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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衝削弱警力 學童曠課打劫
趁「無警時分」做扑頭黨 最細13歲 警拘4人續緝5小劫匪

所謂反修例風波持續影
響學校日常運作，繼早前
有屯門區學校被個別學生
「騎劫」陸運會，於跑道
高舉「港獨」標語後，近

日再有觀塘區中學「中招」。網上流傳
片段，有疑似聖言中學學生趁水運會比
賽期間裡應外合，先由泳手賽前呼喊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再有觀
戰學生「接力」領唱「獨」歌，最後交
由泳手們合謀上演「半路棄賽」，停在
池中央玩「大合唱」，完美策劃一場
「校園政治騷」。有網民批評涉事學生
對比賽場合毫不尊重，要求學校嚴肅跟
進，勿讓政治滲透校園。
短片上載者聲稱片段攝於聖言中學上
周五舉辦的水運會比賽。當時，有8名
泳手正進行50米自由式決賽。片段開始
時已見個別參賽泳手趁哨子響起前，於
跳台位置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口號，一度引起在場者起哄。

賽前領喊口號 中途棄賽合唱
雖然比賽已明顯遭受政治入侵，惟主
辦方未見有任何制止。比賽隨裁判哨聲
令下正式開始，觀眾席突然有人開始唱
「獨」歌《願榮光歸香港》，而其中5
名泳手竟在比賽期間積極配合，紛紛停
在池中央跟着歌聲合唱，最後再有現場
者帶領叫喊「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等口

號作結。
涉事參賽泳手和現場觀眾可謂配合

得「天衣無縫」，有懷疑是主謀學生
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直認是在比賽
前一晚傳開訊息，號召同學參與「計
劃」。

網民批幼稚 促校方問責
事實上，該幾名政治上腦的學生的

確成功博出位，縱暴派圈子紛紛圍爐
稱讚他們「敢作敢為」，部分極端
「港獨」分子甚至怪責其餘泳手為何
「只顧比賽」，竟然聽見「國歌」都
不願停下。

正常網民則一致批評有關人等騎劫學
校水運會，行為無聊兼幼稚。「程志
偉」就狠批他們「沒有點體育精神」，
更憤怒指：「老師可炒！」他並要求校
方為事件問責。
「Kamd Wong」感嘆道：「點解政治
放在運動場上？全世界嘅運動會都唔會
講政治，奧運會因乜原因會出現？你地
（哋）自己諗諗啦！」「Lily Ng」 直
言：「無聊……只會叫空泛口號」。
「BoBo Ng」則諷刺這班泳手「都差不
多包尾，唱吓歌好過啦」，更不忘為短
片留下「負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暴徒不斷踐踏法治，煽動違法，令
不少年輕人視法律如無物。4名

年齡介乎13歲至16歲的男生，涉嫌與
3 宗於旺角發生的行劫案有關而被
捕。
3案分別發生於9月23日、9月24日

及9月26日凌晨，案發地點均在旺角大
全街及福全街對開。3名受害人均為男
子（15歲至44歲），在行經上址時，
被數名少年撲出，以木棍襲擊頭部及行
劫，共損失約1.5萬元現金，及總值約
1.5萬元的兩部手提電話及一部平板電
腦。其中兩名受害人背部及頭部受傷，
清醒被送往廣華醫院治理。

料涉案者達9人 趁火打劫
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十隊人員接手

調查案件。經初步調查，探員前日分別
在旺角晏架街對開、海麗邨一單位、槐
樹街一單位及萬安街一單位拘捕4名涉

案男童，及在他們的住所，檢獲懷疑行
劫時所穿衣物。
消息指，警方相信涉案的學生為數8

人至9人，全部相識，每次以不同組合
犯案，例如3人或5人一組。雖然他們
報稱是學生，但已有多個月無上學。
由於案發日的前一晚，旺角區均發生
圍攻警署的騷亂，不排除涉案學生在
騷亂現場現身後，趁巡邏警力薄弱時
在附近犯案。
據悉，近月旺角警區警力幾乎都投

入處理平暴行動，加上警署被暴徒經
常包圍侵擾，常無法派出警方巡邏，
區內爆竊、車內盜竊罪等倍升。

警兩日拘157人 逾四成學生
在剛過去的周末（9月28日），警方

還分別在天水圍、灣仔、屯門、紅磡及
深水埗的騷亂現場，共拘捕11名暴徒
（16歲至63歲），包括8男3女。他們
分涉刑事毀壞、藏有物品可作非法用
途、普通襲擊等罪行。
在剛過去的周日（9月29日），警方

