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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絕不容男警在場 錄取口供須無壓力下進行

2019年10月11日（星期五）

20192019年年1010月月1111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19年10月11日（星期五）

A6 ■責任編輯：黃健恆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10月6日，黑衣狂魔反對政府
實施《禁止蒙面規例》流竄全港多區大肆破壞港鐵站、店
舖、銀行以及堵路縱火，警方在灣仔的驅散行動拘捕36人。
26名男女被控參與暴動罪，其中14人被加控一項違反《禁止
蒙面規例》的罪名。日前，6名被告因留院缺席提訊，其中的
兩女1男學生出院後昨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署理總裁判官
蘇惠德裁定，3被告獲准保釋，須遵守不可離港及宵禁令等保
釋條例。案件押後至明年1月6日與其他23名被告一併提訊。
26名被告包括14男12女，其中14人（6男8女）被加控一

項違反《禁止蒙面規例》，其中被告李苑瑩、高家慧、薛姓
少年、余雪菁、謝兆雄及曾令兒因傷留院，日前缺席聆訊。
其中3名被告，包括理工大學學生李苑瑩（21歲）、中學生高
家慧（17歲）及中文大學學生謝兆雄（22歲），被控暴動罪
及「非法集結時使用蒙面物品罪」，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
提堂。
控罪指，3人於10月6日在灣仔軒尼詩道一帶，連同其他身
份不詳者參與暴動，以及身處非法集結時，無合法權限或合
理辯解而使用相當可能阻止識辨身份的蒙面物品，即一個半
面式防毒面具。
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至明年1月，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並

提出晚11朝6的宵禁令保釋條件。辯方均以學業及兼職工作
為由，反對宵禁令或申請延遲宵禁令。法庭接納辯方陳辭，
李苑瑩及謝兆雄獲准延遲宵禁令生效時間至深夜12時及1
時，高家慧則繼續遵守晚上11時起的宵禁令。3人各准以
1,000元保釋，不可離港須交出所有旅遊證件，每周到警署報
到一次。
在目前涉案26人中，除了15歲首被告須還柙看管，其餘25
人均獲准保釋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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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
200名自稱消防及救護人員者日前
發出「聯署聲明」，指稱各紀律
部隊首長「盲撐警隊」，更稱
「恥與警暴為伍」。消防處昨日
發表聲明，強調在當前社會最困
難的時刻，消防處定必全面配合
特區政府施政，支持警隊嚴正執
法遏止一切暴力及違法行為，務

求盡快回復社會穩定。
在各紀律部隊首長發表聲明、

強調全力支持警隊嚴正執法後，
200名自稱為消防及救護人員者發
表聯署聲明，指稱紀律部隊各首
長是「將政治凌駕法治」、「盲
撐警隊」，其行為「不能代表前
線消防及救護人員理念」，並對
此「深切遺憾」。

消防處昨日發表聲明，表示留
意到近日網上流傳一份據稱由該
處人員發表的聯署聲明。
消防處重申，無論該聲明孰真

孰假，「救災扶危、為民解困」
是他們的使命。每位同事都會不
偏不倚地執行滅火、救援及救助
傷病者的任務。
消防處在聲明中強調，消防處

和警務處同樣肩負維護公眾安全
和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責
任。
「在當前社會最困難的時刻，

消防處作為紀律部隊的一員，定
必責無旁貸，全面配合特區政府
施政，支持警隊嚴正執法遏止一
切暴力及違法行為，務求盡快回
復社會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黑衣狂魔於10月6日在全港多區
蒙面逞暴。一名的士司機在深水
埗遇上暴徒所設的路障，被黑衣
狂魔襲擊。
的士其後失控，剷上行人路撞
傷兩女，司機即被近百名黑衣魔
圍攻兼拖下車圍毆致重傷。警方

