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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議辦溶溶爛
溶溶爛 選舉公平岌岌危
岌岌危
梁美芬議辦兩遇火劫 險焚民居

過去 4 個月，「黑色恐怖」侵襲了整個香港社會，黑衣
魔聲稱要「爭取民主自由」，但市民不但沒有免於恐懼的
言論、出行自由，建制派中人更屢被暴徒針對。區議會選

針對建制派議員辦事處的破壞正在不斷升級。經民
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在石硤尾邨的立法會議員辦事處
在兩個月內遭到三次破壞，最初的破壞集中於噴漆、
噴些污言穢語、破壞門前植被，但短短一個月過後，
已變成破門而入，甚至縱火。
本月初，梁美芬在石硤尾邨的立法會議員辦事處被
黑衣魔兩次縱火，惟相關辦事處位於居民樓附近，濃
煙和烈火令樓上居民感到萬分驚恐不安，連續的暴力

舉下月底舉行，原本應熱烈的選舉氣氛，已被「黑色恐
怖」蓋過，建制派議員的辦事處多次被黑衣魔打破門窗、
塗鴉縱火，擺街站亦被人拍照放上網針對「吹雞」。
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及個別建制派議員的議辦遭到
黑衣魔大肆破壞。各建制政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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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天晴 天氣炎熱

己亥年九月十二 廿六霜降 氣溫 27-31℃ 濕度 65-85%
港字第 25405 今日出紙 3 疊 9 張半 港售 10 元

示，黑衣魔的行為近乎極端恐怖主義，目的要癱瘓議辦運

破壞亦讓附近的長者受到嚴重驚嚇。
這樣的恐怖事件不僅出現在居民區，亦開始蔓延至
校園。根據 facebook 專頁「CityU Secrets」張貼的相
片，在城大法律學院任教的梁美芬，於九龍塘校園內
的辦公室亦慘遭惡意破壞，有黑衣魔在辦公室門上用
黑漆噴上「光復香港」、「萬劫不復」等的字眼，更
淋上油漆，從圖片中就能強烈感受到，本該屬於校園
的和諧安寧已被「黑色恐怖」嚴重破壞。

作，令議員無法為居民提供服務，更刻意散播恐怖氣氛，
令街坊不敢就區議會選舉事情表態或參與，同時影響建制
人士擺街站作宣傳，令選舉陷於不公平、不安全的局面，
並要求特區政府採取必要措施，止暴制亂，還香港一個公
平和安全的選舉。

■香港文匯記者 鄭治祖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辦事處被縱火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辦事處被縱火，
，燻黑樓上民居
燻黑樓上民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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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社區辦被破門傷人
■民建聯區議員曾憲康查看被暴徒破
壞的辦事處。
壞的辦事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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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議辦遭刑毀逾 80 宗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辦事處被塗污破壞。

工聯會議辦服務點遭縱火

資料圖片

衣魔暴力亂港，多個建制議員辦事處被針對性地大
肆破壞。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指出，香港正受到「黑
色恐怖」所侵害，港人已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人身安全
大受威脅。
她指出，民建聯有數十個地區及議員辦事處，受到逾80
次的攻擊，包括在門口塗鴉、打爛玻璃窗及損毀大門，更
闖入辦事處大肆破壞，放火及灌水等。不少民建聯議員及
社區幹事在地區擺設街站時，更屢遭粗暴滋擾及圍堵，無
法正常地與街坊接觸，及提供服務。

利。區議會選舉臨近，他擔心暴力行為將接踵而來，而這
種「黑色恐怖」對建制派候選人、義工及支持者構成很大
的威脅，變相令這場選舉在一個不公平、不安全的情況下
進行。
石硤尾邨地區辦事處三次被毀的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
芬批評暴徒的行為已經完成失去理性，令人憤怒，特別是
該區屬老區，很多長者依賴面對面的直接服務，而辦事處
更是他們聚腳點，閒時打發時間。有位96歲的老義工，看
見辦事處被燒毀後，傷心到跪在地上哭。

選民受威脅選舉難公平

圖阻止建制派接觸選民

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表示，臨近區議員換屆選舉，預計
暴力恐嚇候選人及義工的事件將會持續發生，特區政府應
採取有效措施，止暴制亂，還香港社會安寧，及一個公平
和安全的選舉。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工聯會已有 20 多個服
務點、工人俱樂部、工人醫療所、工聯優惠中心，及 6 個
議員辦事處、3 個工聯會地區服務處受到暴徒的惡意破
壞，情況恐怖，更令部分職員及義工擔心人身安全。
他指出，工聯會這些服務點，主要是為打工仔、街坊市
民提供服務，現在受到破壞，就是剝削使用服務者的權

