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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暴徒幼齡化已成
趨勢，走上街頭進行所謂「抗爭」的學生屢見
不鮮。煽暴派為達政治目的，一次又一次地利
用入世未深的學生，行為實在令人髮指。據網
上流傳的電視新聞片段，一名戴上口罩、疑似
小學生的小暴徒在一群黑衣魔慫恿下，參與破
壞商店行動，網民紛紛批評煽暴派荼毒學子的
惡行，亦有人警告其父母指，「等小朋友出事
先後悔就遲。」
煽暴派在剛過去的周日，鼓動網民於尖沙咀梳
士巴利花園進行非法聚集，其間大批黑衣魔混入
人群進行大肆破壞，油尖旺區被蹂躪至體無完
膚。《HKG報》轉載無綫新聞當日拍攝得的一
段影片，顯示一群「Full gear」的黑衣魔「轉
戰」紅磡期間沿途破壞店舖。
當黑衣魔經過美心集團旗下星巴克咖啡店

時，其實該舖門上已被圍板圍封，但圍板、招

牌仍被破壞，一名穿藍衫、背着橙色索繩袋的
年幼學童，竟有樣學樣將雜物扔進店內。隨即
有黑衣人將小童推前，示意其隨隊前行。而經
過港鐵黃埔站外設路障時，又見該名小童出現
於影片。此時清晰可見，小童戴着白色口罩，
並戴上黑色手套。而他身後則有一名穿白色衣
服、沒佩戴口罩的男子疑似其家人，「笑笑
口」順勢推着其前行。其後男童旁邊一名穿黑
衣、戴黑口罩的女士隨即搭男童膊頭，並似乎
正向他耳邊說着什麼。影片最後，男童隨黑衣
魔群離去。

網民斥小暴徒父母「有病」
網民紛紛不齒煽暴派利用小童的所作所為，

「May Ho」指，「唔好到時比（俾）人拉左
（咗），就話呀（阿）sir唔啱呀，話佢係小朋
友嚟架（㗎），係你地（哋）班冇人性帶佢嚟

架（㗎）！」「Yoyo Tam」則認為男童家長
應負上責任，「父母真作孽，連小孩也不放
過，因（後）果自負！」「Wendy Ma」直斥
其父母，「佢地（哋）既父母都有病既
（嘅），等小朋友出事先後悔就遲。」

帶埋細路去砸舖 黑衣魔荼毒學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上
星期有港大生向校長張翔遞交聯
署信，並以「升級行動」威脅校
方回應「譴責警暴及政府」、不
准警方入校園搜捕、為被捕學生
提供支援及舉行對話會等所謂
「訴求」。張翔昨日向師生校友
發電郵，重申反對任何人使用任
何形式的暴力，又強調自己關心
學生人身安全及健康，教師舍監
等均有主動聯絡受影響學生提供
緊急支援，他與中央管理小組亦
會繼續與學生討論溝通。
早前過百名黑衣中大生圍堵校
長段崇智，最終令其「跪低」屈
服發公開信「撐學生」，有港大
生遂依樣畫葫蘆向張翔施壓，又
設定以昨日為限要求他回應所謂
「訴求」。

重申須和平理性交流
張翔昨晚發電郵指，對社會逐

步升級的衝突及暴力感憂慮，他
看到社會不同人對香港的未來有
不同看法，相同的是大家都深愛
香港。他重申，反對任何人使用
任何形式的暴力，認為有迫切需
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交流，而
港大必須達到此目的。
張翔強調，學生人身安全及健

康是他最為關注的事情，他及中
央管理小組曾與受影響學生及其
家人會面，以協助他們需要。而
校方於7月成立的學生支援小組及
學生發展資源中心會提供緊急支
援，確保學生能獲得法律、輔導
及其他有需要的服務。
張翔又說，他及中央管理小組

同樣相信與學生保持持續聯繫十
分重要，而校方曾於不同場合與
學生進行討論，未來亦會繼續保
持溝通。電郵並提到，有關處理
警察入校的原則，校方早前已作
出解釋。

港大生圖逼「跪低」張翔重申反暴力

催淚彈誤中商舖 警員上門致歉
 &

黑衣魔肆意搗亂，破壞社會秩
序及安寧，警方為止暴制亂，需
動用最低武力驅散暴徒，惟在前
日的行動施放催淚彈時，分別誤

中油麻地彌敦道一間藥房及旺角西洋菜南街一
間粉麵店。昨晨已有警員親臨店舖表達歉意，
食環署人員亦到店舖巡查，未有發現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藥房了解情況，店舖照
常營業，表面上未見受催淚彈影響，惟記者甫入
店內，即聞到濃烈催淚煙氣味，感覺攻鼻和刺

