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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刑縱火毀店再肆虐 辱罵挑釁攻擊又逞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煽暴派繼續煽動仇警情緒，昨在尖沙咀梳士巴利花園發起針對警察的非法集會，不斷以「食屎狗」、「強姦

犯」和「殺人犯」等極度惡毒及不實的指控，誣衊現場戒備的警員，及至晚上暴徒流竄至油尖旺、深水埗等多區繼續聚集縱火、堵路和毀店，再

藉「捉鬼」找喬裝警員之名，在旺角街頭上演無差別毆打市民，最少兩名無辜市民慘遭圍毆致血流披面，其中一名是操普通話的旅客；另外有兩

名便衣警員遇襲致受傷。雖然昨日的暴力程度較上周日稍遜，警方繼續以專業克制的態度採取驅散和拘捕行動。

■一名穿間條上衣的
男子在旺角被暴徒打
至面部流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數名暴徒認定一名
短髮男子是便衣警察
而集體圍毆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旺角有警員遭暴
徒襲擊，臉部受傷
流血。 網上圖片

火攻旺角站口火攻旺角站口 乘客避煙逃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煽暴派藉詞在
網上發起昨午在尖沙咀梳士巴利花園違法聚
集，黑衣魔混進人群趁機「打、砸、燒」破壞
社會安寧，港鐵設施及連鎖零食店再度成為攻
擊目標遭大肆破壞縱火。旺角站再成為重災
區，黑衣魔罔顧公眾安全，在站內仍有乘客期
間，在多個出入口狂掟汽油彈縱火，一時間火
光熊熊，濃煙直入站內，乘客慌忙逃亡，極為
驚險。此外，暴徒又向東鐵線路軌掟雜物意圖
釀成列車事故，幸未有造成傷亡。警方及港鐵
對黑衣魔連環縱火行為予以嚴厲譴責。
因應油尖旺區有大型非法集會，昨日下午2

時許起，港鐵已將油麻地站、旺角站及太子站
部分出入口封閉，部分車站出入口有防暴警駐
守戒備，以防有黑衣魔破壞港鐵設施，但其間
列車維持正常服務，乘客仍能使用有關車站其
他出入口出入。傍晚近7時，正在區內大肆破
壞的黑衣魔將矛頭指向港鐵站，大肆破壞沿線
港鐵站設施。
旺角站成為重災區，黑衣魔除破壞多個車站

出入口外，又隔着鐵閘粗言穢語挑釁站內警
員，更有黑衣魔罔顧站內仍有乘客出入的情况
下，於B2出入口向站內投擲燃燒彈縱火，站內
一片火光，不斷冒出大量濃煙，職員馬上協助
乘客逃生，險象環生。

何文田紅磡兩站受損
另一邊廂，旺角站C1、C2、E1、E2出入口
處，有暴徒堆放雜物縱火。幸消防員不久後到
場撲熄火種，乘客亦已全部脫險。港鐵為保障
乘客及員工安全需要即時關閉車站。
黑衣魔殺紅了眼，逐步向油麻地站方向推

進，港鐵經過風險評估於晚上約7時50分關閉
油麻地站。至晚上9時許，有黑衣魔再向鄰近
朗豪坊的旺角站出入口內投擲易燃物品縱火，
消防員接報趕至處理。此外，黑衣魔還闖至附
近港鐵站大肆破壞，其中何文田站有指示牌玻
璃被打碎、站內消防設備及閉路電視鏡頭等設
施被破壞；紅磡站則有閉路電視鏡頭被塗污。

紅磡旺角東路軌有雜物
另昨日下午約4時40分，一列東鐵線列車由

旺角東站前往紅磡站途中，車長留意到往羅湖
及落馬洲方向對行線路軌上有外來物件，車務
控制中心接報派員進入路軌經巡查檢走3個
「雪糕筒」及一個垃圾桶。受事故影響，其間
東鐵線列車服務需要作出調整以便處理，導致
整體行車時間需要額外多約5分鐘至8分鐘；至
下午約4時50分，東鐵線列車陸續回復正常。
港鐵昨晚發出聲明，對暴徒再三針對港鐵車

站及作出威脅乘客、員工及鐵路系統安全的非
法行為，予以強烈譴責；公司已就多宗事件報
警處理，亦會向破壞設施的人作出追究。港鐵
經與相關政府部門進行風險評估後，今日港鐵
各線(機場快線除外)、輕鐵及港鐵巴士服務將於
晚上11時結束。
黑衣魔除針對港鐵外，亦視連鎖零食店、警

署及中資銀行為縱火目標。昨晚6時許，有黑
衣魔在佐敦撬閘闖入一間連鎖零食店內大肆破
壞及縱火，完全不顧火勢可能波及樓上民居造
成嚴重傷亡，幸店內自動灑水系統及時啟動阻
止火勢進一步蔓延。另昨日黑衣魔肆虐期間，
先後向防暴警防線及深水埗警署投擲汽油彈，
幸多宗縱火案未有造成嚴重傷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
持續逾4個月的連場暴亂重挫香
港旅遊業，連帶六星級豪華酒店
亦遭殃。大批黑衣魔昨日在尖沙
咀聚集並堵塞彌敦道與梳士巴利
道交界一帶道路，更襲擊警員。
烽煙四起之際，近百名市民及旅
客慌忙躲入附近的六星級半島酒
店「避難」，令在大堂餐廳正享

