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昨日
在金鐘快速出擊，將暴徒趕往灣仔方向，大
批暴徒邊逃跑邊放火，其中近百暴徒下午聚
集在莊士敦道近修頓球場對出時，多名喬裝
臥底便衣警員抽出警棍追捕暴徒，但遭至少
30名暴徒圍攻及企圖搶犯。據現場消息稱，
有7名便衣警與暴徒短兵相接，且戰且退，
當第二度遭圍攻時身陷險境，其中一名便衣
警拔槍鳴響示警，嚇退暴徒才得以全身而
退。這是一個月內，便衣警第三次在生死邊
緣、別無選擇下開槍逼退暴徒。
昨午5時許，執行以情報主導任務的喬裝

臥底便衣警，在灣仔修頓球場對出莊士敦
道，目睹大批黑衣暴徒由金鐘潰逃而至，其
間約7名身上有特殊標誌的臥底便衣警，拔
出伸縮警棍追捕暴徒，有暴徒揮動行山杖反
抗，暴徒高呼「有狗呀、走呀！」

脫身後由同僚護送撤離
隨後約30名暴徒追打7名便衣警，當便衣

警退至莊士敦道和春園街交界電車路時，被
大批暴徒追上包圍瘋狂襲擊，當中一名便衣
警拔出曲尺手槍，現場傳出一聲槍響，暴徒
大叫「開槍呀！」並急速後退。7 名便衣警
迅速脫身，撤到修頓中心公廁內，其後由防
暴警護送入灣仔港鐵站。
在 8 月 31 日晚 9 時
許，暴徒在銅鑼灣襲擊
數名臥底探員，其中一
女警被暴徒搶手機和試
圖搶槍，該探員當時生
命受嚴重威脅，警告無
效後，在維園內向天開
了一槍示警。後來有數
十名暴徒使用長鐵支、
竹枝、汽油彈、磚頭等
攻擊性武器攻擊附近警
員，4名便衣警退到維
園內噴水池附近，再被
數十名暴徒包圍、瘋狂

襲擊，其中8名暴徒更投擲燃燒彈，再有一
名探員同晚在維園噴水池附近向天開一槍示
警。警方後來強調，兩名喬裝示威者的警員
被襲擊，生命受嚴重威脅，他們在被襲擊
時，均表明警察身份，並在多次警告無效下
才鳴槍示警，此決定是正確及合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昨日數千
黑衣人於銅鑼灣至金鐘非法集結，圖全面開
戰、焚街毀城。不過，警方一改常用戰術，
昨午一見人群聚集便「先下手為強」主動出
擊，果斷採取驅離、分割、追擊、包抄戰
術，「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得志、創立「港
獨」組織香港民主進步黨的楊繼昌等肆意挑
釁的縱暴派，先後被拘捕；灣仔循道衛理聯
合教會，亦有防暴警察戒備，十多人被截停
搜身。警方隨後三次向暴徒發起「閃電式」
狙擊，共拘捕近百暴徒，以快、狠、準手段

將暴徒「打散」，並一直強勢壓制暴徒，令
暴徒無法靠人海戰術發動更大規模的攻擊，
至晚上全面潰散。

逾百速龍政總暗門出擊
昨日未獲警方批准的所謂「全球反極權」

非法遊行，其實是利用中午在銅鑼灣東角道
的一個集會「集結人氣」，原定昨午2時30
分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但警方中午提早在
銅鑼灣一帶截查黑衣人，至下午1時許，崇
光百貨外的軒尼詩道和怡和街結集數千黑

衣人，警方即舉旗警
告，多名黑衣人向警
方挑釁，警方迅速拘
捕搞事「頭目」，綽
號「快必」的譚得志
等多人先後被捕。
下午2時20分，即
非法遊行開步前10分
鐘，警方發射催淚彈
清場，黑衣人分頭向
灣仔及天后方向撤
退，但警方在維園對
開設封鎖線，將東行
的黑衣人趕回灣仔方
向。

