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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過去兩周

佔據理大作「基地」四出破壞的黑衣魔，因

本周日(17日)襲擊自發上街清理路障的熱心

市民，觸發警方採取行動將近千黑衣魔圍困

理大成「甕中之鱉」；但當中數以百計被黑

衣魔威嚇禁止自首的未成年學生，他們父母

憂心不已。特區政府及警方體會家長心情希

望和平解決事件，由前晚起安排社會各界不

同人士進入理大勸導眾人棄械自首，同時承

諾傷者先送院治療、不會拘捕未成年人士，

讓他們與父母團聚，但保留追究權利；警方

人性化處理令僵局出現曙光，直至昨晚共有

800人投降、自願離開理大。警方總結連日

圍困理大內黑衣魔行動中，拘捕及自首人數

多達1,100人；但截至昨晚理大內仍有約百

名黑衣魔拒絕投降，其間黑衣魔再以「營

救」為藉口四處大肆破壞社會安寧。

中大檢3900燃彈 10秒一枚要掟11句鐘

■■未滿未滿1818歲的自首者歲的自首者
可免於即時拘捕可免於即時拘捕。。圖圖
為社會人士陪同兩名為社會人士陪同兩名
少年自首少年自首。。 美聯社美聯社

■■當理大自首者昨晚步出校園時當理大自首者昨晚步出校園時，，警員用電筒照警員用電筒照
路路，，指示前往登記身份指示前往登記身份。。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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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首者須先完成登記手續自首者須先完成登記手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已成為黑
衣魔「兵工廠」、「練兵場」、「武器庫」
及「橋頭堡」的香港理工大學，自周日（17
日）晚被警方包圍後，黑衣魔日以繼夜向警
方及公共設施投擲巨量汽油彈。警方證實本
周一（18日）在早前亦被形容為「兵工
廠」的中大校園，檢獲多達3,900枚汽油
彈，若以每10秒投擲一枚計算，須擲足11
小時才能用盡，以近日理大校內及校外的暴
力狀況估計，恐怕數量有過之而無不及，黑
衣魔的瘋狂程度已經失控。

理大「彈數」料超中大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嘉銓指，本周一

（18日）警方接獲中大保安員報案求助，
指校園內發生連串破壞事件。經調查後，警
方在校內合共搜出超過3,900枚汽油彈，是
6月至今警方檢獲最多汽油彈的地方。另外
該校的實驗室，有近100公升的濃硫酸和濃
硝酸失竊，具高度腐蝕性，亦有失竊的化學
品可用作製造汽油彈及其他非法用途。
郭嘉銓遂稱，警方非常希望能以和平手法

解決理大事件，警方在遭受大量汽油彈攻
擊，以及弓箭襲擊下，已表現非常克制，相
信理大校園內現存或已經扔出的汽油彈一定
不止3,900枚。

理大內遺大量易燃易爆品
而昨日由傳媒在理大校園拍攝的相片及

片段可見，校園已遭受嚴重破壞，滿目瘡
痍，四處遺留大量汽油彈，其中一處空地
則放置大量製造汽油彈的物資及工具，當
中更有用作加強汽油彈威力的小型石油氣

罐，以及製造鏹水彈的通渠水等。另在李
兆基樓和匯信樓之間的平台，亦發現大量
汽油彈及電油等。
在校園外的油尖旺一帶，經歷黑衣魔通宵

企圖衝入理大營救同黨的激烈衝突後，四處
亦留下大量未使用的汽油彈。在尖沙咀加拿
分道近金巴利道行人路，昨晨10時許有途
人發現多箱共約30枚汽油彈，相信是黑衣
魔留下，於是報警。
此外中午前，亦有市民在廟街勝利麻雀

館附近，發現一批汽油彈、電油及腐蝕性

物質，要由警方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及消防
員到場處理，爆炸品處理課高級警司馬偉
德（Alick MCWHIRTER）亦有到場指
揮。
警方昨日發稿指，前晚黑衣魔在九龍區大