用下午茶的旅客受驚，重創本港
旅遊業聲譽。
黑衣魔一日不收手，本港旅遊

業的前景將繼續滿佈陰霾。逾90
年歷史、也是尖沙咀著名景點的
半島酒店，昨日下午約3時許，
便因附近有黑衣魔用硬物襲擊警
員，令防暴警察需施放催淚煙驅
散，近百市民將半島酒店當作

「避難所」，進入避難。當時正
有不少旅客在酒店的大堂餐廳享
用下午茶，眼見此情此景難免受
驚，勢必削弱他們未來再來香港
旅遊的意慾。
有傳媒事後到酒店了解，發

現酒店大門關閉，每個出入口
均有保安員駐守，需持有房匙
才能進入酒店。如光顧酒店內
餐廳，亦需由酒店人員帶領才
可內進。

■■紅磡站往旺角東站的路軌上被扔下紅磡站往旺角東站的路軌上被扔下
33個個「「雪糕筒雪糕筒」」及一個垃圾桶及一個垃圾桶。。

■■旺角彌敦道優品旺角彌敦道優品 360360 分店被縱分店被縱
火火，，觸動灑水系統觸動灑水系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蕭景源）黑衣魔再次煽惑仇警情
緒，昨日在尖沙咀舉行違法集會，警方也早有部署，在違法集會
舉行不足半小時，即派逾百名防暴警，果斷地將暴徒重重包圍，
屢次勸告他們自行離去不果，才施放催淚彈驅散，黑衣魔未及聚
集足夠人數已被擊至潰不成軍，於是向周邊地區四散，轉戰旺
角、油麻地、深水埗一帶。

汲取經驗 變陣阻魔聚集
黑衣魔上周日在尖沙咀梳士巴利花園起步，發起非法遊行，結

果尖沙咀一帶的路面、店舖都受到他們瘋狂破壞。事隔一周後，
黑衣魔圖「添食」，再在梳士巴利花園違法集會。不過，警方昨
日的策略明顯與上周不同，於集會未開始時，已於西九龍一帶佈
防，如尖沙咀崇光、The ONE對出設下重重防線，不斷截查穿
黑衣、戴黑口罩的人。
非法集會昨午3時開始，花園聚集幾百人，至3時半有黑衣魔

試圖開始行出梳士巴利道對出馬路；警方迅速舉起黑旗，警告會
施放催淚煙，勸告無果後在3時40分，果斷在太空館外施放催淚
彈、使用胡椒噴霧，並以警棍驅散黑衣魔。近20架警車、逾百名
防暴警馬上到場增援，他們形成3條防線包圍花園。

「搞事唔成」暴民爆粗辱警
黑衣魔勢孤力弱潰不成軍，只有沿海傍向紅磡逃走，警方繼續

派出直升機在高空盤旋監察。當黑衣魔逃至黃埔花園，一度想破
壞Starbucks時，大批警員隨後趕到將他們驅散，至少帶走兩男
女，並檢走他們的隨身物品。
警方在尖沙咀有效打擊黑衣魔聚集，令多間「被標籤」的店
舖和銀行得以保住。部分仍留守尖沙咀的黑衣魔「搞事唔
成」，唯有瘋狂辱警，他們在重慶大廈對出與數十名防暴警對
峙，以粗言穢語辱罵警員，又對警員作出人身攻擊，如嘲笑警
員是「哈比人」（矮）、「肥婆肥佬」等，眾防暴警一直忍受
着，未有回應。

「行動副號」保警員私隱
此外，煽暴派起底組不斷對警員及其家屬起底。為保障警員

私隱及安全，自6．12立法會激烈衝突起防暴警清場時不展示
警員編號，但此舉被煽暴派指是警員逃避投訴的手段。警隊高
層為釋除公眾疑慮及保障警員私隱兩者之間作出「平衡方
案」，近日起防暴警的制服或頭盔上會展示一組「行動副
號」，只要根據該號碼便可確定警員身份，令「逃避投訴」
之說不攻自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暴亂現場所見，部分防暴警的頭盔及背

心位置有一組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估計便是「行動副號」。
據了解，英文字母主要表示警員所屬警區；數目字則代表警員
當時崗位，頭盔亦印有警員職級標誌等；只要根據這組「行動副
號」翻查當值記錄，警隊內部便可確認該名警員所屬隊伍、所持
武器及企位等，並同時可以保障警員私隱免被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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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在梳士巴利道攻擊執勤的警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防暴警為一名中了催淚煙的殘疾人士清洗眼睛。 美聯社