再在港島各區騷亂現場、以及旺角及天
水圍，合共拘捕多達146名暴徒（12歲
至53歲），包括118男28女。
他們分涉非法集結、襲警、阻差辦

公、藏有物品可作非法用途、藏有攻

擊性武器及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等。在
這146人中，九成是剛過去的周日在
金鐘被速龍特警拘捕，其中不少是學
生，年紀最小是一名 12 歲的中學
生。
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昨日

在記者會上指，剛過去的周六、日所拘
捕的157名暴徒中，有67人是學生，主
要涉及非法集結被捕，佔被捕總人數的
43%，情況令人擔憂。他希望所有年輕
人或學生在作出任何非法行為前，應
「停一停、諗一諗，會唔會令自己抱憾
終生」。
根據警方早前公佈的統計數據，由

今年6月9日至學校9月開學前的不足3
個月內，警方在各暴亂及非法集結現
場，已拘捕多達257名中學生及大專
生。
自 9月 2日開學至上周五（9月 27

日），警方再拘捕207名學生，若再
加上本月28日、29日被捕的67名學
生，至今被捕的學生已達531人。
他們被捕涉及的罪行包括非法集結、

縱火、傷人、刑事毀壞及襲警等，警方
警告這些學子，他們涉及的部分罪名是
相當嚴重的罪行，包括縱火罪，一旦被
判罪成，最高可判終身監禁，恐前途盡
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在近4個月的止暴制亂行動中，學生暴徒被捕人數不斷攀升，反映「煽暴政棍」和

「黃媒」不斷扭曲事實，荼毒學生，並且美化暴力和英雄化暴徒，將更多大、中學生推向暴力前沿。在剛過去的周

六、日，警方兩天共拘捕157人，當中逾四成、多達67人是學生，年齡最小的只有12歲。在早前一批人包圍旺角警

署期間，有一班曠課多月的中學生更涉嫌趁火打劫，趁警力薄弱於凌晨「無警時分」，埋伏在旺角街頭暗角揮木棍截

劫途人，3天內連犯三案，掠走逾3萬元財物。警方前日拘捕其中4人，正追緝其餘四五名小劫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煽暴派
及政客持續在校園作政治動員，配合「黃
師」在課堂上荼毒學子，導致無數少男少
女踏上歧途，前途盡毀。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昨日凌晨於fb引述有家長說，其女
兒最近受到縱暴派影響，竟在商場聯同學
生反覆用四字粗口叫政治口號。他呼籲家
長、學校和教育局務力合力保護學生，尤
其確保學生並非受校內「黃師」誘使誤
導，杜絕政治入侵校園。

有家長嘆乖乖女講粗口
梁振英分享有家長向他講述女兒情況，

表示其14歲女兒以往從來不講粗口，但
最近在fb片段中，竟發現這個乖乖女在商
場和其他學生一齊反覆地用四字粗口叫政
治口號，明顯已受激進主義影響。
「學生感染沙士，家長、學校和教育

局有責任追蹤和隔離病源。」梁振英強
調，近日有中學生因參與暴力政治衝擊
被捕，家長、學校和教育局同樣有責任
尋根究柢，尤其要確保學生並非受校內
老師誘使誤導。
他並提醒社會大眾，絕對不能忽略

老師對少年學生的感染力，家長如果

發現孩子被老師政治洗腦，一定要舉
報，這是保護孩子的唯一方法。
網民「Chun Kau Wong」在留言中

直指：「是無良教師違背良心，灌輸扭
曲政治理念使幼稚學生上當受騙。」
「Chun Kau Wong」則道：「養不
教，父（母）之過；學不教，師（校）
之過。」
「Oi King Chan」慨嘆：「學壞容

易，學好難！父母教而不善，老師教壞
學生，問誰之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近月香港
暴力示威持續，參加者更有年輕化趨勢。
「守護香港大聯盟」昨日聯同一批家長到
政府總部請願，促請教育局正視問題，盡
快採取有效措施，要求學校及教育團體對
學生進行遵紀守法、譴責暴力的教育，並
建議政府對未成年的被捕者從輕處理，大
聯盟亦將會對這些未成年者提供援助。
「守護香港大聯盟」召集人黃英豪昨晨

連同10多名家長到政總門外，手持寫有
「教唆有罪」、「孩子無辜」的舉牌，發出
「救救孩子」的呼籲，要求教育局盡快採取
措施，要求學校及教育團體，全力勸導學生
遠離犯罪，讓孩子能夠在安寧的校園環境成
長。
他們並要求對少數宣揚暴力，教唆學生
犯罪的教師，必須果斷地執行《教育條例》
等相關法規，革除其教師資格，防止再有學
生被荼毒。
黃英豪表示，不少青少年在某些人的煽

