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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責任編輯：陳啟恒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特區
政府4日宣佈決定引用《緊急情況規
例條例》訂立《禁止蒙面規例》，
並於5日開始生效。連日來，港區全
國政協委員紛紛對香港文匯報表示
堅決支持禁蒙面法，認為法例有助
保護全港市民免受暴力威脅，有助
於香港盡快恢復正常社會秩序，希
望特區政府果斷執法，撕掉亂港暴
徒的偽裝，盡快止暴制亂。
全國政協委員楊莉珊表示，推出
禁蒙面法是正確的決定，有助警方
執法，拘捕暴徒，打擊暴力行為。
應該用好這個條例，採取嚴厲的措
施，依法執法，向社會發放正確的
信息。
全國政協委員葉順興表示，完全
支持禁蒙面法，有正義感的市民應
站出來支持特區政府，促使香港盡
快止暴制亂，讓社會重回正軌，讓
市民大眾過上安寧的生活。
全國政協委員鄧日燊表示，暴徒
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大多數都會

使用面罩、眼罩、頭盔遮蓋身份，
肆無忌憚作出破壞行為。禁蒙面法
的出台，有助於止暴制亂，令香港
回復正軌。
全國政協委員趙東平表示，禁蒙
面法能夠提高執法效率，使檢控工
作順利進行，同時也有助於把年輕
人從暴力漩渦中挽救出來，避免置
自己於犯罪的邊緣。
全國政協委員林定強表示，禁蒙面

法的施行，極具針對性，可給予蒙面
暴徒以心理和現實的有力打擊，保護
全港市民免受暴力的威脅。
全國政協委員蔡加讚表示，為了

維護法治，保障社會大眾利益，訂
立禁蒙面法是有必要性及符合實際
情況，有充分合理性。
全國政協委員曹暉表示，出台禁
蒙面法以遏制不斷升級的暴行，是
順應時變的必須手段，更是順應民
意的民心舉措，我們堅決支持擁
護。
全國政協委員王亞南表示，特區

政府實施禁蒙面法，有助提升警方
執法效率，令暴徒不敢再肆無忌憚
地作出違法暴力惡行，具有相當大
的阻嚇作用。
全國政協委員梁滿林表示，實施

禁蒙面法是從源頭上消除暴徒「低
成本」違法犯罪的誘因，這也是包
括美國在內的不少西方國家的普通
做法。
全國政協委員姚珏表示，止暴制

亂的力度要加大，加快收緊法網，
制定更清晰的法律條文，授予警隊
更大的平暴的權力，是特區政府的
當務之急。
全國政協委員周春玲表示，特區

政府終於實施禁蒙面法，希望可令
施暴者無所遁形，讓香港盡早止暴
制亂，恢復秩序，保護市民的人身
和財產安全。
全國政協委員白水清表示，堅決

支持實施禁蒙面法，希望特首及特
區政府管治團隊進一步推出整套止
暴制亂的計劃和行動。

政協委員挺禁蒙面 盼速止暴制亂

因應今日各區交通可能受到影響，教育
局提醒學生及家長出門前注意交通消

息及相關宣佈，並建議學校按校本機制採取
應變措施，彈性處理個別學生因交通問題而
遲到或缺席事宜。
教育局籲請學校作適當安排，妥善照顧已
返校的學生，與家長保持溝通，並於放學時
間讓學生於安全情況下回家。局方並提醒學
生，必須時刻以安全為大前提，放學後盡快
回家，切勿在街上流連。
教育局上周五已發信提醒校方，除宗教或
健康原因，學生在校內外均不應戴上口罩，
促請學校在這原則上訂定校本處理方法，包
括如何處理沒有依從指示的學生及其他人
等。
局方其後進一步解釋，信函旨在盡快讓學
校和家長知悉《禁止蒙面規例》及相關事

