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聖節騷亂 3人被拒保釋
「生命鬥士」張潤衡表弟藏5枚汽油彈 案押12月再訊

皮膚三級燒傷警 忍痛為同袍打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黑衣魔10月1日非

法集會時於屯門使用「鏹水槍」攻擊警方，一名警
務人員被灼傷，導致皮膚三級燒傷。該名受傷警員
在10月中接受一次植皮手術，10月30日又進行第
二次手術，目前仍在留醫。他最近在facebook上發
文表示，術後他的傷口出現滲血及化膿，躺在病床
上體會到了「火辣辣的痛」，但「真正愛香港的市
民，又有誰不痛？」
10月1日，一名參與防暴行動的屯門警區刑事部

警員，在屯門政府合署對開驅散暴徒時，遭黑衣魔
用水槍射鏹水，身體逾一成皮膚三級燒傷，其手

臂要接受植皮手術。他於10月31日
手術第二天，

在網上發文表述自己的心情及術後近況。
他表示，植皮時，醫生刮下他右腿近半的皮膚，

包在他手臂和背部的傷口上。但他的腿部傷口卻出
現滲血，血液黏紗布，緊緊地貼在大腿上。其後
傷口又化膿，醫護人員為他上藥及換紗布，他感到
「大腿裡面的血肉被拉扯」，並體會到了「火辣辣
的痛」。
雖然家人一再勸慰他轉移注意力，但無法緩解這

種持續的劇痛。當日是萬聖節，阿Sir想起了那群
「街頭的妖魔」。他寫道：「他們自以為『潮
流』，却不過是『時代曱甴』。除了打砸搶燒，就
是鬼喊鬼叫，荒唐又可笑！夜晚一過，裝神弄鬼之
人，還能持續多久？」

「真正愛香港市民，又有誰不痛？」
他直言，自己躺在病床上很痛，「但真正愛香港

的市民，又有誰不痛？」香港這個曾經最引以為傲
的家園，失去往日安寧，而這個將美好摧毀的惡
魔，竟是假借自由之手。阿Sir希望疼痛能讓更多
人清醒，而痛過之後，能迎來傷口的癒合（指家園
恢復安寧）。
在上次植皮手術後，該名阿Sir曾向同袍傳遞信

息。他希望警隊面對暴徒不斷升級的暴力，能提供
更優質的防暴裝備保護同事，並寄語同袍要展現
「功不分，禍不計，苦不言」的男兒本色，繼續堅
守香港法治的最後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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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旺角案的3名被告包括22歲學生李
開正、20歲廚師張晉劻和21歲的

店員梁卓楠。其中，李開正的表哥張潤
衡是八仙嶺大火倖存者，被控一項管有
攻擊性武器罪。張潤衡昨到庭聲援。
控罪指，李開正於10月31日晚在旺角
雅蘭里近鴉蘭街交界攜有5個汽油彈。
控方表示，當晚有約100名至150名示威
者在旺角一帶堵路和縱火，人群至晚上
11時仍未散去，警方在驅散時目睹6名
至8名「full gear」的黑衣人逃跑，其間
截停被告，並在其背囊內找到涉案的汽
油彈。李逃走期間，曾試圖棄下該背
囊。
辯方申請為李以現金和人事共3萬港
元保釋，稱李的表哥張潤衡是曾獲政府

頒授勳章的「生命鬥士」，張並願意為
李提供人事擔保，惟裁判官拒絕李的保
釋申請。
另一被告張晉劻被控一項在身處非法

集結時使用蒙面物品罪及一項管有攻擊
性武器罪。控罪指他在10月31日在深水
埗白楊街25號外身處非法集結時，無合
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使用一個黑色面
罩、一個防毒面具和一個口罩，及在同
日同地攜有一個錘和一個載有易燃物品
的玻璃樽，其保釋申請也被拒絕。

襲擊督察被告保釋 守宵禁令
被告梁卓楠則被控一項襲警罪，控罪

指他於10月31日在旺角上海街676號外
襲擊警務督察X。據悉，梁當晚逃避警

方追捕時揮手臂打中X，而X在拘捕梁
期間曾倒地擦傷。梁獲准以現金5,000港
元保釋，其間要守宵禁令和不得離開香
港。
另外，警方在萬聖節當晚在中環擺花

街拘捕多人，包括報稱為迪士尼樂園任
職男侍應、24歲的鍾嘉豪，被控以一項
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案件昨（2日）在觀
塘裁判法院提訊。
控罪指，他在今年10月31日、在中環
擺花街11號至13號外管有一條黑色可組
合木棍，意圖將其作非法用途。被告因
昨日凌晨入院而未能出庭。辯方雖替被
告申請保釋，但被法庭拒絕，案件押後
至11月7日再訊。被告留院期間須由警
方看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高院上
月頒佈禁令，禁止任何人對警務人員及其
家人「起底」及發佈相關資料，但有黑衣
魔及煽暴派肆意踐踏法治、公然蔑視法庭
禁令，昨晨有人將據稱為近日操作警方水
炮車警員的個人資料塗寫在旺角鬧市的電
箱上。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的個
人資料，亦被人寫在維園足球場地上。

