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圍黃大仙紀律部隊宿舍的暴徒至昨日清
晨陸續散去，香港文匯報記者昨午到

「戰後」現場視察，宿舍的多個住客密碼鎖、
閉路電視、停車場出入口閘位均被破壞，汽車
通道亦被大型垃圾桶堵塞，有多個小巴站牌橫
亘地上。宿舍保安忙於檢查宿舍其他設施是否
受損，清潔工人則無間斷清理暴徒擲入宿舍的
雜物。
據了解，宿舍內有設施被燒過的痕跡，職員

要開街喉駁入宿舍清洗。至於附近的黃大仙警
署，報案室入口亦加設大型水馬，警署牆身被
塗鴉的部分用黑色膠袋遮住。

後門出入 居民留陰霾
由於擔心暴徒再一次衝擊，宿舍內整天都有

多名軍裝警員駐守，停車場出入口，及正門都
架起水馬，居民出入都要兜大圈經後門進入。
然而，更大的影響莫過於在心中留下陰霾，有居民猶如驚弓
鳥，提高警覺，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宿舍外逗留一會已有幾名
居民詢問來意；亦有居民直言自己才是受害者，遭反對派傳
媒片面報道、抹黑，對此感到憤怒。

狠批掟嘢 戳暴徒奸計
住客李小姐表示，前晚情況混亂，有人擲物件入宿舍令住

客受傷。她稱，宿舍住客包括消防、海關及警方，亦有他們
家屬，不少人都感到擔心：「我今（昨）朝出門前要問保安

員，確定宿舍外安全才敢外出。」
另一住戶許太就激動地向記者表達不忿，「好

多人睇完網上一小段影片、一些黃絲傳媒嘅片面
報道就覺得（宿舍住戶攻擊暴徒）係真，我們啞
子食黃連？如果你真係要知(真相)，我只係見到當
晚一大堆人包圍宿舍不斷衝門，好多嘢掟入嚟。
我只係想講一句，呢度係住宅，你哋有訴求想表
達，唔應該嚟呢度。」
而住客林小姐則還原了更多前晚的經過，據她了

解，原來早於警方施放催淚彈前，已有一男一女聲
稱要「避煙」想進入宿舍。其奸計無法得逞後，就
突然出現幾百人包圍宿舍：「有咁多人圍住你住嘅
地方，又掟磚入嚟，我唔知宿舍係咪真係有人掟返
啲嘢出去，即使係，都只為守護家園。」

死守家園 嚴防假街坊
有死守家園的警察憶述，「佢哋（暴徒）在外

圍破壞，但過多十幾分鐘就開始有玻璃樽從外圍扔入宿舍，
我哋避到室內，跟住就不停掉雜物入嚟，我哋無裝備，只能
繼續守。我哋有約50名休班同事在無裝備下頂住，暴徒則超
過500人，而且有裝備，最終有兩名休班同事受傷，其中一人
頭破血流。」
居於黃大仙公屋近30年的廖先生前晚亦有落樓目睹暴徒衝
擊現場，他直言現場有很多名聲稱「街坊」的人，但他表示
質疑：「我住喺度咁耐，都無見過佢哋」，他懷疑該批暴徒
換上「街坊裝」而已。「暴徒無法無天，警方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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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旺角再遊

行」前晚突然由旺角「轉戰」至黃大仙肆意搗

亂，黃大仙紀律部隊宿舍成為重災區，暴徒向內

投擲雜物，其間突有一串爆竹在示威人群中連珠

爆發，事後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譚文豪發放截圖，

「老屈」宿舍內有人從高處向宿舍外的人群扔爆

竹，指責宿舍居民「知法犯法」非法藏有爆炸

品。不過警方facebook上載「真相短片」，從

閉路電視影片中清晰可見，當時有暴徒燃點爆竹

企圖扔向紀律部隊宿舍內，詎料「失手」導致未

及扔出，爆竹已在宿舍外炸響。

反對派抹黑警員的手法無所不用其極，「港

獨」組織「學生獨立聯盟」及反對派政棍譚文

豪，前晚在網上發放截圖，「老屈」紀律部隊

宿舍內的住客「知法犯法」，向外圍的暴徒扔

爆竹，企圖用謠言抹黑紀律部隊人員及其家

屬。更有人對號入座指事件與天水圍警署外的

「煙花車」有關，隨即引來不少網民附和。

之後，網民的謠言愈作愈大，「學生獨立聯

盟」專頁留言瘋狂抹黑：「警察宿舍藏有爆炸

品！火藥庫！」然而，當有人在留言貼出「真

相短片」，反對派網民仍繼續「死撐」說：

「個啲（扔爆竹的人）好似係街坊，唔係示威

者（暴徒）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前晚至昨日
凌晨，東西九龍各處發生嚴重暴力事件。警方
前晚深夜至昨日凌晨清場，拘捕29名分涉非法
集結及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疑犯。警方昨日凌晨
召開記者會，批評暴力示威者的行為目無法
紀。隨後，警方又發出聲明，對激進示威者的
暴力行為予以最嚴厲譴責。

