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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黑魔困獸鬥 三度突圍 落網
警方日夜圍捕：棄械投降 和平離校接受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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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8
近二百名黑衣

魔在漆咸道南與柯
士甸道交界，向警
方防線投擲大量汽
油彈圖突圍，但不
成功。

▼警方速龍小隊於加士居道一帶展開驅散行
動，即時制服多名暴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滙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針對理工大學黑

衣魔的圍捕戰，持續至今晨仍在進行。將近500名黑衣

魔大量擲射燃爆物，佔據校園負隅頑抗，由前晚至今晨

在校內縱火引發爆炸，三次集體突圍逃亡，近400人在

理大外落網。警方指理大內黑衣人是涉嫌參與暴動的暴

徒、罪犯，告誡他們馬上棄械投降、和平有序走出校園

接受拘捕。警方指現時理大內有大量爆燃品等武器，為

免造成雙方重大傷亡，警方暫無迫切需要「強攻」，同

時呼籲外人勿進校內免成「人盾」。另方面，昨深夜大

批黑衣魔在油尖旺狂攻警方的理大封鎖線，圖幫理大黑

衣魔解圍，但被警方阻擋。

▼幾名青年在硝煙的掩護下逃出理大，但
最後被警方拘獲。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05:30
防暴警在暢運道包圍

拘捕逃跑的黑衣暴徒，重
申無意「攻入」校園，但
暴徒在校園多個出口引爆
汽油彈，警方再次呼籲校
內所有人應立刻離開。

07:00
理大校長滕錦光發

表英文錄影發言，指警
方容許校園內的人和平
離開，他承諾會陪同學
去警署，呼籲接受提議
離開理大。

08:00
80名黑衣魔逃

出校園，在科學館
道、暢運道及漆咸
道南投擲汽車彈圖
突圍，最終被催淚
彈逼退回校園內。

18:41
有傷者

離開理大
校園，並
在警方監
視下接受
治理。

18:50
防 暴

警在科學
館道拘捕
十多名離
開校園的
暴徒。

19:28
再有十

多人自行離
開理大接受
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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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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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員
離
開
斷
正

■警方派遣狙擊手戒備，應
對暴徒致命攻擊。 網上圖片

傷者接受治療 未成年准回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理大校園內負隅頑

抗的暴徒中，包括來自四十多間學校、約百名的中
學生，亦有傷者在內。警方昨日深夜指出，高度關
注理大校園內有人受傷，當中包括未成年人，已立
即安排救護車，按照警方現場指示安排傷者送院接
受治療。鑑於事態發展，警方會安排離開理大的傷
者，先送院接受治療，稍後再作跟進調查。有中學
校長指，經與警方協調後，學生如18歲以下，可到
特定位置由校長接走，警方拍照和記下身份證資料
後，可直接離開回家；警方保留追究的權力。但18
歲以上人士會立即拘捕，校長可陪同拘捕過程。律
師會到登記地點協助。

警方強調，關於未成年被捕人的權益，警隊有一
套嚴謹且全面的指引。對於今次事件中未成年的被
捕者，警方會盡最大努力安排合適成人陪伴和提供
協助。為確保未成年被捕人的權益，社會福利署將
會派遣一隊社工進入理大範圍，協助及陪同他們離
開，看管他們的福利事宜，並會陪同他們進入警署
接受進一步調查。
警方已協調紅十字會志願醫療團隊，進入理大提

供醫療協助。
昨午2時，有關志願醫療團隊已經成功進入理大並

提供協助，而部分傷者有需要亦會轉介醫院治理。
此外，對於理大校園連日被黑衣魔霸佔為「犯

罪基地」，校長滕錦光昨日凌晨發表錄影講話，
承諾如有學生被捕，願意陪同前往警署，確保個
案獲公平處理。警方指留意到理大校長較早時的
聲明，警方現正積極與校方進行磋商，希望盡快
協調有關事宜。

