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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責任編輯：常 樂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同行政會議昨日決定
依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禁
止蒙面規例》，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聯
合發表聲明支持。他們認為，訂立
《禁蒙面法》可謂是及時雨，並支持
特區政府採用有效止暴制亂的手段，
協助警方執法，以便盡快恢復社會秩
序，又認為立法會應切實通過法例，
貫徹止暴制亂的主流民意。

暴力程度急升 盼起阻嚇作用
建制派議員昨日在聯署聲明中指
出，過去數月，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
暴亂，更出現各項破壞及襲擊，而10
月1日國慶期間，本港各區所爆發的
暴亂，暴力程度更急劇上升，及更具
針對性地以可致命武器襲擊執勤警務

人員，傷亡風險亦正在增加，情況令
人非常憂慮。
聲明續指，在暴亂期間，作出各類

暴行的示威者的主要特徵，都戴上口
罩或蒙面，警方在蒐證及執法方面都
面對困難，暴力示威者亦因而有機會
逃避刑責。有鑑於不少海外司法管轄
區均已制訂禁止蒙面的法律，並有案
例證實有助執法人員執法，因此，他
們認為香港制訂《規例》讓警隊有更
強的執法能力，更可對示威者起到一
定的阻嚇作用。

民記工聯經民聯挺立法
民建聯發表聲明指，過去一段時

間，黑色恐怖四處蔓延，香港正處於
危害公安情況，市民的人身安全和表
達意見的自由得不到保障。

民建聯指出，非法暴力行為絕大部
分為蒙面的激進暴力示威者所為，這
些人蒙面是為施行違法暴力壯膽，及
逃避執法，對警方執法帶來了極大困
難，更對社會安寧和市民安全構成了
嚴重威脅，故訂立《禁止蒙面規例》
絕對有必要，有助警方將暴力分子繩
之以法，阻嚇各種違法破壞行為，維
護市民的安全和利益，讓社會盡快恢
復安寧。
工聯會亦發表聲明指，近四個月
來，暴徒持續在全港多區作出暴力衝
擊，到處打砸搶燒，最近更發展至瘋
狂襲警，圍毆市民，香港已進入危急
存亡之秋。這些暴徒之所以肆無忌
憚，除了是自恃有縱暴派政客撐腰，
更在於蒙面後執法者難於辨認他們的
身份。工聯會認為，在「黑色暴力」

不斷升級的時勢下，訂立《規例》可
說是及時雨。
經民聯指，持續和不斷升級的暴亂

已令香港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禁
止蒙面規例》有助防止極端暴力分子
藉蒙面隱藏身份以逃避法律責任，有
利警方執法，是止暴制亂的有效手
段，經民聯對此表示支持，並支持特
區政府加大力度止暴制亂，運用一切
可行法律手段，維護香港法治，保護
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盡快恢復社會正
常秩序。
經民聯期望全港市民正視違法暴力

行為對社會帶來的嚴重危害，堅決反
對和抵制暴力，共同支持特區政府以
有效法律手段止暴制亂，並以和平理
性對話解決持續多月的亂局，讓社會
早日恢復正常秩序。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昨
日就特區政府即將實施的《禁止蒙面規例》作出回
應，指個人資料私隱權利不會凌駕於社會的整體利
益，違法者不容以私隱作為「避風港」或「避難
所」。
公署指出，禁止蒙面雖然令個人的容貌顯露，但
在沒有記錄容貌的情況下，則不屬於《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下收集了「個人資料」，故立例禁
止市民在示威中蒙面，與現行條例並不存在衝突。
針對社會上有人稱《禁止蒙面規例》一旦生效，
市民的個人私隱可能受到限制，公署指出，個人私
隱權並非絕對的權利，是受法定的制約，其中重要
的考慮是公眾利益。行使個人私隱的權利之時，亦
需要與公眾利益兩者達至平衡，既要考慮如何保障
個人資料私隱，亦要考慮照顧社會的整體利益，包
括公共秩序和國家安全。
公署強調，當有罪案、嚴重不當、不誠實或舞弊
的行為發生時，為了可即時及有效地防止或偵測這
些行為，以及基於拘捕、檢控或拘留犯罪者的考
慮，涉案者的個人資料私隱權利並不會凌駕於社會
的整體利益之上。違法者不容以私隱作為「避風
港」或「避難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
特區政府宣佈引用《緊急情況規
例條例》，訂立《禁止蒙面規
例》，香港各大主要商會均表
示，持續出現的違法暴力及肆意
破壞行為，已嚴重威脅社會治安
及公共秩序，撕裂和摧毀香港社
會及經濟，希望《禁蒙面法》能
減少暴力衝擊行為，緩解社會衝
突。商會也呼籲各方回歸理性，
透過對話和協商，化解矛盾。