10月8日於深水埗拘捕一名涉嫌
參與暴動的姓何青年。該男子昨
日獲准保釋候查，須於12月上旬
向警方報到。
被捕的20歲姓何男子，報住深

水埗區。案中被打傷的59歲姓鄭
的士司機，現時情況穩定。
案發於10月6日，鄭駕駛的士

於南昌街近龍悅道遇到路障，避
開路障時被黑衣魔追打，並拍下
其車牌「追緝」。
他其後駕的士沿欽州街往長沙

灣道，但被百名黑衣魔包圍襲
擊，擋風玻璃被人以鐵支打穿。
鄭在車內被多人以鐵支襲擊及

拉扯，的士其後失控衝上行人

路，撞傷兩名女子後停車。暴徒
其後將鄭拖下車用棍棒等兇器圍
毆，的士亦被暴徒嚴重損毀。警
方將案件列為暴動、有意圖而傷
人、刑事毀壞、盜竊及交通意外
有人受傷，商業罪案調查科人員8
日拘捕姓何男子，並追緝其餘暴
徒。

的哥遭圍毆案 涉暴動男准保釋候查

消防處：與警隊共維護公眾安全

一名自稱為屯門醫院「助產士」的網
民近日發帖聲稱「目擊整個過

程」。他聲稱當日有男警以需要錄取口供
為由進入產房，並「在場旁觀」孕婦檢查
的過程。其間，孕婦須脫去全部內衣褲，
換上病人手術袍，在產床上打開雙腿由醫
生抽取下體分泌化驗，而該男警「全程在
場」。

女囚檢查在場均女懲教女警
不過，稍稍知道產檢流程的人，也會質
疑這個「劇本」的可信性。曾在公立醫院
工作的婦產科專科醫生靳嘉仁昨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從未見過有男性
懲教人員或男警陪同懷孕疑犯或在囚者接

受婦科檢查，「這位『助產士』說的情
況，我雖然不在現場，不知道事件有否發
生過，但過往為被鎖上手銬及腳鐐的女囚
犯進行檢查時，在場的都是女性懲教人員
或女警。」

就算病人准許 醫生也絕不容許
他續表示，根據醫院守則，除孕婦的丈
夫及未成年孕婦的母親外，其他人一般不
能陪伴進行產檢；就算病人准許陌生男子
在場，醫生也絕不會容許，「如果涉事孕
婦是我病人，除非她當時有即時生命危
險，否則我必定會先請男警離開，再繼續
進行檢查，我相信99.9%的婦產科醫生均
會有相同決定。」

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亦指，男
警在場旁觀女性被羈押者接受婦科檢查的
事件絕不可能發生。他向香港文匯報指
出，警方雖有法定責任看管被羈押者，但
亦會尊重病人權益，「除非醫護人員擔心
被羈押者會對其安全構成威脅，否則不一
定要一直目視，警員檢視環境，若現場沒
有可以逃走的通道，警員可以在外面等
候。」
他質疑，提出指控的「助產士」所描述
的過程存在多項疑點，最大破綻是被捕人
如需接受醫療程序，警員絕不會急於錄取
口供，「正常情況下警員只會在醫生認為
病人情況合適時錄口供，如果口供在病人
感痛楚、具壓力下時錄取，在法庭上的接

受程度亦會受影響。」
林志偉反問，若該「助產士」的指控
屬實，為何未有醫護人員要求男警離
開，「如果醫護人員未有阻止，他們亦
有失職！警方不是不講道理，這情況下
被要求離開不會控告醫護人員阻差辦
公！」
屯門醫院就事件發聲明澄清，承認有男

警在護士及職員陪同下進入過「獨立檢查
房間」，與該名孕婦核對資料，但該警員
之後已馬上離開，在產房內的家屬等候區
等候，「孕婦在獨立檢查間接受檢查時，
沒有醫護以外人士在場」，並重申院方致
力確保病人私隱得到保障，和病人服務運
作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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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暴派繼續捏造故事中傷警務人員。針對警方本周一晚

