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0月5日（星期六）

20192019年年1010月月55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19年10月5日（星期六）

A6 ■責任編輯：甄智曄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昨日宣佈通過《禁止蒙面規例》，教育
局局長楊潤雄即於同日向全港學校發信，提醒
所有學生、教職員及在學校工作者，除非有宗
教或健康原因，否則在校內或校外均不應戴上
口罩或以任何其他方式遮蓋面孔，並要求學校
盡快將訊息通知家長，及應以上述原則訂定校
本處理方法，包括如何處理沒有依從指示的學
生及其他人。家校會相信此舉有助解決目前暴
力困局，並呼籲各持份者共同努力，教導學生
遠離違法及暴力行為。
《禁止蒙面規例》今日起生效，楊潤雄昨日
在發給全港學校的信中要求學校盡快提醒學生
及家長：在新規例下，任何人身處受規管的公
眾集會或公眾遊行，或非法集結（包括暴動）
或未經批准的集結時，使用可能會隱藏身份的
蒙面物品，即屬違法。為免誤墮法網，學生外
出時不要以任何方式遮蓋臉孔。

校內校外 不應遮臉
信中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一般慣常和合

理做法是不會為避免讓人識別而遮蓋臉孔的，

同學進行正常日常活動及與師長或同儕相處時
絕對沒有需要、亦沒有理由遮蓋臉孔。因此，學
生原則上在校內或校外均不應戴上口罩或以任
何其他方式遮蓋臉孔，有宗教或健康原因除
外。有關原則亦適用於所有教職員及在學校工
作者，例如課外活動導師、由服務供應商派往
學校提供服務的人員等。楊潤雄並期望教師和
家長能以身作則，為學生樹立良好榜樣。如學
生或教職員身體不適，最佳做法是盡早求醫及
在家中休息。他並促請學校在這原則上訂定校
本的處理方法，包括如何處理沒有依從指示的學
生及其他人，局方樂意為有需要學校提供意見。

附範本信 通知家長
信中並夾附一封家長信範本予學校參考，提
醒家長應勸喻子女切勿參與可能出現混亂、危
險或違法的活動，確保家長知悉《禁止蒙面規
例》的相關內容。
家校會主席湯修齊發表聲明，支持特區政府
訂立《禁止蒙面規例》。「家長發覺開學之
後，有學生模仿激進示威者以蒙面裝飾在校內
校外出現，令沒有參與的學生感到憂慮及威

脅，亦令家長極度擔憂學生模仿暴力行為，嚴
重威脅自身及他人的人身安全。」
他續說，過往很多社會學和心理學研究顯
示，蒙面人更容易從事非法行為，家長極度焦
慮子女模仿蒙面人的暴力行為。當蒙面人的暴
力行動不停止，《禁止蒙面規例》會是解決目
前暴力困局的一個有效方法，也是帶領社會回
復寧靜安全的重要一步。
另外，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表示，基於不明朗
因素和顧及參加者的安全，原定今日至下周一
舉行的所有學界體育比賽將會全部取消，補賽
安排稍後公佈。香港理工大學亦宣佈原訂今日
舉行的「教育資訊日」將會延期。教評會昨日
回應指，香港近月暴力頻生，施暴者絕大部分
都是蒙面人，集體犯事而又集體逃避刑責，膽
子愈來愈大，嚴重危害社會。因此，訂下《禁
止蒙面規例》實有迫切需要。
該會表示，教育局同步發函予全港學校，以
教育角度解釋《禁止蒙面規例》，讓各持份者
理解其迫切性，亦為學界所支持，並期望學界
要團結，將情、理、法結合，守護學生，再按
校情處理學生罷課事宜，讓校園回歸常態。

