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徒打爆市民頭暴徒打爆市民頭。。
大公文匯片段截圖大公文匯片段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文森文森））看看，，這就是這就是
暴徒醜惡的真面目暴徒醜惡的真面目。。昨午昨午，，有大批暴徒在中有大批暴徒在中
環及金鐘一帶集會並大肆破壞公共設施環及金鐘一帶集會並大肆破壞公共設施，，有有
無辜市民途經金鐘時無辜市民途經金鐘時，，被指碰撞到暴徒被指碰撞到暴徒，，隨隨
即被大批暴徒包圍和瘋狂毆打即被大批暴徒包圍和瘋狂毆打，，頭頭、、鼻鼻、、口口
均被打至大量流血均被打至大量流血，，傷勢不輕傷勢不輕。。該名市民不該名市民不
知所措說知所措說：「：「我不知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我不知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
竟然遭此橫禍竟然遭此橫禍。」。」
該名市民表示該名市民表示，，原本在金鐘轉車前往半原本在金鐘轉車前往半

山山，，卻因為當時沒有公共汽車卻因為當時沒有公共汽車，，所以只好徒所以只好徒
步行上半山步行上半山，，怎料到突然有一群人迎面衝過怎料到突然有一群人迎面衝過

來來，「，「我們發生碰撞後我們發生碰撞後，，隨即有超過十個暴徒將我包圍隨即有超過十個暴徒將我包圍，，更指責我把他們撞更指責我把他們撞
到及欺負他們到及欺負他們。」。」暴徒對該名市民瘋狂毆打暴徒對該名市民瘋狂毆打，，使用雨傘作武器向他施暴使用雨傘作武器向他施暴，，其其
間他被打至眼鏡飛脫間他被打至眼鏡飛脫，，頭頭、、鼻鼻、、口均被打至大量流血口均被打至大量流血，，傷勢不輕傷勢不輕，，白色的衣白色的衣
服亦染有血跡服亦染有血跡。。事主對遭遇此種橫禍事主對遭遇此種橫禍，，大感不滿大感不滿。。

無辜市民遭暴徒打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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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地鐵口縱火 罔顧站內人死活
中環灣仔兩站封閉 竄至九龍多區搗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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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暴徒利用港鐵列車作為轉
移戰場的交通工具，同時「順便」對各港鐵站打砸破壞，
過往警方疲於奔命追截，趕抵現場時，暴徒多數已聞風快
閃散去，甚至已乘列車轉往其他地區再搞事。警方汲取經
驗，評估後作出新部署與暴徒鬥快，昨日在港島中環至銅
鑼灣等各站先行安排警力埋伏，待暴徒甫在站內搞事破
壞，立即衝出制止拉人，成功在各站拘捕多名搞事暴徒。
警方在近期多次暴亂中發覺，暴徒以港鐵站作「避難
所」，安排人手在站外把風，甫見防暴警趕至，即通知其
他暴徒迅速乘列車轉移，令警方撲空，難以有效拉人。警
方汲取經驗，為求與暴徒鬥快，研究後採取「黃雀在後」
新戰術，於暴徒可能會出沒的港鐵站內，暗中先部署警
力，並監察暴徒「把風小隊」的行蹤，一待暴徒抵達站內
打砸破壞，警員即快速衝出攔截拘捕。

中環站逾十黑衣人成擒
昨日遮打花園的集會遊行，警方事前已暗中在中環、金

鐘、灣仔及銅鑼灣等多個港鐵站內部署人手。部分暴徒果
然先以集會現場附近的中環港鐵站為目標，大肆打砸破
壞，站內「恭候」多時的警員突然現身，當場制服及拘捕
數名暴徒，有一批暴徒匆匆逃出站外，但仍被速龍小隊追
及包圍，十多名全副武裝的黑衣男女束手就擒。
有暴徒趁亂乘列車轉移，卻不知早被警方預計中，當一

批暴徒抵達金鐘站，又再開始肆意搞事破壞之際，又有防
暴警突然現身拘捕數人，其他暴徒不敢久留散去，有正乘
坐列車的暴徒收到風聲，亦知難而退，轉到下一個灣仔站
才落車。
抵達灣仔站的暴徒同樣被埋伏的防暴警制服拘捕，雖然

也有暴徒成「漏網之魚」轉到銅鑼灣站，但眾人已被警方
的快閃拉人舉動嚇窒，到站後已不敢留在站內搞事，匆匆
離站，走到街頭再搞事，但仍有落單暴徒在站內迅即被制
服拘捕。