動下參與了非法活動，更留意到自9月開學

後，被捕的學生比例由6月初的25%，大升
至38%，至今已有數百名學子淪為犯罪
者，令人悲哀及擔憂。

揭有人出錢利誘示威
他更引用真實案件，指其妻子閨蜜的16
歲外甥女曾被已畢業的學長學姐，以2,150
元利誘她參與示威，但她最終拒絕並向家長
曝光事件。
黃英豪對有人煽動或利誘未成年者參與

違法行為予以強烈譴責，並衷心呼籲成年人
放過孩子，不要「拖佢哋落水」，又指青春
期少年容易受朋輩影響，容易變得情緒化和
激動，有需要寛容對待未成年人。「守護香
港大聯盟」亦將為未成年的被捕者寫信求
情，希望政府可在法律容許之下，以較輕罪
名起訴，同時冀法庭能夠酌情處理。
參與請願的家長形容，小朋友是無辜的，

一旦犯罪就會影響一生，希望各位家長無論
自身抱持什麼政治立場，都要認真考慮是否
要讓自己辛苦養大的孩子走上自毀的道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煽暴派
今日在全港舉行多場集會，有暴徒更
發起所謂「暴力升級」，港九新界三
個校長會昨日發表聲明，對學生可能
參與網上流傳的各區遊行示威，有可
能違法被捕或受傷感到憂慮，期望教
師能保持專業，家長多勸導和照顧，
在社會激烈爭議下保護年輕人免受傷
害。25個聯署教育團體及高等教育評
議會亦分別呼籲，青年學生要愛惜自
己，切勿參與任何暴力及違法活動。
新界校長會、九龍地域校長聯會及香
港島校長聯會發表「攜手同心，守護學
生」聲明，對學生有可能因參與違法遊
行示威被捕及受傷感到憂慮，並表達了
對師生家長的幾點期望：希望教育界同
工秉持專業，教導學生以持平角度分析
問題，用合理方式表達意見；家長亦要
多留意子女去向，適切勸導和照顧，以
免他們成為暴力事件的受害者或施虐
者，或甚至誤墮法網，前途盡毀；學生
應對違法活動及暴力說不，以及以個人
安全為首要考慮，遠離任何暴力現場。

教界聯署籲學生遠離暴力

教聯會、教評會、教育政策關注社、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等25個教育團體進
行聯署，指近月已有不少青年學生因前
線「抗爭」而付出巨大代價，身為教育
工作者的他們感到十分痛心。
團體表示，近日有人於網上號召聲

言會將暴力升級，擔心再有學生捲入
嚴重暴力事件，危及人身安全及墮入
法網。他們懇切呼籲年輕人保護自
己，遠離暴力現場，不要參與違法行
為，免得害及己身斷送個人前途，後
悔終生。
團體並提醒家長密切留意子女情

況，勸喻他們不要出席可能有危險的
活動，而教育工作者更應承擔責任，
教導學生遠離暴力和仇恨。
高教評在聲明中則指，反修例示威

發展至今已演變為恒常性暴力犯罪活
動，不但重創香港經濟民生，亦對整
體社會氣氛和法治精神有深遠打擊，
更甚者暴徒亦鼓吹和策劃暴力不斷升
級的行動，令香港面臨的恐襲風險程
度已達中度。
該會續指，9月開學至今，學生佔被

捕者比例增至四成，令教育工作者非
常痛心，希望師長能保護好學生和子
女，同時強烈呼籲青年學生要愛惜自
己、思念家人，切勿因跟風或衝動犯
法而留有案底，深切期望年輕人留住
有用之身，為自己、為家庭和香港作
應有的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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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會冀家長多勸導學生

「護港盟」促教局出招懲「黃師」

■政治滲入校園，一名身穿校服、戴頭
盔「豬嘴」面具的中學生早前參加一個
中學生集會。 資料圖片

■「守護香港大聯盟」昨發起請願，要求當局全力勸導學生遠離犯罪。

■網上流傳片段，有疑似聖言中學學生趁水運會比賽期間裡應外合，有泳手「半路
棄賽」，停在池中央合唱「獨」歌，完美策劃一場「校園政治騷」。 短片截圖

■防暴警察在周日金鐘的驅散行動中拘捕一名男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梁振英呼籲家長舉報進行政治洗腦的
老師。 fb截圖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