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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煽暴派將
魔手伸向校園，發起所謂「人鏈」、集會
等拉中學生「入局」，越來越多學生在被
洗腦後參與違法活動。在昨日所謂「三
罷」期間，有穿校服的中學生上午堵塞沙
田港鐵站閘門、阻撓其他市民上學上班，
有學生甚至參與毆打試圖清除龍翔道鄰近
黃大仙中心路障的司機。教育界人士批
評，煽暴派以所謂「崇高理想」來煽動學
生違法，校方應積極與家長溝通，引導學
生正確思考，特區政府一方面要重新檢視
教育制度、適時推出國民教育，一方面要
強硬執法，讓年輕人知道違法需承擔後
果。
暴徒「幼齡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昨

晨開始，全港各區出現大規模騷亂，一批
黑衣魔四處堵路、縱火及破壞。昨晨，龍
翔道鄰近黃大仙中心被黑衣魔以欄杆、垃
圾桶、雪糕筒等堵路，令主要幹道癱瘓，
交通大受影響。

根據網上一段視頻顯示，一名中年貨車
司機在下車搬開路障時，疑先與兩名黑衣
人發生爭執。司機作勢高舉雪糕筒自衛
時，其中一名黑衣人趁機發難推撞司機，
約8名蒙面人隨即一擁而上，對司機瘋狂
拳打腳踢。除了黑衣魔外，還有兩名身穿
藍色校裙、戴口罩的女學生。

司機多次起身遭長傘攻擊
經過一輪毆打後，眾人一哄而散。司機
多次嘗試站起來，即被人斷斷續續用長傘
攻擊，更被一人作狀扶起他，在「擺好位
置」後供另一人起腳踢頭部。司機其後獨
力起身，有近十名防暴警察出現暴徒始散
去，司機則繼續協助警察清理路面搬開路
障，最後才登上貨車離開。

女生扯乘客背包場面混亂
在昨晨繁忙時間，大批黑衣魔聚集在沙田

港鐵站內，部分在閘口築成人鏈阻礙乘客入

閘。其間，有多名身穿校服的學生參與其
中。一名背包男乘客想進入閘機，即被多人
阻礙，其中一名戴黑口罩、穿中學運動服的
女生更從後拉扯其背包，場面混亂。

「文宣」洗腦學子參暴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炳松在看到

這些片段後坦言感到痛心。他批評，煽暴
派過去多月透過所謂「文宣」對學生洗
腦，煽動年輕人相信暴力、違法行為均是
為了所謂「崇高理想」所服務。
他指出，雖然暴徒眾多，但仍相信大部分

人知道行徑「過火」，只是由於所謂「理
想」而大肆破壞甚至「私了」毆打傷人，更
企圖借此淡化、推卸自身責任。他慨嘆：
「香港政府真的要重新檢視教育制度，甚至
適時推出國民教育，加強品德培育。」
奚炳松認為，暴徒至今似已失去理性，

不僅令衝突破壞「常態化」，更憂慮未來
有更多過火行為，「政府應該雷厲風行地

採取鎮壓行動，不能再讓暴徒有藉口開
脫。」他形容，政府態度軟弱，令年輕人
錯誤地認為被捕沒有後果，反而助長暴徒
氣焰。「雖然我們不希望看見年輕人被判
刑，但我們需要讓他們承擔參與違法行為
的後果。」
面對暴徒的暴行，他直言，「很多一般

市民在街上碰見穿黑衣、戴黑口罩的人就
會害怕」，恍如活在「恐慌時代」。香港
的現況，放諸四海均會被視為「暴動」，

特區政府應即時採取強硬手段，盡快讓社
會回復秩序。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

中學生參與違法活動是完全不對的。昨
日，暴徒不僅堵路、剝削道路使用者的權
利，在司機搬開路障更被圍毆：「他們有
何權力（打人）？還算是學生？」
他坦言，在目前的環境下，學校管教方
面的確有其困難，唯有校方積極與家長溝
通，建立默契，引導學生正確思考。