謝振中維園足球場被起底
昨日凌晨，有人在旺角亞皆老街與彌敦
道交界惠豐中心路旁的一個電箱，寫上一
名據稱為駕駛水炮車的警員的中英文全
名、警員編號、電話號碼、身份證號碼及
住址，其後有多名防暴警員到場，即時以
天拿水抹走電箱上的字跡，清理完畢防暴
隨即收隊。近日，有網民亦在行人過路處
的黃色方格內，發現有人寫上疑操作水炮

車的警員資料。
昨日下午，在暴力派區選參選人舉行的

維園集結場面，有黑衣魔在其中一足球場
地上，寫上多次在警方例行記者會上擔任
發言人的謝振中總警司的姓名、住址和電
話。其個人和家人資料，早前也被人放上
網公開並造謠抹黑。
高等法院於上月25日批出臨時禁制令，禁

止任何人在沒有相關人士的同意下，因恐
嚇、騷擾、威脅、煩擾或干擾任何警務人
員、其配偶及或其家庭成員，而使用、發
佈、傳達或披露警務人員、其配偶及或其家
庭成員的個人資料予他人，包括但不限於他
們的姓名、職位、住宅地址、辦公地址、學
校地址、電子郵件地址、出生日期、電話號
碼、香港身份證號碼或其他任何官方身份證
明文件的號碼、facebook賬戶 ID、Insta-
gram賬戶ID、車牌號碼和警務人員、其配

偶及或其家庭成員的任何照片。
禁令同時禁止協助、造成、慫使、促

致、唆使、煽動、協助、教唆或授權他
人，從事上述任何行為或參與上述任何行
為。臨時禁令至11月8日再聆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衣魔近月用伸縮棍襲
警兼搶犯，更出動電槍對市民處以私刑。警方發現有人網
售電槍和伸縮棍，前日，西九龍總區重案組探員「放蛇」
購買伸縮棍，並拘捕賣家檢20支伸縮棍和10支電槍。其
後，警方搜查被捕男子在旺角花園街的貨倉，再檢5支伸
縮棍和2支電槍，及大批防毒面罩等裝備，疑供給暴徒在
騷亂中使用，警方正追查流出市面的電槍和伸縮棍數量。
被捕男子姓趙（30歲），涉嫌「管有違禁武器」及「無

牌經營槍械或彈藥」被扣查，不排除稍後提出檢控，案件
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跟進。

社交平台售伸縮警棍
警方留意到近日有人於網上社交平台出售懷疑伸縮警

棍，西九龍總區重案組積極調查，並於11月1日假扮買
家，成功相約該名賣家購買20支伸縮警棍和10支電槍，
及在該名賣家的背囊內檢獲一支伸縮警棍。
探員其後搜查疑犯位於旺角花園街的倉庫，再檢獲5支

伸縮警棍、兩支電槍及大批防護裝備，包括眼罩及口罩
等。
警方強調，伸縮棍是法例訂明的違禁武器，最高刑罰為

3年監禁及罰款1萬元，藏有電槍則最高可被罰款10萬元
及監禁14年，案件交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10月31日，黑衣魔假借所謂「8．31太子站死人」謠言作亂，在中環則

借萬聖節挑戰禁蒙面法，警方共拘捕60人，其中4名被捕男子分別被控管有攻擊性武器和襲警罪，昨晨

分別在西九龍和觀塘裁判法院提訊，暫時毋須答辯，有3人被拒保釋。在涉旺角案的3名被告中，包括

八仙嶺大火倖存者張潤衡的表弟，因涉嫌藏汽油彈而被裁判官拒絕保釋，案件押後至12月16日再訊。

黑衣魔蔑視法庭 電箱寫警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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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搗「武器庫」檢5棍兩電槍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
景源）反修例的快閃演奏會
揭發「藏毒案」。有人前晚
在網上以「反修例」為名，
在沙田區發起快閃演奏會，
但在首站新城市廣場表演期
間，有黑衣魔即混入群眾趁
機破壞店舖。其後，演奏團
隊準備到第二站表演時，遇
警方截查檢獲毒品，並當場
拘捕5名涉案男女扣查。
據悉，被捕5人全部為青