教局函各校教局函各校 踐行禁蒙面踐行禁蒙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昨日宣佈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別
有用心者即在網上散播謠言，意圖製造恐慌。
有人聲稱，香港兩間電訊公司應政府要求，
已將一直煽暴的LIHKG（連登討論區）加入
網絡黑名單，並煽動用家取消該電訊商的服
務。有關電訊商隨即發表聲明否認。
林鄭月娥昨日宣佈以緊急法訂立禁蒙面
法，網上隨即有人造謠稱，伴隨政府實施緊急
法後，特區政府將收緊言論，打壓「黃絲」大
本營的連登討論區云云。有謠言則稱，香港寬
頻及數碼通已將連登加入網絡黑名單，更言之
鑿鑿說上述兩間網絡供應商的「用戶」曾經無
法連接至「連登」，號召其他用戶取消使用該
電訊商的服務。
被煽暴派點名的香港寬頻即時發出聲明澄
清，指網上有流言指香港寬頻已將連登加入黑
名單，用戶不能使用其網絡及流動服務連接該

網站的指稱絕非事實，並強調其固網及流動通
訊服務一切正常，如在連接網站時出現問題，
應向相關網站查詢。
數碼通亦發表聲明，表示其流動通訊服務一

切正常，用戶可如常連接至「連登」，若瀏覽
「連登」網站或手機程式時出現問題，請向有
關方面查詢。

網造謠禁「連登」兩電訊商澄清

警中鏹恐傷殘
蒙面犯難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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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隊止暴幾歷磨難

66月月99日日
頭破血流頭破血流

該名被鏹水所傷的警員，原本駐守
屯門警區反黑組，有13年的「差

齡」。10月1日，他和同袍在屯門大
會堂驅散暴徒期間，遭蒙面暴徒用水
槍發射鏹水襲擊，背部及右手整條手
臂內側位置灼傷，屬三級燒傷，因傷
及皮下組織，皮肉壞死變焦黑。
他本周三（2日）完成第一次清創手

術，但未來仍需要再進行兩三次植皮
手術，他日前口述現況並由友人撰信
向同袍「報平安」。
他說：「受傷當日已經打咗8支嗎啡

止痛，可想而知我受的傷畀大家睇到
的嚴重得多……醫生雖然同我講我無
生命危險，但我右手神經死晒，需要
做兩三次手術……」

手部活動無法完全回復
據了解，受傷警員的治療和康復過
程將是非常痛苦和漫長，即使康復，
其手部活動能力也無法回復到受傷
前，屬於永久性傷害。

該受傷警員表示：「雖然我今次受
咗好嚴重的傷，但我無後悔加入警
隊，亦唔會因為今次受傷而退縮！」
他坦言這次受傷是其警隊生涯最大的
挑戰之一，但會一如既往地面對，縱
使知道要面對漫長的復康過程，「但
傷患唔會將我擊倒，我會盡快康復，
變得比以前更強！」
雖然身在病榻不能與同袍並肩作

戰，但他的心仍與前線同袍在一起，
他提醒同袍一定要小心保護自己，同
時鼓勵同袍不要忘記警察身份，繼續
以作為警察為榮：「幾辛苦、幾難捱，
都繼續以公正無私的態度執法。」
他並感謝曾經照顧過他的醫護人

員，以及感謝在他受傷期間一直提供
協助的警隊福利部同事、上級及同
袍。

女記者同中招臉留疤
據悉，當時站在該遇襲警員附近的

多名記者也被濺中，其中一名女攝影

記者面部和手臂也嚴重受傷，面部留
下疤痕，她需要覆診和進行康復療
程。警方將案件列為嚴重傷人案，由
新界北總區重案組接手。
據了解，警方正翻查附近閉路電視

追緝兇徒，但因暴徒眾多且個個蒙
面，辨認兇手身份及搜證有困難，且
蒙面兇徒即時逃離現場，時隔多日恐
銷毀證據，但警方仍會堅持追查下
去，並呼籲目擊者或市民提供資料。
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一十二章《侵

害人身罪條例》第二十九條，意圖造
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導致火藥爆炸等或
淋潑腐蝕性液體罪，任何人意圖使任
何人燒傷、受殘害、外貌毀損、成為
傷殘或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及惡意
地，在任何地方放置或擺放，或對準
或向任何人投擲、淋潑或以其他方式
施用腐蝕性液體或任何破壞性、爆炸
性物品，不論是否對任何人身體造成
損傷，均犯可循公訴程序審訊的罪
行，可處終身監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暴徒在面罩的掩護下製造