校服魔女喪打清路障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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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暴徒在理大校園內向外投擲石塊。 路透社

■黑衣魔在理大校園內堆起雜物並縱火焚燒，火勢一度十分猛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因應各區交通
被暴徒阻塞，加上多所大學校園昨日先後遭受
黑衣魔大肆破壞，包括八大在內多所大專院校
均宣佈今日繼續停課。其中，嶺大更表明會
「關閉校園」，所有院系部門將停止辦公，設
施暫停開放；浸大除停課外，更決定將本周四
（14日）開始的畢業禮暨學位頒授典禮全部取
消。

籲學生教職員遠離危險
港大、中大、科大、理大、城大、浸大、教
大與嶺大等八所資助大學，以及公大及恒大等
自資院校昨日先後宣佈，基於社會情況持續惡
化，交通及設施損毀等原因，今日會繼續停

課。
各校都呼籲學生及教職員盡量遠離危險，留

在安全的地方；員工如果有安全上的顧慮，亦
可與學系及相關單位聯絡，各部門應彈性處理
個別教職員因交通問題而遲到或缺席的事宜。
校舍位於屯門的嶺大更表示，由於交通阻塞

和社會不穩情況可能持續，決定今日「關閉校
園」，所有院系部門將停止辦公，設施暫停開
放。嶺大呼籲老師作出特殊安排，例如使用電
子學習平台，以確保停課不會對同學學習帶來
嚴重影響，該校並提醒同學和同事，必須時刻
以個人安全為上，遠離危險地方和違法活動。
浸大除了宣佈今日停課，教職員可享彈性工

作安排外，校長錢大康亦特別向全體師生發

信，表示由於擔心學生及家長的安全問題，原
定本月14至18日舉行的畢業禮暨學位頒授典禮
將全部取消。

錢大康盼和平解決問題
錢大康在信中表示，理解畢業禮是紀念學生

生涯的重要時刻，因此這並非草率決定，而是
經過周詳的風險評估考慮，包括考慮到昨日有
人在浸大行人天橋向聯合道拋下大型雜物，及
進入校園大肆破壞。
浸大校方將會個別聯絡畢業生，交代頒發畢

業證書的安排。錢大康並再次呼籲浸大上下務
必遠離危險和暴力，期望畢業生能以理性及和
平方式解決問題。

八大今續停課 閉校停畢業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黑衣魔及煽暴派
昨日發起包括「罷課」在內的「三罷」，有中
學生參與罷課，甚至被煽動參與暴力行動，有
大學生更四處破壞。多個教育團體昨日發出聲
明譴責暴力，並抗議暴力入侵校園。

指保護學生是教學天職
教評會執委會指出，各區連串出現的違法與

暴力行為，導致人心惶惶，嚴重影響市民上班
上學，並強調任何政治的勢力必須退出校園，
及停止任何毀壞校園設施行為。
該會認為，為讓全體師生有安全、無懼的學

習環境，學校以及特區政府必須各按權限，正
視並從速嚴正跟進，按法律跟校規處理：保護
學生是教學專業天職，校方應嚴正拒絕任何欺
凌行為，違者必究；特區政府必須要有承擔，

針對無休止的暴力亂事，公佈有效跨部門應對
措施，並予以落實。
教聯會則發表聲明指，對發起罷課及針對教

師回校上課的堵路行動「予以最嚴厲的譴
責」，批評那嚴重破壞學校正常運作，更可能
危害學生安全，促請各方停止，又強調政治歸
政治，教育歸教育，反對將政治訴求凌駕於教
育之上。

教界譴責暴力入侵校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黑衣蒙面
暴徒上星期肆虐科技大學，破壞校園及在
公眾論壇毆打學生，校方昨日宣佈，決定
即日起只讓大學師生及職員進入，出入要
查驗證件，外訪者須向保安登記。此外，
該校正物色一所具獨立國際機構，協助大
學調查學生被毆打事件。