年，分別4男1女，包括樂
團指揮、3名樂手及義載女
司機，其中最少一人為大
學生。警方以涉嫌「藏
毒」罪名，將5人通宵扣
查。香港音樂人工會昨日
凌晨透過facebook專頁發出
聲明稱，工會會密切留意
事態發展，並會對「音樂
同行」提供協助。

黑衣魔趁機毀咖啡店
消息稱，前晚8時許，快

閃演奏會表演團隊先在城
市廣場「百步梯」進行練
習，其後在廣場中庭位置
開始演奏3首歌曲，吸引數
百人駐足圍觀，同時約10
名黑衣魔即混入群眾趁機
破壞一間咖啡店，有店舖
需要拉閘暫停營業。
晚上9時許，該演奏團隊

完成首站快閃演奏會後，準
備由私家車接載往又一城繼
續第二場快閃演奏會。當演
奏團隊成員登上停泊在沙田
大會堂外兩輛私家車起行
時，有警員出現截停車輛調
查，並在其中一輛私家車內
搜出懷疑毒品，遂拘捕車上
5名男女。

12歲「小暴徒」認縱火 網民感心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連月暴

亂以年輕人為主，有未成年學生更淪為
擲汽油彈的所謂「火魔法師」。一名12
歲的「小暴徒」近日接受電台訪問時直
認自己曾經縱火，更聲稱自己是「為香
港而行出來」。不少網友在視頻下留言
表示對這名少年的行為感到心痛和可
悲，並指責任何鼓勵或支持小朋友做暴
徒的人或媒體，「你哋累咗佢哋一
生。」
由6月9日至11月1日，警方已拘捕
3,008人，其中年齡最小的被捕者年僅
12歲。該名12歲少年F同學在電台訪問
中承認，自己曾經使用過「火魔法」，
並稱雖會害怕被警察逮捕，但不會因害
怕而不再出來，並聲稱自己是在「為香
港而行出來」云云。

網民斥煽暴者「累咗佢一生」
眾多網友留言對這名少年的行為和想

法感到心痛和可悲。「胡樹升」道：
「未來主人翁，真係可悲。香港玩

完。」「Joanna Wong」則指：「孩
子，千萬不要胡亂跟風，好好讀書，享
受適合你的活動。政治是非常骯髒的，
不是你可了解的。」
「Jacob Cheung」更感慨道：「12歲

應該在學校努力讀書，畢業後做一個對
社會有貢獻的人。任何鼓勵或支持小朋
友做暴徒的人或媒體，你哋累咗佢哋一
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黑
衣魔昨日再度出動大肆破壞，港島
多處出現縱火，警方再次表現出
色，制服並逮捕多人。香港警察隊
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發表以「抱
緊宗旨，堅持信念」為題的公開
信，向各位警員表示感謝，指香港
陷入近5個月的暴亂，全賴他們緊
守崗位，社會秩序才不至崩潰。
林志偉在信中表示，反修例風波

衍生的嚴重社會衝突已持續接近五
個月，在這史無前例的嚴峻局勢
中，全賴各位警員及同事緊守崗
位、不辭勞苦、團結一致，專業依
法地執行職務，社會整體秩序才不
至崩潰。
他指出，即使面對暴徒瘋狂的針
對性攻擊及個別人士鋪天蓋地的抹
黑，警隊仍能保持理性克制，專業
履行職責，實在難能可貴，亦贏得
不少中外正義之聲的讚賞。

林志偉認為，近來香港局勢有逆
轉跡象，警隊的止暴制亂工作已令
暴徒的氣焰受挫，廣大理性的香港
市民都群起表達對警隊的支持、拒
絕違法暴力和破壞肆虐。雖然社會
情況逐漸向好，但警方絕不能在此
關鍵時刻掉以輕心。

批暴徒求脫罪挑釁警方
他批評，暴徒及別有用心的人為
求洗白自己的罪行及達到不可告人
的政治目的，經常無所不用其極刻
意挑釁警方，務求迫使警方在壓力
或失去理智的情況下犯錯，繼而大
肆渲染炒作以打擊警隊的執法權威
及政府的管治威信。
林志偉寄語各位同僚要時刻警惕

及保持冷靜理智思考，切忌跌入對
方的圈套，被暴徒的行為和言論左
右情緒。「止暴制亂，指日可待，
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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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歲「小暴徒」接受訪問承認縱火。
fb截圖

■警方在
車上搜出
懷 疑 毒
品，拘捕5
男女。
網上圖片

■被告李開正於10月31日晚在旺角雅蘭里近鴉蘭街交界攜有5個汽油彈。當晚有約100名至150
名示威者在旺角一帶堵路和縱火，圖為當晚旺角騷亂情況。 資料圖片

■警方水炮車司機資料被人「起底」寫在
旺角街頭電箱及地面。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