逾千暴徒不久後於金鐘政總和灣仔一帶縱
火，並向政總投擲燃燒彈，焚燒多處路障。
警方水炮車在政總發射顏色水，但暴徒佔據
夏慤道數次反衝鋒。至4時50分，逾百名速
龍特警由政總暗門飛撲而出，逾千暴徒被突
如其來的狙擊嚇至四散飛逃，至少有40名暴
徒被當場按地制服拘捕。

兩防線推進配合水炮車
下午5時30分，警方密集發射催淚彈，將
暴徒分割在灣仔和金鐘，其中一班暴徒逃至
金鐘道太古廣場外與防暴警對峙，當防暴警
防線後退時，百名速龍特警突然由馬路兩側
閃出追捕，拘捕最少20人。另一班暴徒則在
灣仔港鐵站和修頓球場集結放火破壞車站出
口，埋伏在灣仔站的數十名速龍特警由站內
衝出，在附近包抄再次制服逾10名疑犯。
速龍特警3次突擊拘捕約百名核心暴徒，

令眾暴徒心膽俱喪，一直與警方防線保持近
百米距離，並隨時準備拔足逃跑。至傍晚6
時，警方分成兩個防線，同時由灣仔和銅鑼
灣作起點清場，水炮車跟隨推進。
晚上6時30分，連續多個港島港鐵站關
閉，暴徒只能徒步和乘巴士離開，其中大部
分暴徒在銅鑼灣上巴士離開，至晚上8時警
方已基本驅散灣仔和銅鑼灣一帶的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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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暴亂現場，除了大批真假難
分的記者、救護員，還有身穿「守護
孩子」背心的人，每當警方採取拘捕
行動，他們便一擁而上把被捕者包
圍，美其名是保障被捕者「合法權
益」，實際上是阻撓警員執法。

警屢喝止無果後拘捕
其中一幕是一名身懷攻擊性武器

的青年涉嫌衝擊警方防線，其間與
警方發生衝突，最後數名警員把他
按壓在地上，正打算拘捕時，身穿
「守護孩子」背心、自稱是社工的

女子向該名青年收集個人資料，包
括其姓名、是否成年等，聲稱方便
日後保釋他。在場警員多次喝止她
不要阻差辦公，但她屢勸不聽，最
後警員把她一並拘捕。
社總其後在社交媒體發佈消息，

指社總總幹事許麗明於金鐘太古廣
場對出金鐘道協助收集被捕者資料
時，被防暴警察阻止，最後拘捕
她。
另外，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
總編輯呂昊峻昨日亦在金鐘道被警
員制服。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借守護孩子阻警 社總總幹事被捕

七臥底警遭圍攻 鳴實彈槍逼退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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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暴徒昨日在港島區大肆破壞、瘋
狂縱火、向警方投擲燃燒彈與磚
頭等，更一度恃人多「惡晒」衝
上灣仔一條天橋欲攻擊一隊警
員，該隊警員退守時被暴徒步步
進逼，惟有向暴徒方向施放防暴
武器，人群中一名外籍女記者懷
疑右額中彈，未知是布袋彈抑或
海棉彈，她後來由救護車送院救
治。暴徒的惡行最終連累無辜記
者受傷，他們才是案中的始作俑
者。
暴徒昨日於銅鑼灣至中環一帶

不停破壞與鬧事，其中下午4時
許，大批暴徒於灣仔港鐵站外與
守在行人天橋上的警察對峙，暴
徒將垃圾桶等雜物置於馬路中
心。警方警告他們離去無效，遂
多次施放催淚彈驅散，惟暴徒們

多次去而復返。

警退遇追襲 還擊中副車
其後，大批手持磚頭、盾牌等武
器的暴徒經商量後突然從樓梯衝到
天橋上，欲「主攻」警方防線，並
與在天橋上的約十名警員對峙。
不久後，大批暴徒向前衝，警方