眼，負責人胡先生需戴上口罩在店內工作。他憶
述當晚情況時表示，事發時店舖已落半閘，他與
友人在店內均無裝備，致眼水和鼻水直流，幸好
之後未有不適，暫時亦毋須求醫。

「中招」藥房：無太大損失
他表示，事後發現有催淚彈射在貨格上，但未發

現有貨品受影響，應沒有太大損失，又指大部分貨
品均屬密封包裝，若有問題會向原廠退換。他並透
露，昨晨11時許有4名便衣警員親臨店舖道歉，表

示「唔好意思，體諒一下」。
除油麻地藥房被波及，旺角一間粉麵店亦被催

淚彈射中，門外招牌起火，店內雜物散滿一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現場查看，店舖如常營
業，未發現嚴重損毀，店內仍有不少顧客光顧。
已光顧該店10多年的葉小姐昨日到店舖吃麵後表
示，不擔心食物有問題，會繼續光顧。

食環巡舖證無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有食環署人員到店舖巡

查。食環署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由於
接獲市民查詢，故到場了解，未有發現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 黑衣魔
在香港不斷肆虐，前日在尖沙咀梳士巴
利花園舉行非法集會後，到晚上流竄至
旺角、油麻地、深水埗、紅磡、土瓜灣
等區，繼續聚集堵路、毀店甚至縱火，
其中旺角港鐵站成為暴徒目標，多達5
個出入口被縱火；中銀香港的分支機構
亦再度成被針對對象。香港文匯報記者
昨日到旺角及紅磡一帶採訪，發現旺角
港鐵站多個出入口被燻黑，滿目瘡痍，
部分需全面封閉或封了一半，令出入口
極為擠迫。中銀香港一些分行的櫃員機
只在營業時間開放予客戶使用，令日間
多部櫃員機大排長龍。有市民直斥暴徒
「有破壞冇建設」，影響市民日常生
活。
大批黑衣魔前晚在各區大肆破壞，

旺角港鐵站成為襲擊目標。暴徒罔顧
乘客安危，在其中一個出入口向站內
投擲燃燒彈，港鐵為保障乘客及員工
安全，立即關閉車站。惟暴徒拒絕收
手，關站後仍大肆破壞，再有4個出
入口遭殃，被暴徒縱火。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現場所見，旺

角站近銀行中心的出入口被燻黑，仍
有不少塗鴉未及清理。由於出入口有
一半需封閉等待進行工程，乘客只能
使用餘下一半地方出入，令出入口極
為擠逼，乘客進出均需緩慢前進。
接近恒生旺角大廈兩個出入口，亦

留下被縱火後嚴重燻黑的痕跡而需要
關閉。港鐵貼出通告指示乘客使用其
他出入口，同樣令乘客十分不便。

市民斥有破壞冇建設
幾經辛苦才從站內大堂上到地面的

麥小姐認為，應該使用和平方式表達
訴求，破壞公共設施難以迫使政府回
應，反而影響普羅市民的日常生活，
難獲公眾同情。郭先生更直斥暴徒
「有破壞冇建設」，令市民不便，難
以接受。
多家商舖前日繼續成為暴徒施襲目

標，包括屬於中資的中銀香港，其中
位於豉油街的分行，前日險遭黑衣魔
蹂躪，他們以工具試圖打開其門鎖，
幸銀行早已作防禦措施，加上有大批
防暴警察趕至，暴徒事敗即時四散。
昨日無論在旺角、油麻地及紅磡的

中銀香港分行，均用木板遮蔽門面，只
餘一個至兩個出入口供客戶進出，部分
損毀燈箱及被弄污的招牌仍未處理。由
於現時設於分行門外或旁邊的自助服務
中心的櫃員機，只在營業時間開放予客

