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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校方挺直腰骨 不向暴力訛詐跪低
2019年11月1日（星期五）

黑衣暴力歪風侵襲香港校園，多間大學接連淪為
「政治戰場」。有香港大學學生早前發起聯署，促
校長張翔譴責警方濫用暴力，並承諾不許警方入校
園範圍執法等，否則就威脅「將行動升級」。一位
從事教育工作的老友向自明表示：「現在一些大學
生熱衷暴力，成為黑衣魔主力，好似爛仔一樣，這
種以『行動升級』要挾校長的行為，形同勒索、訛
詐，令本港大學教育蒙羞。校方一定要挺直腰骨，
千萬不要學『段王爺』，向暴力跪低。否則暴力
有恃無恐，後患無窮。」
港大學生提出的所謂

「訴求」，老友認為盡是政治偏見：「他們要求校
長張翔譴責警方『濫用暴力』，並承諾不許警方入
校園範圍搜捕等，其實張翔之前已經強調反對任何
一方、任何形式的暴力。社會暴力蔓延，是黑衣魔
主動暴力衝擊，警方是執法止暴，怎能顛倒黑白？
要承諾不許警方入校更是違背法治，他們以為校園是
法外之地、獨立王國嗎？這種荒謬要求，校長斷然不
可應允。」
不過老友亦承認，張翔企硬，相信學生不會輕易
罷休。老友話：「之前中大校長段崇智被過百名黑
衣中大生圍堵，最終『跪低』，發公開信『撐學
生』和譴責『警暴』，所以港大生有樣學樣向張翔
施壓。學生所謂『行動升級』，不外乎要毀壞學校
設施、圍堵教職員，企圖用暴力脅迫大學高層表
態，這些手段大家都見怪不怪。」
香港現在風波持續，止暴制亂成為全社會急務，
老友認為大學的責任尤其大：「這次暴力風

波的一個大台『連登』，有大專院校學生肆意宣揚
暴力仇恨，不堪入目，這些極端行為明顯違背大學
核心價值。之前八大校董會主席已經罕有地發出聯
合聲明，闡明大學不應捲入政治漩渦、反對暴力、
師生要為自己行為負責等立場。不過，循循善誘已
經無法令誤入歧途的學生醒悟，必須堅定執行校
規、嚴明校風。對於涉行為操守問題的師生，該停
學停工的就停學停工，該解除學籍的就解除學
籍。」
老友續指，「不過之前中大校長段崇智在與學生
對話的時候，被學生用鐳射筆射眼睛、被學生站到
台上撒溪錢，中大採取過什麼紀律行動嗎？無。再
之前有浸大學生破壞校園、打爛校長室設施、粗口
辱罵教師，浸大嚴肅處理了嗎？亦無。幾日前知專
被蒙面學生打爛電腦室，又到教職員室縱火，學校
又處理嗎？亦不見。一方面要校方譴責暴力，但另
一方面又要保護用暴力、涉嫌嚴重違

法的學生，這豈不是自相矛盾？」
老友認為：「大學校園幾近成為暴徒『樂園』，
大學校長、教職員絕對不能獨善其身，不能對學生
的不當行為視而不見。否則，沒有處分、只有縱容
的教育，只會縱出更多極端的學生和教職員。要扭
轉現在的局面，大學校長們必須勇敢企出來，譴責
暴力，嚴肅處理違
規違法學生，才能
重建校園秩序。教
育局更應該主動採
取措施，防止大學
生在校園以至社會
作惡，不要總是後
知後覺、為官避
事。」

黑魔賤招「一打」炮製選舉不公
「選舉公平關注組」接大量投訴 市民促政府速止暴制亂

黑魔12賤招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杜思文）距離本

1.襲擊在街站的候選人

月 24 日 的 區 議 會 選

2.恐嚇候選人的家人

舉投票日只剩三周，

3.恐嚇要
「裝修」
候選人住宅
4.在網上公開候選人整個家族的個人資料

但擾亂選舉公平的行

5.恐嚇候選人的提名人

為持續。「選舉公平

6.恐嚇、毆打、滋擾候選人的助選義工

關注組」昨日在記者

7.破壞議員辦事處

會上表示，至今已經

8.圍堵候選人的街站

收到大量有關選舉不

9.破壞宣傳橫額和海報

公的投訴，同時介紹 ■「選舉公平關注組」強烈要求選舉應在安全、公平、公道情況下進行 。
了黑衣魔妨礙選舉公

注組」召集人、「23 萬監察」發言人王
國興在記者會上表示，「關注組」成立
短短約一星期，已收到大量投訴，並據此總結出
暴徒妨礙選舉公平的 12 賤招，包括襲擊和恐嚇
候選人、其提名人、家人、助選團和選民及商戶
等（見表），可見問題嚴重。他促請特區政府深
思熟慮，不要在暴亂未止息時就「硬推」區選，
以「急救」選舉公平。