在屯門兆康站拘捕一名19歲涉嫌非法集結的孕婦，有自稱

為屯門醫院「助產士」者近日就在網上「爆料」，聲稱該

孕婦被送院檢查時，有男警以錄取口供為由「進入產

房」，更在場觀看孕婦裸露身體接受產檢。不過，該「故仔」最少有

兩大破綻，一是醫生絕不會容許男警在場，否則醫生也失職；二是錄

取口供必須在疑犯不具壓力下進行，否則法庭不會接納，令以錄取口

供為由進入病房不可信。屯門醫院也發聲明強調「孕婦在獨立檢查間

接受檢查時，沒有醫護以外人士在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有聲稱是
屯門醫院助
產士的網民
指控有男警
曾進入產房
旁觀女被捕
人接受婦科
檢查。
網上圖片

■有照片顯示當時男警站在產房外，與大門有一
段距離。 資料圖片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率領多位局長見記者，展示
暴力衝擊造成的破壞，指警方在前線執行任務表現
出色，背後整個政府團隊有發揮功能，警隊絕非單
打獨鬥、孤軍作戰。政府各部門、公務員及政府機
構人員支持警隊依法執法、懲治暴力犯罪，理所當
然、天經地義。面對暴力衝擊對香港造成的深重災
難，政府各部門要通力合作，給警方依法執法以更
多的支援和配合，包括輿論支援及配合警方的執法
行動，政府尤其要就各部門及機構如何配合警方依
法執法，作出更清晰的指引，而對於不配合的行
為，政府要出聲、出手。同時，對一些同情甚至支
持黑衣魔、發表不負責任言論的公務員和政府機構
人員，政府要加強內部教育和監管，對個別公開支
持甚至參與暴亂者要嚴格調查，該清理門戶的就果
斷清理，令政府上下和社會各界同心協力，形成止
暴制亂的強大合力。

4 個多月的暴力衝擊，對香港造成極大破壞和損
失。本月首周，訪港人數按年減少一半，國慶黃金周
訪港旅行團大跌九成；遭黑衣魔暴力攻擊的港鐵車站
合共125個，港鐵一度要全線暫停運作；全港2,000多
組交通燈，有400多組受到干擾破壞；6間地區政府合
署被破壞，直接影響市民日常公共服務，包括母嬰健
康、牙科診所、特殊幼兒中心及民政諮詢中心等服
務；42,000米的路旁欄杆被拆除，超過2,600平方米的
路磚鋪設的行人路面被破壞，1,700個公共道路設施被
塗污；現時每日8,000名清潔工經常需通宵工作，工
作量百上加斤。同時令人痛心的是，越來越多年輕人
參與暴力行動，在被捕的2,379人中，有104名是16歲
以下，18歲以下的就有約750人。

政府是一個整體，責任與共，命運與共。面對暴
力衝擊對香港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壞和傷害，政府各

部門齊聲譴責暴力、堅定履行止暴職
責，在不同方面大力支

持警隊依法執法，理所當然、天經地義，如果打政
府工、受公帑俸祿的公務員隊伍，都不能站出來大
聲向暴力說不，都不能在行動上為維護法治出力，
社會如何形成以正壓邪的正義之風？

政府各部門及廣大公務員隊伍，要做好與警隊的
通力合作，首先要給警方更多的支援，包括輿論上
的支援及配合警方的執法行動。五大紀律部隊日前
聯合聲明，對黑色暴力予以最嚴厲的譴責，表明全
力支持特區政府及警方嚴正執法，就是輿論上支持
警方的良好示範。政府各部門、公務員及政府機構
人員，要有更切實的配合行動。道路、運輸、醫療
等部門，與警隊執法有不同程度的直接關聯，這些
部門在警方依法執法時，應即時給予支援、配合。
對於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專營商業和運輸機構
等，如何配合警方依法執法，政府要有更清晰的指
引，並廣泛宣講。當出現不配合、甚至阻礙警方依
法執法情況時，政府部門要出聲、出手，表明無條
件支持警方依法執法的嚴正態度，譴責阻礙警方依
法執法的行為，宣講配合警隊依法執法的指引與要
求。