■■救護員帶一批少年離救護員帶一批少年離
開校園開校園。。 美聯社美聯社

■一批假義務醫護人員難逃法網被捕。網上圖片

◀▶◀▶有理大黑衣魔從高處垂繩爬到高架路有理大黑衣魔從高處垂繩爬到高架路，，有獲有獲
電單車接應電單車接應，，有徒步從高架路逃亡有徒步從高架路逃亡。。 法新社法新社

■11月18日下午，兩名蒙面人在理大一個樓道上觀察
外面的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警方在漆咸
道南近加連威
老道一帶出動
水炮車驅散示
威者靠近理
大。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警方在理
大附近攔截
大批擬靠近
校園的人。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由前日中午開始，警方4次勸喻理大內的所
有人離開，但其間仍有人出入，包括不斷

增援的黑衣魔及物資。由前晚9時半開始，警方
通牒理大所有人由理大李兆基樓(Y座)近加士居
道的出口離開，並對理大展開全面包圍，但有
黑衣魔阻止離開的人，在Y座出口掟燃燒彈，結
果有黑衣魔被死硬派同黨變相挾持。

校內出現四狀況
由前日深夜至昨晚，理大內黑衣魔出現四種
情況：第一種是部分人變裝後在校園不同地點
攀牆爬鐵絲網，更由行人天橋亡命游繩而下至

跳橋，再由同黨駕電單車接應逃走。另有20名
暴徒更跳入紅磡站路軌逃跑，警方在紅磡至尖
東站沿途截獲多人。第二種是百多二百人一
組，持汽油彈等武器，集體衝擊警方防線強行
突圍，但被警方逼退，部分人逃回校園。第三
種是固守校園等候「救援」。第四種情況於昨
晚開始出現，有暴徒分小批走出校園接受警方
拘捕。
至昨晚，理工大學已被警方重重包圍超過30

小時，據知校園內仍有至少500人。警方指昨晨
8時，有暴徒突然從理大衝出來，衝擊警方防
線，多人持汽油彈，警方才作出驅散，暴徒在
投汽油彈後走返入理大，可能令人無法和平離
開，警方並無阻止他們離開，但前提是他們手
中不能持武器、不攻擊警方。

警方無計劃攻入
西九龍總區指揮官卓孝業表示，經評估後認

為理大範圍內有大量武器，亦有燃燒或爆炸
品，警隊衝入校園相當危險，如要使用武力進
入校園，可能會引發雙方傷亡，警方由始至終
都希望和平解決，「武器喺佢哋手上，如果能
夠放低武器離開，我哋可以和平處理，選擇權
喺佢哋手，我唯一選擇，係無計劃攻入去，無

迫切需要咁做。」
卓孝業警告所有留在理大內的人，停止使用

暴力，放下手中武器，立即向警方投降。
至於除了投降外是否有其他方法平息事件，

卓孝業斬釘截鐵地指出，他們干犯嚴重罪行，
他們使用武器作致命攻擊，不只向警方，亦向
清理路障的市民，他們不只是暴徒，也是罪
犯，他們要為其所作所為負責。走出來投降的
人，現時沒有其他選擇，警方有責任和平解決
事件，投降者會受到公平對待。

116人送院治理
警方指出，對於有指校內有傷者、有人出現

低溫症，警方對理大實施包圍封鎖，但任何人
都可以行出理大，並一直呼籲行出來自首，如
有人有醫療需要會作安排，而警方已和消防處
在科學館道成立臨時急救中心，警方不會阻礙
傷者得到適切照顧。
據了解，由前晚至昨晚，警方在包圍理大的

行動中，已拘捕近400人。醫管局表示，由昨日
凌晨截至昨晚10時為止，涉及示威或堵路受傷
而須送院人數共有116人，包括56男60女，1名
女子情況嚴重、44人情況穩定、2名男子未確定
傷勢，69人經治理後出院。

