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警方自6月展開止暴制亂行動以來，被捕者的年齡走勢來看，
最開始涉及的大專生較多，暴力活動持續到7月、8月後，被

捕者涉及年齡較細的中學生開始漸多。暴亂後期，縱暴文宣和「黃
媒」加強文宣攻勢，圖將更多學生和青少年拖落水。

製片打造「英雄暴徒」招「粉絲」
煽暴派不斷在網上和媒體廣傳各類海報，將使用武器和投擲燃
燒彈等的暴力卡通化，美其名曰「火魔法師」，更製作影片打造
「英雄暴徒」招徠學生「粉絲」，還煽動學生參與「三罷」等，
加上開學後，各類「遍地開花」的示威活動每每變成騷亂，令更
多學生淪為暴力「馬前卒」，其中年齡最細的被捕者年僅12歲。
自9月以來，在荃灣、屯門、沙田及旺角發生的連串暴亂中，
被捕者以青少年為主，當中年紀最細的13歲女童，已被檢控侮
辱國旗罪及上庭，一旦罪成，最高刑罰為監禁3年；其餘被捕者
中，有14歲、16歲及17歲青少年，分別涉嫌非法集結、藏有攻
擊性武器、藏有腐蝕性物品、刑事毀壞及襲警等嚴重罪名。
根據警方統計數字顯示，由6月9日至8

月31日的暴亂中，警方總共拘捕1,046人，
當中學生有257人（約佔25%）。自9月2
日至昨日為止，警方共拘捕550人，其中學
生有207人（約佔38%）。數字反映，開學
近一個月被捕學生的人數，接近之前3個月
被捕學生總數的逾8成，情況令人憂心。

警：沒有「魔法師」只有縱火犯
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昨日在
記者會上表示，警方尊重所有人表達訴求的自由，但不和
平、無秩序及暴力示威屬於違法，如果有年輕人因為一時衝
動、沒有深思熟慮的情況下，干犯不同罪行而留有案底，會影響其
一生，尤以涉「暴動」及「縱火」等嚴重罪行為甚，暴動罪的最高刑罰
為監禁10年，而縱火罪的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
江永祥強調，現實世界中不是角色扮演，也沒有「火魔法師」，「我們看到的

只有縱火狂徒。」上周末，警方在旺角警署外拘捕一名放火的16歲少年，昨日已
被警方以縱火罪檢控。
警方近日還發現有人在暴力衝突中投擲腐蝕性物品，更將之美化為是製造時間予

「同路人」逃走。江永祥提醒，這是明顯地將違法行為作美化，投擲腐蝕性物品可被
控傷人罪，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希望年輕人及學生在作違法行為時要冷靜下來，
「停一停、想一想」，老師及家長亦應多加留意這些年輕人，對他們循循善誘，如果
發現他們真的參與嚴重違法行為，應及早介入，以免他們犯下無法彌補的過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姬文風）激進示
威者繼續騷擾甚至恐嚇不同意見者，製造「黑
色恐怖」。美心集團創辦人伍沾德的長女伍淑
清於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表撐警言論，令美心
集團成為暴徒針對目標。理工大學學生昨日在
午飯時間在該集團承辦的校園飯堂外搗亂，包
括進入飯堂叫囂、在牆外塗鴉、於樓梯撒紙
錢。在被在場用膳的食客冷待後，有關人等更
將行動「升級」，包圍出入口及堵塞櫃位，阻
止師生惠顧，變相令他們「被罷食」。有受影
響的外籍教授直斥他們的做法是愚蠢且自私。
校方則保留對有關學生採取紀律處分的權利。

塗鴉打砸 師生批荒謬
昨日約11時30分開始，有數名戴口罩、身穿

黑衣的「學生」在理大文康樓外集合。他們手
持大聲公、文宣傳單準備前往位於3樓、由美心
承辦的飯堂。用「大聲公」鼓動場內用膳的教
職員罷食，而於飯堂內商議小組報告的學生聽
到叫囂聲後立刻離開，現場雞飛狗走。其後，
黑衣人走到大堂，沿前往飯堂的樓梯一邊走一

邊撒紙錢，有人則喊口號。
黑衣人愈來愈多，人數增至近30人。他們聚

集在正門外叫口號，甚至有人「報假案」稱飯
堂衛生環境差，令他用餐後覺不適，路過的學
生嗤之以鼻。
黑衣人見無食客和應，即大喊「下雨啦」，
部分人撐起雨傘，掩護其他示威者取出噴漆在
樓梯牆上塗鴉標語，令侷促的樓梯間充滿天拿
水味。事後，有四五名「學生」前往位於文康
樓後面、同屬美心集團的星巴克破壞。他們在
外牆玻璃及對出的地面上噴上口號，見有記者
拍攝即轉身就逃。
將近下午1時，有學生發起「食物接龍」，