■■警察在金鐘拘捕一名黑衣人警察在金鐘拘捕一名黑衣人。。

■■ 暴徒在中環站近歷山大廈的出暴徒在中環站近歷山大廈的出
入口縱火入口縱火。。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消防員開喉將地鐵站出入口的消防員開喉將地鐵站出入口的
大火撲滅大火撲滅。。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暴徒由中環站沿途砸至銅鑼灣站暴徒由中環站沿途砸至銅鑼灣站，，灣仔站一灣仔站一
列玻璃護欄被砸毀列玻璃護欄被砸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大小乘客經過滿地碎玻璃的灣仔站大小乘客經過滿地碎玻璃的灣仔站
時如履薄冰時如履薄冰。。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
明）港鐵公司嚴厲譴責激進示威
者昨天在多個車站惡意破壞，甚
至於中環站出入口蓄意縱火，並
有港鐵員工遭投擲硬物擊中受
傷。港鐵重申絕不容忍任何暴力
行為，呼籲公眾人士平心靜氣，
為己為人，停止破壞車站設施及
滋擾他人的行為。
港鐵昨晚發稿指出，直至昨晚

九時，中環、金鐘、灣仔及天后
等車站的設施均受到大肆破壞，
包括出入口和車站大堂設施、扶
手電梯等，其中中環站及灣仔站
需暫時關閉。相關車站能否於今
早重開，需視乎設施的損毀程度
及港鐵工程人員的維修進度。

強烈憤慨 保留追究權利
一名港鐵員工昨日在中環站近

昃臣道出入口執行車站職務時遭
投擲的硬物擊中擦傷，已由同事
陪同往醫院治理。對於乘客及港
鐵員工的安全受到威脅，並有港
鐵員工受傷，港鐵公司表示強烈
憤慨，並強調絕對不會容忍此等
暴力行為，重申激進示威者的
行為除了嚴重影響市民日常出
行，亦可能構成嚴重罪行及違
反法庭頒佈的禁制令，港鐵已
就事件報警，亦會嚴正跟進及
保留追究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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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徒將中環站近暴徒將中環站近
終審法院出入口的鋼終審法院出入口的鋼
化玻璃窗砸毀化玻璃窗砸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黑衣暴徒昨日傍晚在中環德輔道中和

畢打街附近聚集，中環歷山大廈對
開的中環站出口，暴徒縱火燃燒堆放在出
口的大量雜物及鐵欄，火勢非常猛烈，火
光熊熊不斷冒出濃煙。消防員數分鐘後接
報到場迅速將火撲滅。
同一時間，在畢打街交通銀行對出馬
路亦見有一條火線，暴徒將堆放在馬路的
紙皮放火燃燒，另一批消防員趕到現場將
火救熄。

撬開K出口扶手電梯裝置
港鐵中環站大堂及多個出口亦被暴徒
惡意破壞，港鐵昨午4時許宣佈中環站暫
時關閉，荃灣線及港島線列車不停中環
站。大批暴徒聚集在通往皇后像廣場的中
環站K出口，搬來垃圾桶、手推車、花
盆等雜物，推落通往地庫車站大堂的扶手
電梯，堵塞出入口，更撬開扶手電梯的裝
置，破壞站外的閉路電視，車站顯示屏等
遭嚴重損毀。
部分暴徒之後轉到畢打街，有人拆走
路邊的鐵欄，堆在中環站D1出口，防暴
警察突然由站內衝上地面，隨即向暴徒發
射一枚橡膠子彈，之後退回入口處，並在
港鐵職員協助下關上出口的大閘。

破壞灣仔交通燈扯脫電線
暴徒在中環一帶縱火堵路後，再竄至灣
仔及銅鑼灣一帶，有人在太古廣場三期附
近的地盤，拿走一些建築物料再往灣仔方
向前行，沿皇后大道東去到灣仔道，破壞
交通燈、扯脫電線，然後衝入灣仔站，大
肆破壞站內的入閘機、顯示屏、增值機，
消防喉也被拔出來，圍欄玻璃全被打爛。
晚上近7時，警方因應暴徒在軒尼詩道
一帶聚集及堵路，在銅鑼灣站通往東角中
心的D2出口外施放催淚彈，驅散在場集
結暴徒。防暴警察之後沿記利佐治街及百
德新街快速推進，在告士打道近維園截
查，行動中先後制服及帶走至少兩人。
至晚上8點半左右，再度有一批激進暴