同時，政府要加強內部公務員隊伍及工作人員的
教育管理工作，明確要求所有公務員及工作人員，
遠離暴力，尤其不要同情、支持暴力。對於政府公
務員及工作人員中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甚至個別
人直接、間接參與暴亂的行為，一有線索就要加緊
調查，查證若屬實要及時清理門戶。懲教署一名任
職區域應變隊助教的二級懲教助理，涉嫌在網上撰
文教暴徒如何襲擊對抗拔槍警員，懲教署查明真相
後，日前已令其離職並報警處理。懲教署果斷清理
門戶的行動，值得充分肯定和其他部門效仿。香港
正處艱難時刻，政府各部門及公務員隊伍以愛護香
港之心，齊心協力、各司其職、全力支援警隊依法
執法，才能形成止暴制亂的強大合力。

政府部門要以更積極行動合力止暴制亂
一項調查發現，港人今年的開心指

數只有6.15分，為10年新低，其中25
至34歲年輕人得分更是所有年齡組別
中最低。數據反映持續4個月的違法暴
力風波下，「黑色恐怖」重創經濟民
生，市民失卻基本的安全感，憂慮情
緒直線上升。調查從一個側面顯示，
止暴制亂是全港社會當務之急，廣大
市民應該全力支持特區政府用一切辦
法恢復社會安寧，讓社會重現歡顏。

過去4個月，全港大多數地區都出現
嚴重暴力事件，衝擊市民日常生活，
近期一小撮黑衣魔更瘋狂升級暴力，
肆意縱火破壞，甚至對不同意見市民
動用私刑。大型商場關門避禍，港鐵
一度全面停駛，至今未能完全恢復正
常服務，連本應24小時營業的便利店
亦一度要全線休息，全港入夜後恍如
死城。市民連下班安全回家、從ATM
機提取現金這些日常生活所需都失去
保障，惶恐憂慮情緒擴散。

香港本來是一片繁榮穩定的福地，
治安優秀、交通便利，市民從不用憂
心出街不安全，日夜都有交通工具和
便利店，大型商場遍佈各區，人流如
鯽。香港更享有購物天堂、美食天堂
的美譽，是區內著名旅遊城市。但這
些過去看似理所當然的一切，都在短
短幾個月間變得「奢侈」，取而代之
的是到處開花的暴動衝擊景象。

在今次違法暴力風波中，部分年青
人衝在最前線，偏偏調查就顯示，這
個群體的開心指數也是各年齡組別中

最低。開心指數包含關愛、智慧、堅
毅、行動四種品質，而35歲以下群組
在上述四項「心理資本」指標得分也
偏低，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暴力是扼
殺開心的魔鬼，也從側面反證本港教
育存在諸多問題，讓年輕人無法形成
健康、正面、積極的「心理資本」。

尤其要注意的是，調查以抑鬱量表
了解受訪者的抑鬱情緒，發現有18%受
訪者患有中度至重度抑鬱，更有3%受
訪者幾乎每日都有自殺或傷害自己的
念頭。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助理教
授林清形容，抑鬱情況會如疫症般蔓
延，有如二手煙一般，令負面情緒在
社會擴散，情況令人擔憂。在當前的
社會氣氛影響下，可能有很多人出現
抑鬱症狀而不自知，呼籲市民可使用
量表自我檢測，如分數有異需立即向
專業人士求助。

香港是我們共同的家園，如果被暴
力吞噬，沒有人會覺得開心、幸福。
社會必須盡快止暴制亂，廣大市民不
論其政治立場為何，都要搞清楚社會
整體利益所在，企出來遏阻暴力升級
蔓延，阻止香港滑向無底深潭。而止
暴制亂的其中一個關鍵，是社會大眾
是否願意與暴力切割。遺憾的是，當
前「泛暴亂派」政客和人士，至今仍
然挖空心思地將暴力合理化，包庇暴
力分子，成為社會回復和諧的重大阻
力，市民應該以強大清晰的民意
喝止「泛暴亂派」的惡行。

「黑色恐怖」罩社會 開心指數創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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