「關

平 的 12 賤 招 。 多 名
市民在記者會上表
示，持續的暴亂已經
嚴重影響各行業香港
市民的生活，希望特

區政府能盡職盡責、
盡快止暴制亂，並確

王國興：歡迎舉報違法行為
有見黑色恐怖籠罩社區不同角落，影響各區選

保區選可以公平、公 舉，王國興呼籲全港市民，倘發現有人觸犯《選
正地舉行，保障選民 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刑事罪行條
安全投票。

例》等法例，或者發現其他涉嫌影響選舉公平的

行為，甚至質疑已「入閘」候選人的資格等，歡
迎大家向「關注組」舉報或尋求法律協助，「關
注組」會全力為大家提供支援。
多名市民則在記者會上現身說法，講述自己對社
會亂況及選舉不公的憂慮。來自商界的溫先生表
示，自己在香港出生、成長，即將40歲，與香港
一同經歷了許多困難，一次次見證了勤奮的香港人
重建香港的國際地位。
他直言，過去近 5 個月的暴行，不但搞垮了香
港經濟，更令無數家庭撕裂、親友反目，市民正
常的生活都成了「奢侈品」，希望特區政府可以
保證參選人和助選團能自由地參選和助選，保障
選民在投票時能安全到達、安全回家。
家庭主婦陳女士直言，自己住所附近的地鐵站

報道並引述食客稱有關餐廳「不要騎牆」，即

女學生涉毀建制橫額 鴿黨縱暴零批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黑衣魔肆
虐香港各區，更針對建制派的區議會選
舉候選人的宣傳品作破壞。前晚，香港
仔華富邨及天水圍天耀邨分別有建制派
人士的橫額遭損毀和焚燒，在華富邨涉
嫌犯事的更是一名「女學生」。
前晚 7 時許，一名報稱為學生的女子在
華富邨被街坊發現損毀建制派議員的橫
額，其後有警員到場跟進事件。據網上
消息，該名女學生其後聲稱身體不適，
送到瑪麗醫院檢查，民主黨南區區議員
柴文瀚則陪同該名女學生送院，更一直

跟進至女學生離開醫院。
由始至終，柴文瀚未有批評女生涉嫌
刑毀的行為，反而只關注有誰「到場協
助」，警方是否「程序妥當」。不少煽
暴派網民對此表示「支持」，更有人
「詢問」能否一晚「清晒」建制議員的
海報和橫額云云。

司徒駿軒掛橫額遭火焚
元朗區天耀選區的民建聯、新社聯候選
人司徒駿軒前日也在 facebook發帖，指其
選舉團隊在耀富樓附近掛起的選舉橫額，

12.強制街坊接受泛暴派候選人的宣傳單
張
資料來源︰「選舉公平關注組」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街坊：子女收身份證阻投票
她續說，街坊中已有人透露，子女要收走自己的
身份證，阻止自己在區選的投票日投票，希望特區
政府和選管會採取措施，保證選舉公平進行。

演藝界中人：暴亂累收入減
來自演藝界的璇璇說，持續的暴亂令不少活動取
消，演藝人收入銳減，更直言如果選出來的區議員
都是煽暴派分子，那麼香港真的可能會「玩完」。

暗示小商戶只能張貼煽暴派的選舉海報，而報道
中引述了「三多」的澄清，但在選用其店面相片
時依然採用了顯示「三多」同時張貼建制派海報
的「舊相」，更於文末附上地址，明顯是企圖影
響選舉公正。
早前遭人多番滋擾的民建聯中西區東華選區候
選人張嘉恩，連貼出其海報的餐廳、上環的「郁
健快餐」亦遭煽暴派「公審」，令該餐廳被迫除
下海報，但同樣在報道中被點名，更附上地址，
目的實不言而喻。