她批評，暴徒施行恐怖手段，更只針對建制派候選人，
質疑他們是想斷絕建制人士與選民接觸，令他們無法正常
展開工作，更壓抑選民，令他們無法自由、無懼地投票。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表示，上周五六，其位於上水
及大圍的辦事處同受到破壞及縱火。經過被攻擊事件後，
很多義工都很擔心，即使擺街站都十分謹慎，一旦發現不
對勁就會立即收檔，避免遭到不必要的騷擾。
她表示，新民黨是中間派政黨，竟遭到針對性攻擊，反
映黑衣暴徒完全不容許有表達不同意見的空間，目前的情
況十分嚴峻。

黑

過去數月，民建聯有多達數十個
地區及議員辦事處被黑衣魔毀壞，
先後發生逾 80 宗事件，包括被人在
門口塗鴉、打爛玻璃窗、損毀大
門、淋黑油和塗鴉，或進入辦事處
搗亂、打砸，甚至縱火、灌水，區
議會參選人擺設街站亦遭不同程度
滋擾。
其中，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東涌
的辦事處兩度遭到破壞；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深水埗區議員鄭泳舜在
九龍西的多個辦事處被焚毀；民建
聯多名黃大仙區議員，包括何漢
文、袁國強及黎榮浩的辦事處被黑
衣魔打爛門窗等。有街坊向議員反
映，現在見到暴力都不敢出聲，認
為對社區造成了很大的恐慌。
民建聯大埔區區議員黃碧嬌的辦
事處過去兩個月 4 度受到黑衣魔襲
擊，包括有大批黑衣魔擲近百隻雞
蛋、持續塗鴉、打碎玻璃窗、燒壁
報板，令居民到其辦事處前都要先
觀察四周環境，確定沒有人搞事才
敢前往。
屯門區議員葉文斌、元朗區議員
馬淑燕的議辦更曾被投燃燒彈，危
及樓上居民的安全；大埔區議員胡
健民則每次擺街站都會有人拍他照
放上網，恐嚇說「邊度要人」。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辦事
處遭破壞，
處遭破壞
，一片狼藉
一片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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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堯議辦遭塗污洗劫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
、何啟
明議辦遭黑衣魔縱火。
明議辦遭黑衣魔縱火
。 資料圖片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蔣麗芸辦事處慘遭黑
衣魔多次襲擊。
資料圖片

連日來，黑衣魔將建制派議員的辦事處、
服務點當成主要的攻擊目標之一。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黃國健、何啟明的橫頭磡邨辦事
處，位於居民居住地區附近，不料黑衣魔為
一己私慾，完全罔顧香港市民街坊的生命安
全，竟在該辦事處縱火。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在青衣和屯門的
辦事處亦遭黑衣魔攻擊，遭到不同程度的破
壞，其辦事處被噴漆噴滿污言穢語、玻璃碎
了一地、辦公設施等亦全部被毀壞。
荃灣區議員葛兆源的議辦則被黑衣魔「快

閃」襲擊。周日晚上9時許，約20名戴口罩的
黑衣魔以工具打破正門玻璃，並開啟後方木
門，影印機、電話、電腦屏幕皆被破壞，整個
過程只歷時約兩分鐘，根本避無可避。
工聯會日前統計，有超過 20 個議員辦事處
和服務點被黑衣魔惡意破壞，外牆被噴漆、
閘門被襲擊、鐵閘被爆破、大堂及室內玻璃
被打碎和碎片散落滿地、設施被射水。「殺
紅了眼」的黑衣魔連這些平時開放予街坊市
民進修學習，提供醫療、福利、優惠、社區
等服務的場所都沒有放過。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辦事處遭破壞，多處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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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區議員蘇西智辦事處被破壞。