見暴徒人數眾多，便從一條往告士
打道的樓梯撤退，暴徒便即採取
「敵退我追」的策略衝至樓梯頂，
並向正在撤退的警員投擲燃燒彈，
一名後退中的警員開槍還擊，但未
知所使用的是什麼彈藥；該十多名
警員其後乘坐警車離去。
然而，一名正在採訪的印尼記

者懷疑右額中彈倒地，並傷及右
眼，但神志清醒，在場救護員即
上前為其包紮，她其後由救護車
送院救治。

警先發制人 速龍驅散暴民

「私了」毆異己 打到滿臉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暴徒繼續私刑「私

了」惡行，昨日最少兩次毆打操普通話或持不同政見
的市民。被打的兩名男子均因出言斥責暴徒，結果遭
暴徒狂毆至血流披面，其中一名男子在大群記者和所
謂「急救員」面前被虐打多時，竟無人出手制止，反
而有外國記者喝止暴徒和保護傷者。另外的士司機被
指撞傷真假難分的「記者」亦遭圍攻，司機及時棄車
逃去，但其的士被暴徒破壞，全車盡毀。
昨晚8時許，暴徒退守至灣仔軒尼詩道近寶靈頓道對

開時，一名穿深色衣的男子疑因出言斥責暴徒，即遭
多名黑衣暴徒追打至頭破血流倒地，但暴徒仍不罷休
又踩又踢，大批本港記者和所謂「急救員」袖手旁
觀，一名外國記者挺身保護事主到橫巷躲避，受傷男
子遍體鱗傷、上衣被撕爛，其間暴徒繼續趨近施襲，
被外國記者喝止，及至警員到場前暴徒始逃去，傷者
被送上救護車治理。

同一時間，一名操普通話的白衣男子，在銅鑼灣波
斯富街，疑不滿暴徒破壞社會安寧出言指責，大批暴
徒一擁而上，對他拳打腳踢，白衣男負傷一度倒地，
但仍被暴徒追打，幸附近有人及時報警；暴徒發現有
警員到場即四散逃去無蹤，傷者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一的士遭破壞全車盡毀
另昨晚7時許，一輛的士沿堅拿道西駛至近軒尼詩道

時，一名自稱「記者」的人報稱被撞傷，暴徒即化身
「執法者」，包圍的士拍打及謾罵，的士司機由其他
人協助棄車離去，暴徒遂將「怒火」向的士發洩，用
雜物堆到的士車頭，又敲碎擋風玻璃及在車頭噴字。
約1個多小時後，暴徒再次以的士為目標進行「二次刑
毀」，不斷持水喉通打碎的士車頭及車門玻璃，又揭
開車頭冚向引擎淋不明液體破壞後，始「心滿意足」
施然散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文森）「十一」國慶即將來臨，「勇武派」

（前線暴徒）昨日傾巢而出在港島一帶集結「試陣」，預演國慶日「遍地開

片」的詭計。他們分工精細，「前線組」專門對警方和政府建築物使用燃燒

彈；「破壞組」則肆意破壞多個港鐵站出口以及商舖、大廈等設施；「支援

組」則將物資運送到前方。在他們瘋狂破壞下，沿途的慶祝國慶宣傳品被焚

燒，多個港鐵站被縱火。最恐怖的一幕是，喪心病狂的暴徒企圖向菲林明道

天橋上的警方投擲汽油彈時，汽油彈誤中鄰近的住宅大廈外牆海報，現場即

時變火海，樓上居民身陷險境，幸警方水炮車及時到場救熄。另有一個縱火

現場，更遺留石油氣罐，險觸發爆炸，完全罔顧附近居民的生死。

■■一名外籍記者中彈送院一名外籍記者中彈送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綽號綽號「「快必快必」」的譚得志向警員作出侮辱的譚得志向警員作出侮辱
性動作性動作，，後被拘捕後被拘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白衣男子斥責暴行白衣男子斥責暴行，，遭暴徒拳打腳踢遭暴徒拳打腳踢
至頭破血流至頭破血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一架的士兩度遭暴徒濫用私刑一架的士兩度遭暴徒濫用私刑，，全車嚴重損毀全車嚴重損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暴徒在灣仔站修頓出口縱火暴徒在灣仔站修頓出口縱火。。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學苑學苑》》總編輯呂昊峻總編輯呂昊峻
在金鐘道被警員制服在金鐘道被警員制服。。