中總：政府決定合情合理
香港中華總商會昨日表示，持

續出現的違法暴力及肆意破壞行
為，已嚴重威脅社會治安及公共
秩序，希望《禁止蒙面規例》能
減少暴力衝擊行為，緩解社會衝
突。
中總表示，《禁止蒙面規例》在

多個主要西方國家已行之有效，有

些國家的刑罰甚至十分高，以避免
暴力示威者透過蒙面來逃避法律責
任。特區政府在這非常時期作出
相關決定，從社會治安、公眾利
益、道德責任上均合情合理。
中總重申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並支持警方對違
法行為嚴正執法，以保障市民大
眾安全，讓社會回復和平理性與
安寧，並呼籲各界必須停止一切
暴力，以對話取代對抗，理性討
論，共謀出路。

廠商會籲各方對話協商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廠商

會）認為隨着近日違法行為不斷
升級，街頭暴力亦有急促蔓延的
跡象，政府有需要採取任何可行
的方法，保障市民安全。暴力和
撕裂正摧毀香港社會及經濟，該
會呼籲各方回歸理性，透過對話

和協商，化解矛盾。

中出商會：市民惶恐中生活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表示堅決

支持訂立《規例》，批評數月來
暴亂者無視法紀，肆意破壞，百
業陷於停頓半停頓狀態，將回歸
以來蓬勃的香港經濟推向低谷。
暴亂者大肆破壞政府、商場、交
通等設施；對不同意見者使用私
刑，香港已處於無政府狀態的邊
緣，市民在惶恐中生活。
商會批評，暴亂者一再無視政

府的善意對話，肆無忌憚變本加
厲，以蒙面逃避罪責。市民和工
商各界已強烈要求政府參考世界
其他國家已經存在的《禁止蒙面
規例》，盡快止暴制亂，將犯法
者繩之以法。平息已經數月的暴
亂，還工商各界正常的經營環
境，市民一個和諧的家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暴

力不斷升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下午宣佈引用《緊急情況規

例條例》的權力，訂立《禁止蒙面規

例》。多位香港法律界人士昨日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規例》

有助處理當下社會存在危害公共安全

的情況，並強調在憲制上，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可以因應香港出現危害

公安的情況，訂立任何認為乎合公眾

利益的規例，而不需要經立法會審

議，並強調緊急法並不牴觸基本法，

且行政長官有權力決定政府政策和發

佈行政命令，不存在所謂缺乏授權的

情況，與立法會的立法權亦沒有衝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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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團體讚《規例》助警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社會各界人士組成的多

個民間組織，昨日回應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佈依據《緊急
情況規例條例》訂立《禁止蒙面規例》。「守護香港大聯
盟」昨日發表聲明指，全力支持訂立《規例》，認為此舉可
以在較大程度上遏制目前愈來愈嚴重的暴力行為，便於警方
的嚴正執法，同時不會損害港人和平示威的自由。
「守護香港大聯盟」召集人黃英豪昨日在聲明中表示，香

港社會的動亂已經進入第四個月，尚未有平息跡象，社會的
正常秩序以及市民的人身安全正面臨愈來愈大的威脅，特區
政府引用緊急法例，是非常必要的。
「大聯盟」呼籲廣大港人冷靜下來，支持特區政府有關措

施，堅決摒棄暴力，讓香港社會在正常的氣氛中，展開溝通
對話，解決目前存在的深層次問題。
「禁蒙面法推動組」表示，「推動組」的「支持禁蒙面法

簽名行動」在短短幾個小時內網上簽名支持的人數已經突破
4萬餘人，可見市民支持訂立《禁蒙面規例》，期望盡快恢
復社會秩序。
「推動組」支持及歡迎特區政府決定訂立《規例》，希望

可有效減少暴力衝擊的違法人數及協助警方執法，止暴制
亂。不過，《規例》中的罰則相對較低，阻嚇力是否足夠有
待觀察。他們要求政府必須密切監察法律實施後的實際效
果，在有需要時考慮增加罰則。

針對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
例》的授權，制定《禁止蒙面規例》

的法律相關問題，多位法律界人士做出分析
解答。

梁愛詩：港非進入緊急狀態
針對有人指稱特區政府無權引用《緊急情
況規例條例》訂立禁蒙面法，特區政府亦無
權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前律政司司長、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強調，「這是
有些人存在誤解」，特區政府已做出清楚解
釋，訂立禁蒙面法不等於宣佈香港進入緊急
狀態。
她續說，《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同時規
定，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
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可訂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
例。9月29日和10月1日暴力升級，但因為
暴徒蒙面導致無辦法辨認身份而無法把暴徒
繩之以法，「可以認為社會存在危害公安的

