「回馬槍」折返紅
磡海底隧道快閃突擊，將路邊鐵欄、車站牌及水
馬再次拉出馬路堵塞後逃去，隧道公司
職員隨即將堵塞障礙物清除，交通
受阻近1小時後恢復通車。

■ 暴徒在黃大仙港鐵站以滅
火筒等武器圍攻警車及警
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有市民與示威者發生衝突，被暴徒
打到血流披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昨晚 9 時許，另
一批黑衣口罩黨聚集旺角彌敦道與亞皆老街十字路
口，圖重演佔領旺角區及翻版「旺暴」，其間包圍
旺角警署叫囂，更用噴漆噴寫辱警字句，在街頭放
火和阻路，大批防暴警發射催淚彈驅散暴徒，但遭
汽油彈襲擊，速龍小隊數次出擊，即場拘捕多名暴
徒，至深夜11時控制場面。至凌晨時分，大批黑衣
換白衣的「市民」重返旺角，包圍警署要求「放
人」。
晚上 8 時後，大批黑衣黨在旺角警署外圍聚集破
壞，防暴警察一度衝出警署，黑衣黨即拔足四散，
防暴警折返警署。暴徒退到彌敦道近旺角道及亞皆
老街一帶繼續聚集，更在窩打老道近彌敦道交界馬
路中央搭起棚架。

晚上 9 時許，大批防暴警由旺角警署走出，大批
警車亦到太子道西與彌敦道交界展開清場，舉黑旗
警告後發射催淚彈，並沿彌敦道向南推進。
防暴警沿途拆除堵路障礙物，黑衣黨向警方不斷
飛擲硬物，更以激光射向警員。晚上約 9 時 40 分，
警方「速龍小隊」在亞皆老街迅速現身採取拘捕行
動，將數名示威者按壓在地上制服拘捕。
暴徒退至彌敦道與山東街附近再集結，繼續與警
方對峙，有人在路中用雜物縱火，再將火球推向警
方防線，有人更飛擲汽油彈。警方立即舉旗警告，
及施放催淚彈驅散，雙方在街頭一直對峙至深夜。
至凌晨時分，警方控制場面後，一批暴徒響應號
召換上白衣再包圍旺角警署。警方重新清場，並出
動速龍小隊拘捕多名白衣暴徒。

「「 旺 角 再 遊 行 」」演 變 騷 亂 示 意 圖

■ 暴徒在尖沙咀警署
鐵門外縱火。
鐵門外縱火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18:50 堵塞紅隧的暴徒迅速逃離
19:30 紅隧恢復通車

20:00 有暴徒衝擊尖沙咀警署，鎖上及堵塞警
署大門

20:58 有暴徒在尖沙咀警署門外縱火，及用大
型彈弓將磚頭射入警署內

21:22 防暴警察開始在彌敦道、柯士甸道一帶
施放催淚彈清場

21:50 警方旺角清場，多名暴徒被拘捕
22:00 有暴徒轉到九龍城警署，以雷射燈照向
警署及大呼口號

22:50 在黃大仙警署外的暴徒破壞閉路電視及
塗污後逃入黃大仙港鐵站，多名警員衝
入並作出拘捕

23:00 暴徒再堵塞紅隧
23:45 旺角暴徒陸續散去
23:50 暴徒在黃大仙圍堵警車，更試圖攻入警
察宿舍。

■ 示威者第一次堵塞紅磡海底隧道收費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