宜，提醒學生以免誤墮法網。當中提及的校
本處理，是要學校了解有關學生的情況，從
而作出解釋、輔導及支援。

教協「眾志」煽戴口罩「反抗」
據了解，有中學校長陸續收到教育局通

知，要求在今日上午11時前，上報大約有
多少名學生戴口罩、罷課或異常告假，以及
校內是否有出現叫口號、靜坐、唱歌等特別
情況。有關消息一出，即引來個別團體上綱
上線，包括教協質疑這是所謂「令學校感到
壓力」；「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更誣稱
收集資料是用以秋後算賬，鼓吹學生戴口罩
回校以示「反抗」。

中學校長會：以平常心看待
鄧振強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確認收到局方

信息，但不認為這是向學校施壓。
他解釋指，教育局只要求學校提交大約數

字，毋須上報學生姓名，局方亦不會與學校
核實資料。他認為，學校需要了解學生情況
以提供適當支援，教育局亦需要取得整體數
據了解局勢，會以平常心看待事件。

教育局昨日回應查詢指，由新學年開始至
今，局方每天與學校聯絡，了解校內有否罷
課訴求及其他特殊事件，以便評估學生的整
體學習情況，並按需要提供適切支援，例如
與學校攜手輔導學生、給予情緒支援等。今
日復課後的溝通工作仍基於同一出發點，絕

非「政治施壓」。
就收集學生佩戴口罩情況一事，教育局只

要求學校給予一個概括印象，如小部分、大
部分等，並不需要學校提供精準數字，相信
不會因此增加學校的壓力。局方強調，在過
程中從來沒有、亦不會蒐集個人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今日是香港實施《禁止蒙面規例》後首

個上學日，教育局呼籲學校今日彈性處理學生因交通遲到缺席事宜，提醒

學生切勿前往可能有危險的地方，更不可參與違法活動。教育局早前已發

信呼籲學校了解學生情況，包括要求全港學校上報戴口罩學生人數，不

過，就被教協及個別反對派政團扭曲成「向學校施壓」。中學校長會主席

鄧振強反對有關說法，強調學校只需提交約數，毋須提交學生姓名，會以

平常心看待事件。教育局昨日重申，與學校聯絡只為按需要提供支援，不

會蒐集個人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戴着口罩、頭
盔等「全副武裝」的暴徒，暴力肆意癱瘓機場
及公路，攻擊警署，砸爛地鐵、銀行和商舖，
令廣大市民受害。特區政府於5日午夜起正式
實施的禁蒙面法正是民心所向，昨日有團體集
合超過30位市民到政府總部外聲援，支持特
區政府實施禁蒙面法止暴制亂。

「暴徒行徑與恐怖分子無異」
是次活動由團體「湖南青年會」及「湖南
長沙聯誼會」主辦，超過30位團體成員及市
民到達政府總部，拉起寫有「止暴制亂，刻不
容緩！守家園，撐警察，反暴力！」的橫幅，
並高叫「支持政府立禁蒙面法」、「支持警

隊，嚴正執法」等口號，最後眾人合唱國歌。
活動主辦人徐先生表示，現時香港社會人

心惶惶，一些蒙面暴徒打砸銀行和商舖，行徑
與恐怖分子無異，民眾早已怨聲載道、苦不堪
言。特區政府實施禁蒙面法，是為止暴制亂邁
出關鍵一步，為警方打擊暴徒提供了有力的法
律武器，普通市民更應該遵守相關法例，自覺
維護社會治安。
有參與者表示，過去數個月香港暴亂持續，

與暴徒蒙面犯法有很大關係。禁蒙面法是解決
現實動亂必須動用的手段，也是民意所在。
參與今次活動的成員均希望，香港能夠恢
復平靜， 大家熱愛祖國也熱愛香港，堅決反
對和抵制暴力。