肆破壞及投擲汽油彈後，昨晨在油尖區先後
接獲多名市民報案，指發現大量危險物品，
包括腐蝕性液體及汽油彈等。
警方呼籲市民，如發現任何危險物品，應
盡快尋求警方協助，並保持適當距離，切勿
接近或接觸有關物品，以免受傷。

■理大校內遺留大量汽油彈及易燃易爆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警
方針對香港理工大學黑衣魔的圍捕
戰，持續近4天。校內的暴徒呼叫
外圍同黨增援在各區「開花」，圖
謀以破壞縱火等行動，分散警力營
救自己，但所謂的「開花」行動卻
未能如暴徒們所願展開，真正有示
威的地區不過寥寥。一名留守理大
的學生日前透過傳媒表示，見到網
上聲言支援的「手足」沒能如預想
般「開花」營救，感覺失望及覺得
被人出賣。

睡醒不見半數留守者
昨日有媒體報道，一名理大四年
級女生，她為了與「手足」齊上齊
落、守住理大前線而一直留在校園
內。她的「團隊」由 3名女生組
成，她們與警員對峙至18日凌晨
4時許，當時她們小睡了一小時，
忽然聽到有「勇武」暴徒呼叫，
說自己全team被捕。
她醒過來，發現原來校園約600
人只剩約三四百人，才想到要走，
並認為自己「被外面的人賣了」。

突圍遇速龍被迫折返
18日中午，該女生決定與兩名同

夥沿暢運道突圍，為減被捕後控告
風險，她與同伴逃亡前丟棄所有裝
備。突圍時，她們遭到速龍小隊狙
擊，團隊內的一名同夥在她身旁被
捕。她被水炮車射中藍水，雙腳跌
傷後折返校園，回頭一看，背後卻
沒人掩護，令她對其他「手足」十
分失望。
對於突圍失敗，該女生感到害怕

和氣憤，她直言：「外面的人一味
只在網上出post，為何不來救我們
呢？」她指出，當日所謂的「黎明
營救」活動亦不是想像中那樣各區
「開花」，「我覺得被出面的人賣
了。」她並指，理大一戰失敗後，
可能全盤皆輸。
媒體並報道，該女生自稱是「偽
勇武」，之前她不敢丟汽油彈，最
多是使用雨傘，後來形勢使然，開
始投擲汽油彈，但仍不敢攻擊警
察。她從上周起多次回校，只想守
住紅隧路障促成「三罷」。

開花寥寥救援稀
困獸埋怨被出賣

特首林鄭月娥昨早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回應
理大事件，她強調雖然暴徒與警方爆發激烈

對抗，但特區政府一直希望和平解決爭端，惟面
對匿藏在理大的暴徒，認為警方需要採取拘捕行
動。林鄭月娥續說，行動期間她時刻與警隊保持
聯絡，並與新一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達成共識，
會堅持兩個重要原則。原則之一是和平解決，多
次預告及呼籲理大內的人只要放下武器、有序和
平走出來，遵照警方指示，就可以和平處理；第
二個原則，是理大內有部分人是受傷及18歲以下
人士，所以會以更人性化方法處理這兩批人離開
理大，前者先安排入院治療再作跟進，後者只要
登記便可馬上離開，但強調「我們仍然需保留追
究權利，因為在匆忙期間，是很難決定每一位18
歲以下的人士，究竟有否觸犯刑事罪行」。