■■警方昨日下午及時在銅鑼灣站警方昨日下午及時在銅鑼灣站EE出口外驅散非法集結者出口外驅散非法集結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暴徒掟汽油彈擊中住宅大廈外牆海報暴徒掟汽油彈擊中住宅大廈外牆海報，，現場即時變火海現場即時變火海。。 路透社路透社

分工三組縱火組最瘋癲 燃燒彈擲民居外牆險攞命

暴徒傾巢昨試陣 晒馬預演明總攻

■■警方速龍小隊在夏慤道拘捕多名警方速龍小隊在夏慤道拘捕多名
黑衣暴徒黑衣暴徒。。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暴徒目無法紀，昨日在銅鑼灣一帶違法集
結，被防暴警察採取驅散行動後，暴徒

撤退至灣仔、金鐘一帶，沿途拆毀金鐘太古廣
場的慶祝國慶標語和中環美利道停車場地盤上
的紀念建國標語並焚燒。
之後，他們在港島多處大量使用汽油彈，除
了在金鐘力寶中心及灣仔軒尼詩道近修頓球場
外瘋狂投擲汽油彈，以報復警方發射催淚彈
外，還多次「主動出擊」，向政府總部及灣仔
港鐵站等設施大肆破壞。

居民區焚路障 帶備石油氣罐
入夜後，暴徒亦在灣仔軒尼詩道及馬師道等
多處設置路障，並點火燒雜物，其中民居林立
的軒尼詩道及菲林明道一帶，多個路障起火，
更有暴徒帶來石油氣罐到場，險釀成爆炸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大批「勇武派」暴徒
昨日一早出現在銅鑼灣到灣仔一帶，然後迅速
向金鐘一帶擴散，有「勇武派」中人透露，這
些「勇武派」來自全港各區，人數逾1,000
人，可算是「精英盡出」。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觀察，有十多隊暴徒
隊伍出現在銅鑼灣至金鐘一帶不同位置，每隊
人數由50人至100人不等，絕大部分都配以優
質的頭盔和「豬嘴」（防毒面罩），有部分
「頭目級」成員更裝配護甲、盾牌和伸縮棍等

裝備，不少隊伍佩戴用以辨識隊友的閃光燈標
記和方便調配動員的對講機。有前線「勇武」
直言昨日是「試陣」，「重點是預演10月1日
的總攻。」

每隊近百人 分工細機動性高
政府總部是昨日暴徒攻擊的主要目標，香港
文匯報記者昨午在金鐘遠東金融中心外發現，大
批黑衣人在對開的天橋底收取裝備，有人更在派
發可能是燃燒彈的瓶裝物。記者現場所見，昨日
暴徒的分工明顯比以往更為精細，機動性亦比過
往高，其中聚集在金鐘的「前線組」，多番對警
方和政府建築物使用燃燒彈，而「破壞組」就在
灣仔區一帶肆意破壞多個港鐵站出口，以及對多
個銀行、商舖、大廈進行塗鴉。今次為了令到前
方「勇武」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援，「支援組」亦
在銅鑼灣至金鐘組成了一條極長的「物資人
鏈」，不斷將頭盔、索帶、長傘甚至行山杖等裝
備運送給前方的「勇武」暴徒。
不過，警方的防暴戰略也不甘示弱，在多
次衝擊失利後，暴徒開始經由銅鑼灣和大坑
方向往天后逃跑，逃跑時沿路在銅鑼灣多個
港鐵站出口處縱火以及設置路障，在逃至大
坑後就找一個幽暗後巷以「遮陣」設置「更
衣室」換衫，然後登上早在天后一帶待命的
「保母車」逃離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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