團
體
政
總
聲
援
撐
禁
蒙
面
法

■「湖南青
年 會 」 及
「湖南長沙
聯誼會」成
員赴政總請
願，支持特
區政府實施
禁蒙面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教育局早前發信要求全港學校今晨上報戴口罩學生人數。圖為9月初開學日早上，十多名穿校服、戴口罩的中學生於校園外集會。
資料圖片

暴徒咬斷警察手指案件今天開審。審
判前夕，發生警方欲就一宗暴徒襲警案
件申請搜查令，卻遭多名法官拒絕的事
件。借反修例發動的暴力運動持續近4個
月，暴徒遲遲得不到法律制裁，已對香
港法治造成巨大壓力。暴徒的審判日來
得太遲，法治不彰，暴力難止，社會各
界渴望司法機構作為法治最後的守門
人，堅守責任，不受政治干擾，以具阻
嚇力的嚴正判決，守護香港的法治公
義。

具迫切性的拘捕令、搜查令獲法官簽
發，警方才能及時合法執行拘捕疑犯、
收集證物等任務，有效防止罪案發生、
罪犯逃逸或毀滅證據。但是，警方前日
向法庭申請搜查令時，先後聯絡 9 名法
官、裁判官，結果部分沒接電話，部分
裁判官掛斷電話，部分甚至表明沒有急
切性，拒絕簽署。法庭為配合警方執行
緊急任務，值日法官簽署手令，本來就
是打擊罪犯、捍衛法治的既定機制，更
是法官不可推卸的責任。現在竟然出現
多名法官拒簽搜查令的現象，機制失
效，情況罕見。人們不禁要問：法官為
何不負應盡責任，卻要躲閃逃避？法官
拒簽命令、耽誤警方執法，要向社會傳
遞什麼信息，是否意味法官同情、支持
暴力衝擊警方？

暴力運動不斷升級，暴徒肆意毀壞地
鐵、商戶等公共設施和私人財產，殘暴
圍毆市民。面對違法暴力，香港警隊果
斷執法，目前被警方拘捕的暴徒已達
2000 多人。但暴徒絕大多數獲保釋，有

人甚至被法官准予赴海外求學。社會普
遍認為，在當前非常嚴重的暴力事態
下，厚待暴力現場被抓獲的暴徒，完全
失去法治阻嚇力，導致暴徒的膽子越來
越大，暴力越來越囂張，更誘使越來越
多的青年人甚至未成年學生，加入到暴
力犯罪中。這對香港法治和社會造成的
嚴重損害，正在由全體香港人承受。

香港法庭、法官具有崇高的社會地
位，是香港法治架構中非常重要的一
環，政府和民間不能干預法庭審案，更
要尊重法庭的判決。權力越大，責任當
然也越大，法庭的每一項司法判決，都
承擔維護法治的尊嚴、讓人相信法治公
義。在香港法治秩序遭受重創之時，本
應捍衛法治尊嚴的司法機構能置身事外
嗎？

咬斷警察手指的暴徒即將開庭審判。
暴徒的審判日已經來得太晚。市民希望
審判的結果公正嚴明，彰顯法治的威
嚴。遏止暴力，司法機關有手段；恢復
秩序，司法機關有責任。讓4個月來的暴
行得到正義的審判，讓公正在法庭上射
出強光，讓香港的秩序恢復、安寧回
歸，司法機關可以做到、應該做到。暴
徒已向香港的法治全面開戰，警方嚴正
執法、司法嚴正司法，給他們以沉重打
擊，守住大家的安身立命之本，止暴制
亂可期，香港重歸繁榮穩定可期。守護
香港，司法正義不能缺席，這關乎香港
的未來，也關乎司法機關的尊嚴。