阻塞紅隧 周圍縱火
警方聲明指，前日在旺角區進行的集會遊
行，下午約4時有大量示威者偏離協定的遊
行路線，佔據彌敦道並向尖沙咀方向推進，
其間有人拆毀路邊鐵欄，在多個主要路口架
設路障，嚴重阻塞交通。
暴徒抵達尖沙咀後，再沿梳士巴利道前往
紅磡，更以水馬和圍欄等雜物堵塞紅隧收費
廣場兩邊行車線，導致兩邊管道全面封閉，
令過海交通嚴重擠塞。
之後，大量激進示威者再次於尖沙咀一帶非

法集結。部分暴徒開始圍堵尖沙咀警署，大肆
毀壞警署外設施並於多處縱火。另外，有暴徒

以巨型彈射器向警署投擲磚塊和硬物，毁壞警
署內超過20部車輛，嚴重威脅在場人士的人身
安全。

襲擊警察 毆打市民
由於尖沙咀彌敦道一帶情況急劇惡化，多處

地方有縱火和刑事毁壞，主要道路被阻塞，警
方通過現場廣播、社交媒體和新聞公報，呼籲
非法集結者盡快離開。經多次警告無效後，警
方在尖沙咀和旺角展開驅散行動。
驅散行動期間，部分暴徒向警察投擲汽油

彈、磚頭、玻璃樽及大量雜物，用強力激光照
射警員，並於多處縱火，燃燒垃圾桶並將之推
向警方。更甚者，有暴徒以暴力對待持不同意
見的市民。警方因此使用適當武力，包括施放
催淚煙，以制止相關暴力行為。

圍攻警員 堵塞幹道
同時，另一批激進示威者沿太子道東往黃大

仙方向前進，九龍城警署和黃大仙警署報案室
須暫停服務。其後，警方與示威者在黃大仙一

巴士站對峙，當警務人員乘坐警車離開現場
時，激進示威者包圍並破壞警車，也有人向警
務人員和警車拋擲雜物，甚至以滅火筒噴射警
員。
激進示威者其後包圍黃大仙紀律部隊宿舍，

向宿舍投擲爆竹及大量雜物，部分低層宿舍玻
璃窗、車閘欄杆等政府公物被破壞，嚴重威脅
居民的人身安全。因應現場混亂情況，警方於
附近一帶施放催淚煙，驅散示威者。部分示威
者繼而以水馬和雜物堵塞龍翔道，並再次堵塞
紅磡海底隧道，令主要幹道交通嚴重受阻。
行動中，警方拘捕29人，包括24男5女，年

齡介乎15歲至45歲，他們分涉非法集結、藏有
攻擊性武器、襲擊、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等
被扣留調查。
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余鎧均昨日在記者

會上嚴厲譴責暴徒目無法紀的暴力行為，她
指警方在清場行動中忍讓、克制，強調警方
將對所有非法及暴力行為嚴正執法，警方有
能力及決心，維護社會安寧，絕不姑息任何暴
力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暴徒在前日的
「旺角再遊行」舉行後，在旺角、尖沙咀、黃
大仙等地暴力衝擊警方防線，以及在尖沙咀警
署縱火。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昨日發
聲明，直斥暴徒與「蟑螂」無異，同樣是人見
人憎、無法無天，並批評暴徒借遊行之名為非
作歹，肆意暴力破壞社會安寧，並譴責將國旗
拋到海面，是侮辱國家、令人髮指的行為。

責暴徒勿再自欺欺人
聲明中稱暴徒是「無法無天、人見人憎、害
怕曝光，與蟑螂無異」，指他們再次藉參與遊

行示威、表達訴求之名，實質集結為非作歹，
肆意作暴力及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聲明又
指，暴徒被人無數次口誅筆伐後，就如飽受懲
戒的蟑螂一樣，「相信已產生抗體」，但協會
仍然再次強烈譴責這些野蠻暴徒的暴力破壞行
為。
聲明同時譴責所有有份參與違法行為的示威

者，「你們的行為絕對不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不要再自欺欺人。」
林志偉批評8月3日遊行後發生的暴力行為。
隨暴徒不按原定路線四散及轉到其他地方集
結，在油麻地、尖沙咀、黃大仙等地肆意破