情況。」
《禁止蒙面規例》內容指出除非法集會
外，獲警方批出不反對通知書的合法集會
上，亦會禁止示威者蒙面。梁愛詩認為，自
由不是無限度的，市民享有集會、遊行的自
由，但同樣要承擔義務和責任。
在日前的暴力示威中，有暴力分子使用假

身份為暴力行為作掩護，《規例》規定，醫
學或健康理由等情況可被豁免，或將成為暴
徒掩飾身份的新手段。梁愛詩指出，即使有
特殊情況在集會遊行時戴面罩等，但在警方
需要查明身份的時候，亦需要配合警方。

譚惠珠：令犯法者付出代價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認為，訂

立《規例》有需要更是應該做的，愈早實施
愈好。她指出，蒙面的激進示威者已經干犯
很多罪行，包括破壞私人地方及公共設施，
傷害政見不同的長者以及毆打遊客等，但他
們這些行為可能完全不需付出任何代價。

她相信，特區政府訂立此規例的目的在
於，阻止示威者在非法集會或者非法政治活
動中蒙面，以此糾正香港現時幾乎每天都在
發生的蒙面人犯罪現狀。她希望此舉能夠阻
止未滿18歲青少年再出來蒙面犯法，「希
望救的就是這一批年輕人。」
譚惠珠指出，沒有一條法律可以絕對防

止犯法，比如現時很多人仍然出來參加非
法遊行，但實施《規例》可以有更大的可
能令犯法者付出代價。她並強調，反對派
議員也是立法會的一員，如果他們再不與
暴力割席，他們自己的威信和輿論光環都
將全部不再。

何君堯：訂立《規例》完全恰當
香港律師會前會長、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認

為，香港要撥亂反正、阻止暴徒，就需要團
結及勇敢，為了快速處理現時狀況，訂立
《規例》完全恰當。雖然執法時定必會遇到
很多困難，但都是可以克服的。

傅健慈：基本法授權行使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

會秘書長傅健慈指出，《緊急法》是香港法
律的一部分，跟基本法沒有衝突。根據基本
法第四十八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有
決定政府政策和發佈行政命令的權力，並不
存在缺乏授權的情況，也沒有與立法會立法
權有衝突。
他續說，在憲制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是可以因應香港出現緊急或危害公安的情
況，可訂立任何認為符合公眾利益的規例，
不需要經立法會審議。

馬恩國：彰顯港法制利發展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行主席、大律師馬

恩國表示，訂立條例的功能在立法會，訂立
規例的權力在行政機關，因此禁蒙面規例符
合基本法。事實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已定
立禁蒙面規例，如今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法訂

立禁蒙面規例，能彰顯香港法制、將罪犯繩
之以法，有利於香港的發展，亦不會影響香
港法治形象。

中律協：阻止違法者避責任
香港中律協發表聲明表示，根據基本法第

十四條，香港特區政府有責任維持香港的社
會治安；基本法第四十八條， 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有責任執行基本法及香港法律；基本
法第三十九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六條及第
十七條，表達意見及集會的自由不是無限制
的，必須以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丶社
會秩序及不損害他人基本權利自由所必要者
為限。
該會強調，在目前情況下，訂立《規例》

符合公眾利益，有效阻止暴力違法者蒙面隱
藏身份以逃避法律責任，協助警方嚴正執法
及恢復社會秩序及安寧的合憲合法丶有效及
必須的法律舉措，並已就個人權利自由及公
共秩序丶安全作了適當的平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
京）特區政府決定依據《緊急
情況規例條例》訂立《禁止蒙
面規例》，各社團均表示支
持。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昨日在聲
明中表示，香港社會暴力亂局
持續3個多月，給經濟民生帶
來嚴重傷害，致國際形象受重
創、經濟陷衰退，對中小企業
及旅遊和零售業更造成致命打
擊，各行各業苦不堪言。
該會認為，「非常時期用非
常手段」，訂立《規例》可更
有力地以法治手段打擊暴
力、穩定局勢，也邁出制止
暴力的重要一步，完全順應反
暴力、護法治、保安定的主流
民意。
新界社團聯會支持特區政府
訂立《規例》，相信有助減少
暴力，防止暴力進一步蔓延，
利於警方依例執法，保障市民
的生命財產安全。

◀多位香港法律界人士表示，訂立《禁止蒙面規例》有助
處理當下社會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圖為昨晚蒙面暴
徒在銅鑼灣站出口縱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蒙面暴徒砸毀港鐵
大圍站設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