政府定性：
衝突達暴動程度

香港文匯報訊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傍晚與多部門司局長召開記
者會。張建宗強調，香港理工大學內的衝突已到暴動程度，政府嚴厲
譴責暴徒的暴力行為。他又呼籲仍在理工大學校內的人聽從警方指
揮，和平走出來，離開校園。
張建宗表示，香港多處發生激烈衝突，暴力不斷升級，其中理大校園
衝突十分嚴重，有人用致命的武器包括汽油彈、鋼珠和弓箭等攻擊警方
防線，對在場人士生命造成嚴重威脅，暴徒的暴力行為令人髮指。
他表示，香港多處交通受阻，其中港鐵東鐵線和紅磡海底隧道情況
特別嚴重，估計紅隧短期內不能開通。政府對多間大學校園受嚴重破
壞感到痛心，呼籲市民切勿以身試法，要與暴力割席。張建宗強調，
社會仍然熱切期待，可以和平、理性、有序地舉行區議會選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部分理大黑衣魔由前晚深夜至昨日

凌晨，紛紛混水摸魚逃出法網，穿

上反光衣扮記者及急救員，但警方

獲悉暴徒會換裝假扮記者或志願醫

護人員逃走，故在理大外將穿反光

衣者全部截停檢查核實身份，拘捕

15名假冒記者及義務醫護的黑衣

魔。

據網上熱傳的圖片顯示，一批身

穿印有護士、醫生、緊急救護或記

者等反光衣的男女，被警方以膠索

帶反綁雙手拘捕。原來警方在呼籲

所有人離開理大後，得悉有人冒充

記者等專業人士離開校園，故採取

截查，並通知記者組織有關安排。

51人離開全被核查身份

警方指有51人自稱義務醫護及

記者步出理大時，隨即將他們全部

截停核實身份。在51人中，發現

有12名自稱義務醫護人員，全無

急救資格或在醫護機構工作；另亦

發現3人自稱記者，但未能出示任

何記者證，或證明自己在何間傳媒

機構工作，該15人已全部被捕扣

查；至於其餘部分記者及義務醫護

人員經身份核實後獲放行。另外警

方指，因警方安排記者在預定出入

口作工作交接或離開，有暴徒在得

知有記者出入口後，即時向記者出

口攻擊，因此警方難以確保記者出

入口的安全。

20:19
有 70 多

人離開理大
接受拘捕及
送醫。

23:23
理 大 校

園內再次火
光熊熊，並
傳出多次爆
炸聲。

23:45
理大D座

呂志和樓外發
生爆炸，火光
沖天，大樓外
牆被炸開，消
防員從外圍射
水撲救。

10:00
警方在

麼地道華懋
廣場外制服
約 50 名 離
開理大的黑
衣暴徒。

12:30
黑衣暴徒再次從

正門衝出暢運道投擲
汽油彈突圍，警方出
動水炮車、裝甲車及
射催淚彈，暴徒又撤
回校園。

13:30
再有黑衣暴徒

步出校園，向警方
投擲汽油彈圖突
圍，惟不敵水炮車
及催淚彈，再次撤
回校園。

16:00
警方重申不會

主動進入校園，呼
籲校內暴徒放下武
器有序投降，傷者
自行離開校園接受
治理。

40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佔據

理工大學的逾千黑衣魔被警方重重圍
困，前夜開始大批黑衣同黨趕至企圖
營救，但警方早作部署，將所有通往
理大的道路封鎖。黑衣同黨為救人，
通宵達旦不斷衝擊警方防線，惟不敵

嚴陣以待、士氣高昂的防暴警察，屢
遭擊退。至昨晚深夜衝擊已超過24小
時，雙方仍持續在通往理大的多條主
要道路進行攻防戰。
警方前日成功包圍理大，將校內逾

千人、包括黑衣魔主力骨幹人馬重重

圍困後，多次呼籲眾人放下武器「投
降」就逮。在外的漏網同黨心知若全
數人馬落網，核心主力大隊即遭打
散。有人立即透過網絡平台號召各區
黑衣魔同黨趕赴營救。接近昨日凌晨
時分，大批黑衣暴徒駕乘車輛趕抵，
但發覺所有通往理大的道路都已有防
暴警把守，嚴陣以待。
現場能進入理大的主要通道共有三