徒在崇光百貨公司對出軒尼詩道集結，警
方再施放催淚煙驅散。
入夜後黑衣暴徒四竄到九龍區多處集

結搗亂，一批暴徒晚上9時許，於太子旺
角警署對出的彌敦道及太子道西交界以雜
物搭建路障佔路，彌敦道交通受阻塞。旺
角警署外有近百人聚集，有暴徒手持鐳射
筆照射。防暴警曾於警署平台簷篷上發射
布袋彈，暴徒向後撤。

警驅散旺角警署外示威者
警方再三警告，但暴徒仍不斷於彌敦
道及太子道西交界架設鐵馬陣堵路。之後
旺角警署有約百名防暴隊驅散示威者，於
彌敦道向旺角方向不斷推進。防暴警於約
晚上10時許出示紅旗，隨即驅散附近的
暴徒，並於西洋菜南街制服一名男子。
與此同時，戰火蔓延至黃埔，一批

「街坊裝」巿民在港鐵黃埔站一帶聚集，
與到場的防暴警察對峙。警員在黃埔花園
行人天橋上一度舉旗警告，並在天橋上拘
捕一名穿着紅色衫的男子，警方帶男子落
橋時，大批「街坊」叫囂要求放人及指罵
警員。該名男子其後被帶上警車。
「街坊」又圍着警車與警員，之後警
員再制服多一名男子，指懷疑他投擲雨
傘，將其按在地上搜身，在混亂期間，警
員一度舉起胡椒噴霧，其後將其放行。而
港鐵黃埔站內有警員到場戒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堪稱本港「商業心臟」的中環，

一夜間變得頹垣敗瓦。大批暴徒

出席完昨日在中環遮打花園舉行

的集會遊行後，游走港島多區，

肆意堵路縱火，又毀壞多個港鐵

站設施，並在中環站多個出口縱

火，其中近太子大廈的出口，暴徒焚燒堆放在出口的鐵欄及雜物，火

勢非常猛烈，不斷冒出濃煙。而中環站及灣仔站更一度關閉停止運

作。入夜後，黑衣暴徒再四竄到九龍區多處集結搗亂，太子、旺角、

黃埔等相繼淪陷。

■暴徒堵塞中環馬路，西行車輛被迫調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暴徒到達銅鑼灣，惠康超市被迫落
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9 月 8 日 暴 動 時 序
13:50 大部分穿黑衣蒙面示威者聚集遮打花園，並提早出發遊行往美國駐港總

領事館

14:00 遊行隊伍偏離原定路線，堵塞中環多條馬路，大批防暴警在紅棉路佈防
並發出警告

16:00 暴徒四處破壞，港鐵中環站入口、站內入閘機等設施被砸；防暴警在站
內制服拘捕數名暴徒

16:50 遊行結束，暴徒繼續在畢打街掘磚，德輔道中等道路設路障堵路

17:30 暴徒在中環站出入口附近四處縱火，部分暴徒轉往金鐘站破壞縱火，消
防疲於奔命

18:00 防暴隊在中環驅散暴徒，一批黑衣蒙面男女暴徒被包圍拘捕

18:15 大批暴徒向灣仔前進，沿途堵路破壞，港鐵灣仔站部分設施被砸

18:30 暴徒再到銅鑼灣站破壞，警方趕至拘捕多人

19:00 警方在崇光百貨對出軒尼詩道多次施放催淚彈驅散暴徒，有暴徒被制服

20:35 部分暴徒轉至紅磡黃埔花園附近聚集，大批防暴警在港鐵黃埔站內外佈
防戒備

20:40 大批暴徒在太子站外的旺角警署集結叫囂，用鐳射光照射警署，在彌敦
道以雜物堵路

21:30 港鐵太子站宣佈封閉，防暴警沿彌敦道及附近內街推進驅散，暴徒向旺
角方向後退

22:00 港鐵再宣佈旺角站封閉

22:45 防暴警驅散行動後折返旺角警署，暴徒又再集結警署外，並投擲雜物

23:15 警方舉旗警告，並發射數枚布袋彈驅散，有女暴徒聲稱腳部受輕傷

23:45 防暴警沿彌敦道推進驅散，截停數輛私家車搜查

▲▼警方在旺角拘捕多名黑衣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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