手持餐盤但不點餐，目的是堵塞領取食物的櫃
位，令食客不能用膳，十分擾民，最終惹來數
名想用膳的顧客不滿。其間，有兩名女教職員
了解示威者的目的後，用英文暗罵一句「荒
謬」，然後轉身離去。
一名外籍教授因為無法用膳，即與示威者「舌

戰」，他表示「理解」學生的行動，但這班黑衣人
身為大學生，應該用更聰明的辦法發表意見，

不應該再繼續作出玩鐳射槍、縱火及塗鴉等愚
蠢的行為。「校園應該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但
你們的滋擾行為影響了他人的日常生活！」

校方批劣行 保留處分權利
理工大學發言人表示，就學生在校園內的食

肆進行示威，校方尊重他們的表達自由，但同
時亦期望同學尊重他人使用校園設施的權利與
自由。
他批評部分同學肆意於食肆內及附近範圍以

膠漿張貼單張、或以噴漆塗寫標語，塗污校
園，罔顧其他校園使用者的權利及感受，亦加
添前線員工善後清潔的困難。對於此等行為，
大學保留作出紀律處分的權利。
另外，繼日前中大百萬大道及校園多處遭「抗

爭者」大肆塗污，港大百周年校園校名牆及地上
昨日亦發現類似的毀壞行為，分別遭人噴上所
謂「承先賢之志燃革命之火」標語字句。港大
發言人在回覆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時強調，大
學尊重同學表達意見的自由，但期望他們以文
明、理性和相互尊重的方式表達看法。

黑衣迫「罷食」美心 理大教授斥自私

開學後，涉嫌
參與暴動而被捕的

學生人數不跌反升，
有教育界人士及家
長代表昨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分析，煽暴派自
開學後不斷對準
學 界 展 開 「 攻
勢」，從罷課、
人鏈以至各類所
謂集會活動，更
不能排除有個別
「黃師」推波助
瀾，滲透極端仇
警思想，一步步
令部分學生愈陷

愈深。他們呼籲學校和家長務必關注子女學
業和日常情況，避免讓學生參與危險活動，
甚至以身試法。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炳松認為，
開學後學生被捕人數明顯上升涉及眾多原
因。一方面，所謂「反修例運動」與日俱
增，為數不少更以學生為主要參與單位，
「例如罷課、人鏈等等，這類活動看似簡
單，但當中滲透外來分子，不排除學生會
受他們影響。」特別是，部分學生在參加

過後也許感覺「做完無用」，漸漸或變得接
受「升級」行動，逐漸受煽暴派煽動「洗
腦」。

借活動課堂洗腦 家長需警惕
同時，近月不斷有「黃師」被揭發向學生

散播仇警訊息，最近一宗個案更是有教師公
然利用測驗卷題目誣陷警方，他認為這反映
了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內容」並無足夠保
障，易被人有機可乘，煽動學生參與「抗
爭」。這類防不勝防的滲透方式，最令家長
和社會擔心。
十·一國慶臨近，網上有人視之為鬧事機

會，甚至有傳會自製傷亡，企圖令國慶蒙上
陰影。奚炳松坦言對此感到擔心，並呼籲家
長務必留意子女安全，多關心他們的學業生
活，及按情況主動跟子女探討社會情況，引
導子女走上正途。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表示，部分政黨及自稱

教育組織落力動員學生參與所謂「反修例運
動」，其間不斷美化暴力和被捕事宜，以致
落得今日的田地。
他強調，學生被捕數字一個都嫌多，學界

務必清楚表達立場，拒絕政黨及縱暴派再動
員學生參與所謂政治行動，並期望教師能秉
持專業，切勿將個人政見放到教學上，影響
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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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煽暴派
近期「集中火力」，鼓吹學生參與所謂
政治活動，令不少學生受傷以至被捕。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發公開信，呼籲
校長、老師和家長同心守護學生，抵禦
外來政治力量介入學校運作，並提醒學
生不應出席可能出現混亂及危險活動，
更切勿參與可能違法的行為。家庭與學
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同日呼籲，大家要共
同努力保護學生遠離危險及暴力行為。
楊潤雄在公開信中指出，近月不少政

治活動最終演變成暴力衝擊，即使是一
般被視為和平的人鏈活動，部分也曾出
現衝突、高空擲物及傷人事件，反映參
與有關活動已存在不容忽視的外在風
險，威脅參與同學的人生安全。
教育局懇請家長及學校提醒學生，不