條，包括尖沙咀漆咸道南、紅磡車站
的科學館道、以及加士居道等一帶外
圍地點。黑衣魔同黨通宵多次企圖衝
越警方防線接近理大，其間動用大量
汽油彈、磚頭等武器攻擊，警方則以
催淚彈、各式非致命武器、在水炮車
及裝甲車等協助下一一還擊，成功擊
潰暴徒攻勢。

外拖時間冀內自救
至於日間，暴徒一直未能接近理

大，只能在紅磡、尖沙咀、油麻地近
加士居道的彌敦道等一帶外圍街道發
起衝擊，又在其他地區及主要交通幹
道搞事，圖以「圍魏救趙」方式延緩
警方的拘捕行動，以讓被圍困的同黨
有時間「自救」設法逃離。雙方因此
不時短兵相接，爆發激烈攻防戰，令
理大外圍一帶恍如殺戮戰場。
及至傍晚，煽暴派成員再於網上號召

發起更大型的營救行動，數百黑衣人馬
趕到尖東一帶集結後，沿梳利士巴利道
天橋向理大方向推進，警方隨即調動大
批防暴警截住去路，雙方又再發生激
戰，最終黑衣人馬狼狽敗退。
另在接近加士居道的彌敦道一帶，

聚集的暴徒更運來多罐易燃液體及大
批啤酒樽，即席當街製造汽油彈供應
同黨作武器，現場街道滿佈汽油彈玻
璃碎片及磚塊等堵路雜物，油麻地及
佐敦一帶處處火頭濃煙，有若煉獄。

同黨衝擊策應 警方前阻後擋

■黑衣魔在佐敦一帶掟汽油彈縱火，現場一片混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反恐槍戒備 飛虎隊候命

■理大校園內火焰沖天。美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暴徒使
用的武器不斷升級，理大黑衣魔將攻擊武
器提升至6個月來的最高致命武器，將汽
油彈、鏹水彈、彈珠、弓箭、巨型投射
器、遙控炸彈及纏綑鐵釘的石油氣罐等致
命武器全部用上，警方多次形容暴徒的手
段幾近恐怖主義。因應局勢急劇惡化，以

及警員面對的死亡威脅劇增，警方昨日亮
出制式裝備中的多種型號長槍，當中包括
反恐特勤隊使用的長槍，警方也明言若有
需要會出動飛虎隊。
昨日由多張網傳圖片可見，不少防暴警

手上持有不同型號的長槍，部分裝有瞄準
鏡，當中有長槍是反恐特勤隊的裝備，但
這些長槍在過去數月的防暴前線較為少
見。有傳媒更指在理大一帶，甚至有疑似

飛虎隊的狙擊手戒備，質疑警方以對付恐
怖分子的裝備去平暴。
警方西九龍總區指揮官卓孝業指出，

媒體所指的武器均是警隊現時的制式裝
備，他認為香港現時處於混亂局面，暴
徒目無法紀的四處破壞、縱火，燒毀商
店，警方現時使用的武器與制止當前亂
局所需的武力是相稱的。
他又稱，狙擊手經過非常嚴格的專業訓

練，過往都曾有飛虎隊出勤，明言「我哋
從來都有呢個能力，如果有需要係會使
用」。卓同時提醒市民，目前理大非常危
險，網上不斷有呼籲到場支援，勸喻熱心
市民切勿前去，否則有可能成為暴徒的人
盾，更不要進入理大校園。

■警方發射催淚彈阻止示威者增援理大，暴徒
投擲汽油彈。 文匯報記者攝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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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年十月廿三 廿六小雪
港字第25445 今日出紙3疊9張半 港售10元

星
期
二大致天晴 日間乾燥

氣溫17-23℃ 濕度45-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