拘捕及登記約1100人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嘉銓表示，截至昨晚

11時為止，警方連日於理大和附近拘捕及登記共
約1,100人，包括自願離開理大約有800人，當中
近300名為18歲未成年人，47名為理大教職員，
其餘大部分非理大學生；至於理大外附近被捕
者，包括以營救被困理大「手足」為藉口四處堵
路縱火的黑衣魔及從理大逃出的黑衣魔，其中日
前在現場佈防警員發現有黑衣魔由理大游繩落天
台逃走，警方設立多重封鎖線經追截下，共拘捕
37名企圖逃走黑衣魔及接應司機。
郭嘉銓指，警方對被捕者會按照「和平」及
「靈活、彈性、人道」方式作出處理，對未成年
人士有特別安排，他們被警方影相及登記資料便
可離開，但強調不代表他們犯事後不用負責，警
方會保留追究權利，而成年人則會即時拘捕。

須依法以暴動罪起訴
被問到由理大出來的教職員及未成年人士等會

否涉嫌參與暴動罪被捕；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
查科高級警司李桂華解釋，現時如果離開理大人
士是18歲或以上，警方均會以涉嫌參與暴動拘
捕，這是根據《公安條例》中「非法集結」及

「破壞社會安寧」兩個元素，因當日於暢運道的
黑衣魔可自出自入理大、黑衣魔所使用的武器大
部分是由理大校內運出、警方行動期間亦有大量
汽油彈及弓箭等於理大校內射出，因此警方可作
出結論，有黑衣魔於暢運道襲擊警方後潛入理
大，另理大內的人亦有破壞社會安寧嫌疑，所以
當警方封鎖現場後，由理大出來的人都是有份參
與暴動的疑犯。
李桂華強調，警方由懷疑到檢控階段做法，會
先將高度懷疑者拘捕，然後會按被捕人的解釋，
再進行證據搜集及向律政司諮詢是否適合檢控；
重申對於18歲以下人士，今次是警方特別的彈性
安排，但日後有需要或有證據，會尋回相關人等
負上法律責任。
對理大內仍匿藏約百名黑衣魔將會如何處理，

郭嘉銓重申，警方一直希望能夠和平解決事件，
並非常關注理大內傷者情况。昨日再安排紅十字
會職員進入處理受傷人士，另有近百名中學校
長、老師及社工進入理大，繼續勸喻學生離開及
協助看管未成年人士的福利事宜。
此外，警方於尖東消防局設立公眾諮詢台，

處理家長及老師的關注及查詢。郭嘉銓強調，
事情能否和平解決是取決於這些黑衣魔使用的
暴力及武器，因警方使用什麼武器是取決於所
面對的威脅。
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媒體聯絡及傳訊）

江永祥表示，警方前日行動共使用1,458枚催淚
彈、1,391發橡膠子彈、325發布袋彈、265發海綿
彈；另有6名警員受傷。

仍有約百人留校頑抗
另外，對於昨日仍有約百名黑衣魔拒絕投降
滯留理大，自資專上院校委員會主席張炳良表
示，相關情況令關心高等教育的人士感到焦
躁，期望有關人等明白留在校園內無助解決問
題，呼籲他們盡快離開，和平解決事件。
他並形容近月社會的衝突猶如「發高燒」，

令不少問題浮現，希望高燒過後社會能放下仇
恨，以政治方式解決政治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留守理大的黑衣魔在警方長時間包
圍下身心俱疲，昨天全日續有留守
黑衣魔自願棄械步出校園「投
降」，但仍有聲稱堅守的黑衣魔為
逃避刑責，欲逃離校園，但終難逃
法網，而剛正式履新的警隊「一
哥」鄧炳強，晚上親到校園外視察
最新情況，並為駐守的警員打氣。
至於在外圍圖以「圍魏救趙」的黑
衣魔，由前夜至昨清晨在油尖旺等
街頭通宵打砸燒暴力破壞期間，有
數以百計黑衣魔被警方拘捕。但昨
日仍有零星黑衣魔在油尖旺一帶搞
事，令社會仍無法安寧。