一場又一場襲警血案，至今有300名警務人員遭蒙面暴徒瘋

狂襲擊受傷。在10月1日屯門鏹水傷警案中，一名便衣防暴

警被蒙面暴徒用水槍射鏹水，背和手臂灼傷，需要大面積植

皮且神經線壞死，恐永久傷殘。他講述心聲說：「無後悔加

入警隊，亦唔會因為今次受傷而退縮！」他勉勵同袍以公正

無私的態度執法。據悉，案發時在他身旁的女記者也受重傷

有毀容之虞。新界北總區重案組已接手追緝兇徒，但因當時

場面混亂，暴徒全部蒙面，調查工作困難重重。目前，大批

涉及襲警和縱火等嚴重罪行的蒙面兇徒仍逍遙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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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特區政
府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定立《禁
止蒙面規例》，有人質疑政府或會再引
用緊急法去做「外匯管制」。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昨日斬釘截鐵地表明「絕對不
會這樣做」，強調香港不實行外匯管制
是在基本法中的一個莊嚴保證。
陳茂波在記者會上指出，基本法第一

百一十二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不
實行外匯管制政策，港幣自由兌換，繼
續開放外匯、黃金、證券、期貨等市
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障資金的流
動和進出自由。」
被問及訂立禁蒙面法會否「影響香港

形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香港
公共安全已受到影響，正正影響了香港
的法治和營商環境，所以特區政府才提
出禁蒙面法，以助回復一個穩定的環境
給市民或給企業。
陳茂波亦表示，香港雖然正經歷社會

事件，面對內部及外部因為中美貿易摩
擦引致的經濟下行壓力，但我們的核心
競爭力並沒有因此而受到大的損害。
他強調，只要暴力衝擊平靜下來，當社

會恢復秩序，市民出行時不需要再顧慮
安全，特區政府會在這事件平息後全力
向外推廣香港，有信心可以繼續吸引外
來的資金和投資者來香港做生意和旅遊。

陳茂波：絕不實行外匯管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煽暴派為保護暴徒，一再聲稱
禁蒙面法會影響集會自由云云。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表示，過去22年香港的示威遊行中，大

家都不會戴口罩，但仍然可以和平有序地表達自己的言論和意
見。相比之下，當示威遊行戴口罩變成一種趨勢，無論本身的
遊行示威開始時合法與否，都變成嚴重的暴力行為，「所以我
們訂立這個禁蒙面法，去確保我們現在嚴峻的公共安全情況是
可以受到控制。」
有記者稱，現時衝擊現場四處是催淚彈、子彈，質疑特區政府

為何不讓人蒙面保護自己，李家超在記者會上回應說，特區政
府當然不希望任何人受傷，「但是我們回想現時香港的公共安全
受到這麼嚴重的威脅的起因是什麼呢？如果沒有暴力犯法，根本
就沒有警察需要執法。」
他強調，公共安全威脅的起因，是有人作出非常暴力的行

為，導致整個環境危險和在場人士，包括市民、記者、警察都
危險，「沒有這些暴力犯法，警方根本不需要採取一些相應的
武力，且警方採取相應的武力都是因應暴力行為的嚴重性，所
以歸根究底，我們是要阻止暴力行為。」

沒暴力犯法 警不需動武
被問到為何市民不可蒙面，警員卻可以，李家超指出，暴徒
可以選擇離開現場，但警務人員在現場執行職務，「警務人員
因為他的職責，他必須面對這些暴力行為，他是不可以離開崗
位的，所以必須有合適的保護裝備，確保他們在執行他們任務
的時候，合理地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
李家超補充，警員的身份是可以被識別的，包括速龍小隊，

頭盔亦有編碼。同時，警方有不同的記錄、任命方法或者一些
部署的文件，能夠讓人識別不同的警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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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暴警被蒙防暴警被蒙
面暴徒用水槍面暴徒用水槍
射鏹水射鏹水，，背和背和
手臂灼傷手臂灼傷，，需需
要大面積植要大面積植
皮皮。。

■■煽暴煽暴fbfb專頁以連登消息造謠專頁以連登消息造謠，，兩兩
家電訊商澄清家電訊商澄清。。 fbfb截圖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