壞，並作出多種令人不齒的行徑，包括暴力衝
擊多區的警署及設施、在街道及警署範圍縱火
及投擲汽油彈、毀壞警車及追打警務人員、持
械攻擊意見不同的其他平民，在主要幹道包括
隧道口放置雜物堵塞等。
林志偉提到，從網上片段可見，有暴徒刻意

換衣服打扮成附近居民現身黃大仙，假扮「街
坊」製造事端及暴力衝擊警察，行為卑劣。
他強調暴徒開始肆意在人口稠密的鬧市縱火和

使用汽油彈，一旦因此發生火災後果不堪設想，
此乃非常危險的行為，而且屬非常嚴重的罪行；
並指如此不顧後果，置其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如
無物的暴徒，竟然謊稱要為香港追求崇高目標而抗
爭，實在可笑。聲明末尾，林再次疾呼：「蟑螂
們，請收手吧！」

員佐級協斥暴徒如蟑螂

■警方前晚在旺角清場時當場拘捕示威暴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於東西九龍清場，拘捕29名疑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擒29人 譴責暴徒目無法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網上傳言有所謂黃大仙街坊向黃大仙紀律
部隊宿舍求助，指要避開警方的催淚氣體，但被保安拒絕，網民狠批宿舍
居民無情、無人性。然而，香港文匯報記者向宿舍住戶求證，原來事實並
非如此。
早在「無煙」的情況，就有一男一女到宿舍要求入內「避煙」，但如
此拙劣的謊言被宿舍保安識破，堅決不讓兩人進入，之後就突然有數百暴
徒現身，令宿舍慘遭蹂躪。有住戶直言，如果當時讓該兩人入內，後果就
不堪設想。

謊稱「避煙」實圖謀衝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黃絲網民表示，警
方在黃大仙搜捕暴徒，令附近居民街坊不滿，最終爆發
警民衝突。不過，有真正的黃大仙居民在樓上拍到短
片，發現有黑衣暴徒在包圍、衝擊旺角及尖沙咀警署
後，在黃大仙街上換上白衣，一來是企圖逃避拘捕，二
來是到黃大仙假扮街坊，再度包圍黃大仙警署。
亦有網民向香港文匯報爆料指，發現在多個黃絲群

組內，有暴徒要求「黃大仙要街坊呀！街坊look！
唔要黑衫」，與上述情況不謀而合。
警察隊員佐級協會昨日亦發聲明提及上述「扮街

坊」的惡劣行徑，直斥「暴徒的言行及所作所為實在
與蟑螂無異」。

黑衫換白衣 扮街坊衝警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記者 文森））前日晚至昨日凌晨前日晚至昨日凌晨，，暴徒在旺角暴徒在旺角、、尖沙咀及黃大仙一帶打游擊尖沙咀及黃大仙一帶打游擊

戰戰，，更將魔爪伸入民居更將魔爪伸入民居，，黃大仙居民度過最黑暗黃大仙居民度過最黑暗、、混亂的一夜混亂的一夜，，昨日現場仍處處可見塗鴉昨日現場仍處處可見塗鴉、、熏熏

黑被燒過的痕跡黑被燒過的痕跡。。有住戶憶述事發經過時有住戶憶述事發經過時，，批評暴徒以避催淚煙為藉口批評暴徒以避催淚煙為藉口，，試圖進入黃大仙紀律試圖進入黃大仙紀律

部隊宿舍部隊宿舍，，惟被住戶識破惟被住戶識破，，暴徒事敗後竟發難包圍宿舍報復暴徒事敗後竟發難包圍宿舍報復，，肆意破壞公物肆意破壞公物，，又將雜物又將雜物、、磚頭磚頭

拋擲入宿舍內拋擲入宿舍內，，最少兩名住戶中招頭破血流最少兩名住戶中招頭破血流。。

■宿舍停車場出入口架起水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宿舍密碼鎖與閉路電視遭破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暴徒包圍黃大仙警察宿舍。 網上截圖

■暴徒換上白色上衣圖扮街坊。

■李小姐表達不忿。

■廖先生指自稱街坊
者很「生面口」。

▼▼暴徒在黃大仙圍攻警員暴徒在黃大仙圍攻警員。。路透社路透社

◀◀暴徒用利器不斷擊暴徒用利器不斷擊
打警車打警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有暴徒手持滅火筒攻有暴徒手持滅火筒攻
擊警員擊警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大批示威者在黃大仙港鐵站大批示威者在黃大仙港鐵站
外包圍警車並阻止警車離開外包圍警車並阻止警車離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