半島酒店旅客受驚
■■近百市民在半島酒店近百市民在半島酒店
「「避難避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防暴警入夜後在旺角拘捕一防暴警入夜後在旺角拘捕一
名涉嫌違法者名涉嫌違法者。。 路透社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
祖明）暴徒昨日於九龍多處
縱火、破壞，港鐵、中資銀
行、與暴徒政見不合的店舖
等，再度成為暴徒破壞的目
標，使香港每個周日都不得
安寧。工聯會昨日發聲明譴
責此等無法無天的行為，並
強烈要求特區政府拿出止暴
的切實可行措施，還香港一
個安寧和平的周日。
工聯會在聲明中表示，

昨午在尖沙咀舉行的非法
集會，一些深懷不軌的激
進者和黑衣人借故在油尖
旺、紅磡、深水埗等九龍多
區鬧事、堵路、縱火、破壞
店舖、毆打市民，並留意到
一些標榜新聞採訪自由的所
謂「記者」阻礙警方的止暴
行動，「記者」多次被警方
警告，仍然作出不合作態
度，有與黑衣暴徒共犯之
嫌。
令人痛心的是，政府對4

個多月來的社會暴亂仍然沒
有切實的停止方法及措施。
工聯會不禁要問政府，究竟
何時才可拿出切實止暴制亂
的有效措施？工聯會認為香
港整體利益和香港人的平
安，實有賴政府的保護，不
容別有用心暴徒的「攬炒」
行徑而犧牲，強烈要求政府
還香港和平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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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浪潮似收斂未收手 警方理性克制驅散拘捕

■新界南總區衝鋒隊警
司李碩倫遭蒙面黑衣暴
徒揮拳襲擊受傷。

昨日下午2時半，已有數百人非法聚集
在尖沙咀梳士巴利花園，大部分以口

罩蒙面，不少黑衣人更戴上俗稱「豬嘴」
的防毒面罩，似有備而來。他們不斷向在
場戒備的防暴警員以「黑社會」、「解散
警隊」、「×你老母」、「死黑警走喇、
黑警死全家」等言語辱罵及散播仇警情
緒，又大叫「開槍喇……」大肆挑釁。惟
一眾警員均表現高度克制，僅以擴音器警
告他們正參與非法集結，要求馬上離開。

衝鋒隊警司牙骹移位
至下午3時半，有黑衣暴徒藉着仇警情
緒高漲之際，鼓動眾人走出梳士巴利道，
霸佔馬路阻塞交通發洩，惟因為警方早已

增援，暴徒在勢孤力弱下決定退守，並流
竄至油尖旺、土瓜灣、紅磡及深水埗等多
區繼續集結，重演過往向港鐵站、警署和
店舖投擲汽油彈縱火等戲碼，當中有黑衣
魔圖將仇警情緒進一步升溫，即時發起
「捉鬼」行動，擬找出喬裝警「私了」
（行私刑）。
傍晚6時許，一名便衣男警在旺角同遭

多名蒙面黑衣暴徒以硬物及雨傘襲擊，導
致額頭及面部受傷，鮮血染紅身上的白色
短袖衫。同時，新界南總區衝鋒隊警司李
碩倫在尖沙咀半島酒店對開的梳士巴利
道，遭一名蒙面的黑衣暴徒揮拳襲擊，導
致左牙骹移位，需送院敷治。
晚上約7時許，在彌敦道，一名穿灰色

衫的男市民，被暴徒強指是便衣喬裝警及
用手機拍攝暴徒的容貌，即被一群暴徒擁
上前圍毆倒地。當他試圖站起身離開時，
再遭多名蒙面的黑衣人二次襲擊，有人用
長棍打向他的頭部，有人從後飛腳踢他，
事主再次不支倒地後，仍有暴徒繼續衝前
如射球般，猛力踢向他的頭和後腦。其後
有救護員到場為他治理，但事主最終拒絕
送院並自行離開。

內地客多處受傷流血
晚上8時50分左右，在旺角亞皆老街與
彌敦道交界近港鐵旺角站D2出口，再有一
名身穿紅藍間條上衣、操普通話的中年男
子，亦被指疑是喬裝公安及拍攝暴徒的容

貌，被逾十名蒙面暴徒蜂擁而上包圍拳打
腳踢，事主倒地後仍被繼續用腳猛踢，導
致額頭、面部和左眼等多處受傷流血。其
間有暴徒強行檢查事主的電話。男事主脫
險後稱不知為何被毆打，又解釋：「我只
是一位來港開會的遊客。」
警方痛斥蒙面暴徒公然挑戰法治，行為
令人髮指，重申警方絕不縱容及姑息任何
違法分子，誓將繩之以法。特區政府亦強
烈譴責暴徒非法行為，指昨日傍晚開始，
蒙面暴徒毆打不同意見的市民，縱火焚燒
商店和多個地鐵站入口，並向政府合署、
警署及警務人員投擲汽油彈，嚴重危害在
場市民及警務人員的安全。警方定必嚴正
執法，盡快恢復社會秩序。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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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在旺角站縱火暴徒在旺角站縱火。。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