物色獨立機構查學生被毆
科大宣佈，由於近日校園出現的暴力

及惡意毀壞財物等事件，已引起師生對
自身安全的憂慮，大學即日起會於各出
入口查驗科大學生及職員證，只有師生
及職員可進入，外訪者則須向保安登
記。另大學亦會在學生及教職員宿舍等
各處加強保安，及進行內部人手及資源
調配，安排較資深員工負責全日24小時
的校園保安工作。
此外，就11月6日校內公眾論壇所發生

的一名內地生被毆打的暴力事件，科大指
正物色一所具獨立相關經驗的國際機構協
助大學進行調查，並會邀請獲選公司就校
園近日發生的其他衝突事故提供專業意
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今日可能會出現的黑
衣魔堵路情況，教育局昨日呼籲，學校應彈性處理個
別師生因交通或其他突發事故而遲到或缺席的事宜。
局方會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絡，提供適切支援，並再次
提醒學生以安全為大前提，切勿在街上流連或前往可
能有危險的地方，更不可參與違法活動。
教育局表示，全港學校昨日均能按校本機制採取應

變措施，妥善照顧學生並維持學校運作，呼籲校方繼
續有關安排，個別學校亦已通知當局，今天會按特殊
情況作出應變，並提醒學生及家長在出門前注意交通
消息及相關宣佈，如家長認為子女不能或不宜回校，
可盡早通知學校。
教聯會則提到，網上流傳示威者今日會繼續堵塞交

通，期望教育局與師生家長同行，為學生福祉作適切
安排，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蕭景源）大批黑衣魔昨日先後在多所大學附近堵路鬧事，警方接報到場後，黑衣

魔紛紛逃入校園，意圖以大學作掩護逃避追捕，其後更在校內逞兇瘋狂破壞。在中文大學，大批疑似中大生的暴徒

於校內道路以雜物堵塞築起「防線」，更向警方投擲汽油彈；有黑衣魔堵塞紅隧九龍出入口，更從理大取出

膠椅於天橋高處擲向馬路，再轉進校園內大肆破壞及縱火，現場多次傳出爆炸聲。昨晚，有暴徒則闖入城大

校長辦公室搗亂，令現場一片狼藉。

■■有穿藍色校服女生夥暴徒有穿藍色校服女生夥暴徒「「私私
刑刑」」清路障司機清路障司機。。教育界人士指行教育界人士指行
為令人心痛為令人心痛。。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貨車司機不滿暴徒堵路貨車司機不滿暴徒堵路，，下車清理路障下車清理路障，，隨後遭圍毆行私刑隨後遭圍毆行私刑。。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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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返學或遇堵路
教局籲彈性處理

黑衣魔暴力日漸失控。煽暴派昨日發起所
謂「黎明行動」，在全港多區發起堵路

及破壞行為，昨晨多所大學就懷疑有黑衣魔於
校內宿舍出發，在大學周邊聚集堵路阻止他人
上班上課，強迫香港市民「三罷」。
持續的搗亂破壞令大學運作大受影響，教學

工作幾乎癱瘓，今天要繼續停課甚至要「關閉
校園」（見另稿）。

中大築防線掟警汽油彈
在中大，有黑衣魔在上午7時許堵塞大學正

門外的大埔公路，及中大連接科學園的「二號
橋」上，投擲雜物至吐露港公路，極可能引致
嚴重交通意外。警員接報到場驅散後繼續駐守
天橋，確保道路不再受破壞，但黑衣魔三番四
次折返攻擊，包括掟磚、投擲汽油彈，及以竹
枝攻擊等，持續數小時，過程中不斷有暴徒在
現場縱火及投掟硬物，又以垃圾車架設「防
線」，更多次向警方投擲汽油彈。
雙方一度對峙。其間，有黑衣魔多次宣稱