「斧頭幫」阻市民清障
大批黑衣魔前晚通宵在油尖旺區四
處流竄堵路，投擲汽油彈，大肆破壞
公共設施及商舖，防暴警多番鎮壓驅
散，雙方爆發連串衝突，直至清晨才
逐漸散去。早上油尖旺區已滿目瘡
痍，有商舖及車輛遭縱火焚毀，街道
遺有大量磚塊、汽油彈、石油氣罐等
雜物，當局出動清潔工及夾斗車進行
清理，有市民自發協助清理。
但市面寧靜只維持半天，下午又
再有黑衣魔在油尖旺區出現，以快
閃方式搞破壞，不時將磚塊雜物放
到馬路中堵路，惡行惹起市民不滿

鼓譟，很快即有市民自發將雜物清
除，讓交通恢復通行。下午約 4
時，彌敦道近山東街更一度出現
「斧頭幫」，約3名黑衣人持斧頭
及壘球棍作武器，不時喝罵途人，
警員接報趕至時，該批「斧頭幫」
惡人已散去。至晚上仍有大批黑衣
人在油旺一帶徘徊不去，並不時進
行快閃式堵路縱火，防暴警多番到
場驅散。
理大方面，整天陸續有留在校園

的黑衣魔「棄械投降」自行步出，
由警方拘捕帶走，未成年者則登記
資料，警告保留日後可能拘控權利
後放行，部分投降者表示受傷或不
適，獲安排救護車送院治理。

黑魔窮盡詭計圖逃亡
聲稱會堅持留守理大頑抗的部分黑

衣魔，昨天晚上分批以狂奔方式企圖
突破警方封鎖逃亡，其中有逾10人晚
上8時許由大學正門鬼祟向申運道方
向偷走，被警員發現喝止後即發難狂
奔，企圖突破防線，但迅即被截住去
路，警員展開追捕，眾黑衣魔逃亡計
劃失敗，無路可逃下惟有奔回校內。
約2小時後又有約10人趁校內一批所
謂義務醫護人員步出「投降」，警員
正作處理時，突從旁奔出逃亡，但被
警方迅即追捕擒獲。

圍魏救趙不逞
黑魔襲油尖旺

■理大黑衣魔打開坑渠蓋謀劃逃跑路徑。 法新社

■■黑衣魔鑽入坑渠黑衣魔鑽入坑渠
嘗試逃跑嘗試逃跑。。法新社法新社

■在理大周
邊的尖沙咀
至佐敦，隨
處可見被黑
衣魔焚毀的
車輛。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因失溫或受傷的自首因失溫或受傷的自首
者可先行就醫者可先行就醫。。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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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
景源）對於有傳言指本周一
（18日）清晨5時許，警方
曾出動防暴警員強攻入理大
校園並作出拘捕。警察公共
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昨日
澄清，指當時一批防暴警員
沿科學館道往暢運道推進掃
蕩暴徒，但在理大A座附近
突遭暴徒由高處投擲大量汽
油彈襲擊，部分汽油彈更纏
有小型石油氣罐。由於情況
非常危險，警員遂與部分記
者走入A座樓梯旁邊一間醫
療室暫避，當時室內亦有一
些記者及其他人，警員僅
作出一些查問，並無作出任
何拘捕。江永祥重申，警方
從無主動攻入校園，只有暴
徒出動攻擊警員，以及大肆
破壞。

斥黑魔利用伊院作掩護
另外有指警方早前一連兩日，在伊利

沙伯醫院外多次施射催淚彈及出動水炮
車，嚴重影響醫院運作。江永祥反駁
指，警方並無刻意選擇地點執法，地點
是由暴徒決定，他們在哪裡犯法，警員
就到哪裡執法，施射催淚彈只是基於暴
徒當時在佐敦加士居道破壞，而防暴警
員因應情況而作出驅趕及拘捕。他批評
暴徒是利用醫院作掩護，導致有病人無
法接受治療，「挾持」醫院的手法卑
鄙。他重申暴徒以挾持醫院及病人的手
法，企圖迫使警方及市民就範的企圖是
不會得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