應出席可能出現混亂及危險活動，更切
勿參與可能違法的行為。老師及家長亦
應教育學生，國旗是國家的象徵和標
誌，應予以尊重。任何污損或侮辱國旗
行為都不能接受，亦違反法例，可被檢
控及定罪。
楊潤雄續指，理解學校同工在這段日

子承受巨大壓力，包括不同政見立場人

士在校外組織行動，甚至向學校施壓要
求支持。教育局譴責有關滋擾和施壓行
為，會全力支援學校，學校可按需要尋
求相關部門協助。
針對個別失德個案，他強調，教育

局、辦學團體及學校必定嚴肅處理，以
維護社會對廣大專業教育同工的信任。

家校會促嚴辦失德教員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昨日發聲明支持局方的呼籲。他強調，家
長期望社會各界都對所有暴力行為予以譴
責，亦譴責任何鼓吹將中小學生推向極危
險的示威活動前線的團體或人。
湯修齊呼籲各界共同努力，留意學生

的有組織活動，確保學校制定及執行保
護學生的各種措施，以及在家中與子女
保持良好的溝通，致力培育、教導子女
遠離違法及暴力的行為。
針對小部分教師被揭發以偏頗教材教

學，更以一己政治立場影響學生，湯修
齊強調，教育局對教材審批有其特定角
色，期望教育局更積極主動去處理偏頗
教師的教學及教材，加快嚴正處理專業
操守有問題的教師。

楊潤雄呼籲杜絕政爭入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教育界
有一小撮「黃師」煽動學生參加違法行
動、煽動仇警情緒，惟被揭發後所受處
分和其惡行不成比例。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昨日在fb發帖，強調任何教師的
任何激進的政治立場都會對部分學生有
深刻影響，要保護孩子，讓政治遠離中
小學，就必須清理犯事的教師。
梁振英在帖文中引用了昨日一名15歲

少年和一名13歲女童因涉嫌違法而在法
院提訊的新聞，「13歲、15歲的青少年
涉嫌在政治『抗爭』中犯案，令人震
驚，除了其他因素外，有沒有人在學校
被老師radicalised？」
他強調，教師是學生的仿效對象，任

何教師的任何激進的政治立場都會對部
分學生有深刻影響，要保護孩子，讓政
治遠離中小學，必須清理犯事的教師，
這絕對不是所謂「專業失德」問題，不

是個人問題，而是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
題。
「即使是失德問題，大家在問：其他

的專業人士失德，可以由僱主私下處
理，可以發信譴責了事，可以不向社會
公開犯事人的身份，可以不向社會公告
調查和判決結果嗎？」梁振英說。
他強調，教育局、辦學團體和學校有

責任，更重要的是有權力革除這些教
員，取消註冊，讓他們帶着他們的偏激
政治，遠離學生。
梁振英形容，教師將警察和學生推入

一個極其諷刺和荒唐的怪圈，學生被rad-
icalised，參加違法的所謂抗爭，警察依
法執法，因而被一些教師仇視和針對，
禍及完全和絕對無辜的警察子弟。這個
怪圈只有一個辦法打破，就是趕走這些
所謂「失德」的敗類。「教育界繼續不
斷出事，息事並沒有寧人。」

梁振英促清理失德犯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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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煽暴派和「黃媒」利

用美侖美奐的卡通海報、悲壯的樂曲、催淚的文

字，不斷美化暴力和英雄化暴徒，將扭曲的民主價

值觀滲透校園荼毒學生，將更多莘莘學子推向暴力

前沿。6月9日至開學前的3個月，警方在各暴亂

和非法集結現場已拘捕257名中學生及大專生，但

9月2日開學至今不足一個月，被捕學生已達207

人，且佔4個月整體被捕學生人數逾44%，反映開

學後被捕學生人數不跌反升，有學生更淪為掟汽油

彈的「投彈手」。警方指出，被捕學生可能要面臨非

法集結、縱火、傷人、刑事毁壞、襲警等嚴重罪

行，一旦罪成，恐斷送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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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人襲理大美心食堂，外籍教授直斥他們妨礙他人，行為愚蠢。黑衣人隨後又到星巴克搞破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稚兒屢成黑衣「娃娃兵」。
資料圖片

■煽暴文宣煽動
「十一」掟汽

油彈。

■■《《蘋果蘋果》》美化縱火者美化縱火者。。梁振英梁振英fbfb圖片圖片

■■年輕暴徒被發現手持汽油彈年輕暴徒被發現手持汽油彈。。

■■網上流傳有網上流傳有1212歲歲年輕暴徒被捕年輕暴徒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