「警方無手令，不能闖入校園範圍」，其餘黑
衣魔則逃入校園避開追捕。

紅隧天橋擲落膠椅堵路
在理大外的紅隧出入口，昨晨亦有大批黑衣

魔在紅隧出入口設路障，其後跑上連接理大的

天橋並走進校內。有人則在紅隧行人天橋擲下
多張膠椅堵塞馬路，更在橋底燃燒雜物。
防暴警到場制止時，有黑衣魔突然在校內向

天橋投擲汽油彈、玻璃樽及硬物等。警員發射
催淚彈並進行驅散。
黑衣魔其後進入理大校園於出入口築起路

障，其間有黑衣魔多次向校園堆起的雜物投擲
燃燒彈，現場火光熊熊又多次傳出爆炸聲。
黑衣魔更大肆破壞該校的多項設施，李嘉誠

樓大堂玻璃被塗污，部分玻璃碎裂一地；校園
內一連鎖咖啡店亦遭人破壞，店內有雜物起
火。有黑衣魔則破壞了校園閉路電視。
港大對開的薄扶林道亦有黑衣魔堵路。防暴

警接報到現場後，有黑衣魔在港大百周年教學
大樓外天橋掟磚及汽油彈。警方驅散時，有暴
徒退到港大校內，警方遂進入港大，而校內通
道也有人堆放大量雜物阻礙師生出入。

城大校長室深夜遭襲擊
浸大逸夫校園對出的聯合道，亦有黑衣魔以

鐵馬及垃圾桶等堵塞馬路，更有人在浸大橋上
投擲懷疑是取自大學的傢俬雜物。其後，黑衣
魔再轉入校內大肆破壞，共3所大學食店被破
壞，包括玻璃被打碎、電子餐牌及收銀機等亦
被破壞，外牆多處亦遭塗鴉。
在城大，上午有黑衣魔於校內多處的自動灑

水器點火，又以消防喉噴水令校內一片混亂迫
使校方停課。而到了昨晚深夜，更有十多名黑
衣暴徒突襲校長郭位的辦公室，搗亂文件櫃及
擺設，而校長室所在的鄭翼之樓防火門玻璃及
入口同樣被破壞，室內盆栽泥土四撒，掛牆大
字書法被移除，一片狼藉，大學保安隨即就事
件報警。

警指大學非罪犯避風塘
多間大學學生會在事後以所謂「警方擅闖校

園」，企圖轉移視線、抹黑警方。警察公共關
係科高級警司（媒體聯絡及傳訊）江永祥昨日
在記者會上強烈譴責暴力及破壞行為，並指出
警員當時多番受襲，驅散後有暴徒進入大學範
圍躲避追捕。
他強調，警方進入大學只是執行任務，希望

犯事的暴徒並非大學生，但倘有學生認為是自
己的校園，就可以肆意進行縱火、破壞及攻擊
警員，相信任何一間大學都不是罪犯避風塘。
江永祥重申，根據《警隊條例》，當警察有
合理懷疑，於任何公共或私人場所包括屋苑、
商場、港鐵等，有人可能干犯刑事罪行，警方
均有權進入相關地點以作拘捕，而警方進入校
園範圍有既定的程序和指引，會繼續與各院校
保持緊密溝通，並強烈譴責暴徒的暴力及破壞
行為。

■警方在理大校園內制服黑衣暴徒。 路透社

■■黑衣魔在理大對開天橋向紅隧出口擲椅堵路黑衣魔在理大對開天橋向紅隧出口擲椅堵路。。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城大校長郭位的辦公室昨晚遭破壞城大校長郭位的辦公室昨晚遭破壞。。 城市廣播圖片城市廣播圖片

▲黑衣魔昨日在中大校內堵路縱火。 中大校園電台圖片

■黑衣魔在城大內用火槍觸發消防灑水裝置。 城大編委圖片

▶黑衣魔在浸大外的聯合道架起路障。 浸大編委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