資料圖片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的議員辦事處連月來遭到
黑衣魔連續惡意攻擊。其中，位於荃灣荃豐中心的辦
事處早前遭到穿黑衣及戴口罩黑衣魔將玻璃擊碎、擲
雞蛋、塗鴉玻璃及貼滿大量標語，令辦事處變為所謂
「連儂牆」，又拆除閉路電視硬盤，企圖消滅罪證。
該辦事處在維修階段時，又遭黑衣魔攻擊，黑衣魔竟
投擲信號彈縱火，對周遭店舖造成極大干擾。
另外，何君堯位於屯門良田村的辦事處，前後遭受
了三次刑事毁壞，辦事處的監控設備、窗口和大門都
被破壞，受損程度之嚴重，被針對風險之高，令保險
公司都不肯承保。位於屯門美樂花園的何君堯辦事
處，亦有黑衣魔製造所謂「連儂牆」，而位於天水圍
天華邨的辦事處，日前除遭黑衣魔設所謂「連儂牆」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辦事處遭砸毀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辦事處遭砸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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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更被掟雞蛋和撒溪錢，被破壞的辦事處令人見到
都感到觸目驚心。

擔憂人身安全 多有意參選者退選

盜竊民記電腦 高處拋下栽贓
除攻入議員辦事處進行破壞外，
黑衣魔亦會用從辦事處搶來的物品
進行不法行為，並企圖栽贓。網上
日前就有貼文指，有人在大圍港鐵
站附近高空擲物，丟下一部手提電
腦，而電腦背面標有民建聯編號。
民建聯日前發文澄清，指明其沙田
支部被破壞，該處有手提電腦被偷
走並從高處拋下，「意圖插贓嫁
禍，手段無恥卑劣。」

今年 7 月才開幕和啟用的新民黨仁興街的社
區辦事處，主要為當區的居民舉辦不同類型
的活動。不過，該辦事處日前亦遭到黑衣魔
毀壞，闖入辦事處過程中，更用棒球棍打傷
一名職員。
連月的黑衣暴力運動中，黑衣魔除隔三差
五不定時出沒大街小巷打砸燒搶之外，每次
出動時亦不會僅攻擊一個目標。早前有黑衣
魔在港鐵上水站聚集後，就先在民建聯區議
員蘇西智的彩園邨辦事處門外大肆破壞，又
趕往新民黨於上水新康街一個辦事處擲蛋，
並將附近多個閉路電視塗黑，以阻礙警方追
查，逃避法律責任。

■李慧琼、蔣麗芸辦事處慘遭黑衣魔刑毀，破亂不
堪。
李慧琼供圖

■何啟明辦事處室
內遭縱火，
內遭縱火
，狀如廢
墟。 何啟明提供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蔣麗
芸辦事處被暴徒襲擊。
資料圖片

20 多名新界建制派區議員昨日下午分別到選舉管理
委員會和政府總部外請願，指出多個區議員辦事處被
滋擾、破壞及縱火，令到部分有意參選的人因為擔心
人身安全而退選，認為今屆區選在提名期已有不公平
的情況，要求選管會正視及解決。選舉管理委員會昨
日表示留意到有關情況，強調絕不希望選舉中出現任
何威嚇或暴力的情況，若接獲有關投訴會轉介執法機
關跟進，同時如有人對選舉安排有任何不滿，可作出
投訴或依法律程序提出選舉呈請處理。
多名新界的建制派區議員，昨日手持自己議辦被大
肆破壞的圖片，對黑衣暴力行為作出控訴。大埔區議
會主席黃碧嬌表示，近日有數十個建制派區議員辦事
處遭破壞，由一開始塗鴉、丟雞蛋，到後來變砸電器
及縱火，令議辦不能正常運作，影響議員、助理及求
助街坊。
他們坦言，種種暴力破壞行為令人無法安心，義工

亦無法擺設競選街站，更有人因擔心安全而放棄參
選，認為選舉在提名期已出現不公平的問題，要求選
管會正視及解決，並建議對受威脅的候選人提供保
護、清理各區抹黑候選人的宣傳品等。
選管會表示，留意到近日社會上有暴力事件接連發
生，包括有公眾人物受襲、議員辦事處被毀壞等，
「香港一直有良好的選舉文化，選管會絕不希望選舉
中出現任何威嚇或暴力的情況。選管會如接獲有關投
訴會轉介執法機關跟進。」

選管會：不容暴力擾選舉
選管會強調，選管會是一個獨立、公正和非政治性
的組織，「一如以往，選管會定必竭盡所能，致力確
保公共選舉在公開、公平和誠實的情況下進行。」假
如有人對選舉安排有任何不滿，可作出投訴或依法律
程序提出選舉呈請處理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