守護法治公義 法庭責無旁貸
昨日是重陽節假期，在暴力陰霾籠罩下，銅鑼

灣、尖沙咀等昔日車水馬龍的鬧市區水靜河飛，
人跡稀疏，如「死城」一般；旺角又有黑衣魔衝
擊警方，再度淪為戰場。暴力氾濫成災，無日無
之，香港由多姿多彩的「安全之都」 「活力之
都」淪為「暴力之都」「恐怖之城」，繁華祥和
的氣氛蕩然無存，即使正常的社會秩序亦難保。
暴力威脅，沒人倖免；止暴制亂，人人有責，誰
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全港市民唯有眾志成城，力
撐政府和警隊用盡一切法律手段除暴安良，早日
恢復法治安定，「東方之珠」才能重煥光芒，港
人才能重現歡顏。

借反修例發動的暴力運動發生之前，每逢節假
日，本港市民喜愛出街消閒，一家大小，親友結
伴，外出享受美食、逛街購物、睇戲唱 K，幾乎
是「指定動作」，市面熱鬧非凡。香港是國際旅
遊城市，擁有「美食天堂」「購物天堂」「全球
最安全城市」等美譽，別具一格的建築群，中西
薈萃的城市風貌，華燈下璀璨絢麗的夜色，常年
吸引了來自四方八面的遊客，是一座名滿全球的
歡樂城、不夜城。

只可惜，持續近4個月的激進暴力運動，令香港
繁華美好的景象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暴力橫
行，處處充滿危機，市民人心惶惶。政府宣佈以
緊急法實施禁蒙面規例後，煽暴派、縱暴派發動
新一輪暴力衝擊惡浪，本港一連數天發生多區惡
性暴力事件，全港十八區幾乎區區「淪陷」，黑
衣狂魔成群結隊，魔性狂發，大肆縱火，破壞商
戶，無差別血腥襲擊警員和無辜市民。

暴力肆虐下，幾乎所有港鐵車站都遭到嚴重破
壞，被迫提早停止服務；多區
的大型商場暫停營業，連不少

以往 24 小時

運作的連鎖店都早早關門，超市的麵包、水、罐
頭等物品被搶購一空；馬會投注站、康文署轄下
部分文康設施亦因安全起見而提早關閉。其實，
暴力恐怖氣氛令普羅市民膽戰心驚，根本無心情
消閒娛樂，唯有安坐家中、免受傷害。暴力衝擊
愈演愈烈，新加坡發出來港的旅遊警示，全球目
前已有2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港發佈旅遊警示；香
港單車節、美酒佳餚巡禮、電動方程式（Formula
E）香港站賽事已相繼取消。

更可怕的是，暴力運動打爭取人權民主自由
之名，黑衣魔任意毆打不同立場的人士，舉國旗
喊「我是中國人」的口號，往往會受到黑衣魔圍
攻，被打得頭破血流、遍體鱗傷。在香港這片中
國的土地，在這個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城
市，竟然沒有表達愛國的自由，這是對民主自由
莫大的諷刺。暴力造成的寒蟬效應、恐怖氣氛，
連茶餐廳也要無奈警告員工和顧客莫談政事。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毀掉羅馬只需一日。香港
幾代人辛苦建立的繁華盛世，正面臨毀於黑衣狂
魔手中的巨大危機。素以良好治安、自由開放、
完善法治聞名於世的香港，現已陷入半癱瘓狀
態，市民不敢上街，遊客不再來，宛如「死
城」，「東方之珠」黯然失色。不少市民心痛地
形容：「暴力運動之禍，衰過沙士和超強颱風山
竹」。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香港沒有了法治，繁榮
穩定、安居樂業皆為空談。廣大市民應明白捍衛
法治、制止暴力，關乎香港和全體港人的安全和
利益，沉默大多數市民不能再對暴力袖手旁觀，
單靠警隊孤軍作戰難奏效。廣大市民要表現止暴
制亂的更大決心，人心更齊支持政府、警隊依法
打擊暴力，香港才能結束亂局，市民才能早日重
新過上正常愜意的生活。

港如「死城」親痛仇快 止暴制亂人人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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