黑色恐怖無因商戶噤聲停止
不少壹傳媒的讀者亦留言威脅，有關商戶是
「扮傻」，要繼續「罷食罷買」有關餐廳，更聲
言要「趕盡殺絕」，顯然，黑色恐怖並無因商戶
噤聲而停止，令是次選舉的公正、公平蒙上陰
影。
東華選區候選人還有民主黨伍凱欣。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未夠24小時已經「被消失」，「有街坊同
我講，原來有人係
（喺）
零
（凌）
晨時份（分）
將我既
（嘅）
選舉橫額剪左
（咗）
，放係
（喺）
旁
邊既
（嘅）
垃圾筒
（桶）
焚燒。」
他強調，希望大家可以和平表達意
見，避免破壞公共設施，「唔好影響到
居民生活，令到有需要既（嘅）街坊唔
方便。同時亦要注意社區安全，天氣乾
燥而且附近就係花槽，引發火災後果不
堪設想。」
不少網民在其帖文留言批評焚燒橫額
者做法「鬼祟」，並狠批這些破壞選舉
公平的手段。
■司徒駿軒其選舉團隊在耀富樓附
天耀選區候選人還有何惠彬、梁榮生 近掛起的選舉橫額，未夠 24 小時
及陳科伊。
已經「被消失」。
fb圖片

旅業中人：暴衝累
「無得執業」
從事旅遊業的余女士表示，香港的旅遊業和零
售業近期遭受嚴重打擊，不少導遊已經「無得執
業」，許多更已經轉工。不少人都期望可以憑手
上一票改變社會，她希望特區政府可以保證選民
能在公正、公平、安全的前提下，選出真心為地
區服務的區議員。

區選投訴 宗 涉武力威嚇 宗

暗示只能貼煽暴派選舉海報

11.以「洗樓」、「裝修」、「堵鎖匙
孔」等方式恐嚇街坊

只有一部電梯，但近期遭破壞，令附近的長者和
需要輪椅出行的人士造成極大不便，冀作出衝動
行為的年輕人可以覺醒，不要再影響他人的日常
生活。

壹傳媒威脅小店 不准公平貼海報
有餐廳張貼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候
選人的競選海報，遭黑衣魔以「裝
&
修」威脅，即使立即撤下仍遭三不
五時「被關注」，令小商戶飽受黑
色恐怖的騷擾。
壹傳媒集團旗下的《蘋果日報》及《飲食男
女》更通過報道形式威脅小商戶稱，公平展示
建制派和煽暴派候選人的選舉海報，就是「騎
牆」(左圖)，企圖威嚇小商戶只能張貼煽暴派的
選舉海報，做法令人心寒。
香港文匯報早前報道，大埔快餐店「三多」同
時張貼了不同陣營候選人的海報，但有黑衣魔就
聲言要去破壞，「三多」不得不改為只貼「民主
派」參選人海報，但《蘋果日報》及《飲食男
女》前日仍發表題為「網民發起罷食張貼建制派
海報餐廳」的報道。

10.恐嚇商戶至不敢張貼宣傳海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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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破壞區議會選
舉候選人辦事處、街站等行為接連出現，廉政
專員白韞六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透露，廉政公
署至昨日共接獲 77 宗關於今屆區議會選舉的投
訴，其中 76 宗屬可追查個案，並強調會依法跟
進投訴個案。
白韞六表示，香港正處於困難時期，經歷前
所未有挑戰。他明白市民或有疑慮，擔心連接
出現的社會事件、持不同意見者衝擊破壞行
為，會影響區議會選舉的公平公正。他強調，
廉署會一如既往謹守崗位，維護選舉公平廉
潔。
在廉署目前接獲的 77 宗投訴中，76 宗可追查
的投訴個案可分為三類，包括 28 宗涉嫌對候選
人使用武力、威嚇，18 宗發佈候選人虛假或誤
導的陳述，及17宗賄選投訴。
白韞六強調，根據法例，這些行為均屬違
法，呼籲候選人、代理人、助選人員、市民共
同守護選舉的廉潔公平，維護良好的選舉文
化，廉署亦會依法跟進投訴個案。

1090區選候選人獲有效提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昨日刊憲，
公佈本月區議會選舉共 1,090 名候選人獲有效提名，而
根據早前已生效的《2019 年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
序）（區議會）（修訂）規例》，是次憲報公告內披露
候選人「主要住址」取代為「地址」。
憲報昨日刊登公告，公佈 2019 年區議會一般選舉獲
有效提名的 1,090 名候選人的姓名，及經抽籤決定的候
選人編號。選舉事務處發言人指，投票將於本月 24 日
舉行，全港超過600個一般投票站及23個專用投票站，
將於投票日開放予超過413萬名列於2019年正式選民登
記冊上的選民投票。
一般投票站及設於警署的 3 個專用投票站，投票時間
由上午 7 時 30 分至晚上 10 時 30 分。基於保安理由，設
於懲教院所內的 20個專用投票站，投票時間為上午 9時
至下午4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