戶使用，令日間多部櫃員機大排長龍，
連帶等候櫃位服務的客戶，也因人多而
受阻。
中銀香港客戶何先生認為，這情況
為他帶來不便，唯有繼續尋找較少人
排隊的櫃員機使用，費時失事，他希
望示威者顧己及人，不要再繼續破
壞。
前日被毀壞的店舖還有零食店優品

360，其中彌敦道近豉油街分店被人
撬開鐵閘闖入破壞，更有人向店內投
擲燃燒彈。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所
見，店舖未有營業，招牌被塗鴉及燻
黑，鐵閘嚴重損毀，只餘下三分之
一，其他部分以大塊綠布遮蓋，門外
擺放一批木材，料作維修用途。
鄰近的小米店早前被嚴重破壞後，至

今仍未營業，全店被鐵片遮蓋，招牌被
沾污也未清理。雖然有員工出入店舖進
行工程，但相信仍需一段時間才能清理
完畢恢復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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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屯門鳴琴路昨午傳出不明

氣味，消警人員到場調查未能確定來源，但網上卻有人謠

傳是警方測試催淚氣體，警方雖已即時澄清當天並沒有

在屯門測試催淚氣體或其他任何不明氣體，但大批示威者

晚上仍藉機非法集結包圍屯門大興行動基地，有蒙面黑衣

魔並借此作出堵路、縱火等違法行動。警方譴責此等破壞

社會安寧的行為，防暴警晚上多次施放催淚彈驅散並拘捕

多人，但示威者隨後再非法集結，至深夜仍未散去。

事發於昨午3時許，有市民指在
屯門鳴琴路青田遊樂場附近

嗅到刺激性氣味感不適，警方及消
防接報派人到場調查，事件中有兩
名男女報稱不適，但拒絕送院。人
員先到屯門西北泳池了解，證實泳
池並無氣體洩漏，又到附近的屯門
震寰路警方大興行動基地了解亦無
異樣，遂於下午5時許收隊離場。

警澄清無使用催淚氣體
隨後即有網民造謠，稱異味已
擴散至屯門多區，遠至數百米外
的山景邨亦聞到，並指似是催淚
彈氣味，網上更流傳是警方於大
興行動基地進行催淚彈測試，導
致刺鼻氣體蔓延全區。
警方晚上於fb網站專頁發文，

指經警方及消防人員巡查後未能
確定起因及源頭，並澄清昨日並
沒在屯門使用過催淚氣體或如網
上流傳所講試用任何不明氣體。
至晚上8時許，大批示威者藉機
到大興行動基地外非法集結，防
暴警在場戒備並舉旗警告，示威
者大聲叫囂，及以鐳射光線照向
警察，在基地附近的良運街用拆
毀鐵欄、掘出磚塊及雪糕筒等雜
物堵路。

防暴警施催淚彈驅散
晚上10時後，一批蒙面黑衣魔

更將暴力升級，轉到附近屋苑搞
事，砸毀海麗花園商場地下的中
國銀行分行的玻璃，再到附近龍
門冰室大肆破壞。黑衣魔指該食
肆是富臨集團旗下的「假龍
門」，除向舖內投擲磚塊，以長
棍及鐵錘砸爛玻璃外，更向店內
掟汽油彈縱火。防暴警趕到施放
催淚彈驅散，消防則開喉撲火。
黑衣魔轉至良運街建生商場對開
輕鐵路軌縱火，部分輕鐵路線暫
停或改道。
此外，暴徒亦在部分屋苑內道

路架設路障並縱火，嚴重危害在
場者及附近居民的安全。
防暴隊多次施放催淚彈及作出

驅散行動，暴徒及示威者則四處
遊走，深夜12時後部分仍集結在
大興行動基地附近一帶，繼續堵
路及叫囂。

■■黑衣魔砸毀龍門冰室並黑衣魔砸毀龍門冰室並
縱火縱火，，消防趕抵撲救消防趕抵撲救。。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黑衣魔用大批雜物堵路黑衣魔用大批雜物堵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旺角站口嚴重燻黑旺角站口嚴重燻黑，，令令
出入口受阻出入口受阻，，乘客大排長乘客大排長
龍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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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暴警帶走示威者防暴警帶走示威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男童男童（（紅圈示紅圈示））向店內扔雜物向店內扔雜物。。 影片截圖影片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