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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警方「鐵桶式」包圍理工大學行動昨踏入第十一天，事件終

於出現重大轉機。在理大工作小組經過兩日搜索，昨日再無發現留守者，並促警方解封校園。

警方研判情況後，決定安全小組聯同刑偵人員今晨將進入校園清除危險品及搜證，若遇到有留

守者現身，警方仍會先登記身份和送院治理，再接受警方後續調查。據悉，「理大案」已由警

方有組織罪案和三合會調查科(俗稱O記)接手，所有涉案人將以涉嫌參與暴動被捕受查。警方懷

疑仍有少數暴徒留守校內，已制定不同的預案處理今日可能發生的突發情況，強調警方由始至

終堅持以和平、文明和人性化的手法處理危機，今天也將以和平方式、靈活彈性態度行事。

1111月月2020日日

有義務急救員接受媒體訪問指還
有百多人在校內。

1111月月2121日日

留守的理大畢業生向媒體指，估
計目前在校園的人不足百個，大部
分人想離開。

1111月月2222日日

一名留守者化名接受媒體訪問時
稱，現時較少留守者出沒，但他相
信仍有五十至百多人躲藏在各處。
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鄧振強指，曾
到理大深入各樓層，找到8個成年
留守者。

1111月月2424日日

理大留守者代表首次見記者，指
無法點算到校內還有多少人留守，
估計至少三十人。港大法律學院首
席講師張達明指，仍然留下的人數
難以估計，但認為三十多人應該較
為準確，相信「勇武」者已經全部
離開理大。

1111月月2525日日

急救人員估計最少還有十名留守
者在校內。另外，泛暴派派出葉建
源、鄺俊宇、范國威、黃國桐等多
名議員，與留守示威者對話。葉建
源引述他人指，留守者不希望引起
衝突，期望警方盡快退場。

1111月月 2626日日

理大工作組在學生會大樓找到一
名成年女子，而朱幼成牧師指，26
日下午也在校園內發現一名男留守
者的身影，而非校方所說只有一名
女留守者，他希望公眾及校方關注
校園內應該不止一名留守者。葉建
源指，花數小時行走校園不同角
落，仍沒特別發現。他評估校園內
的人數極少，甚至未必有。

1111月月2727日日

理大指工作經第二天搜索，未有
再尋獲留守者。港大法律學院首席
講師張達明巡視理大一個多小時，
他表示未有遇到任何留守者，相信
留守者已有自己的方法離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本月17日，警方展開包圍理大逾
千名暴徒的行動，並多次呼籲

他們放下武器投降，和平有序地離開
學校，之後部分暴徒為逃避涉嫌參與
暴動的刑責，採取突圍、跳橋、爬坑
渠方式逃離校園，警方勸喻留守者
勿用危險方式逃避刑責，並成立協
調中心安排中學校長、醫護團體和
政界人士入校帶走留守者，至今已安
排600人入校勸導，約千名暴徒自願
離開校園，當中有300人未夠18歲，
所有離開的留守者登記身份和拍照
後，獲准優先求醫，成年留守者其後
會被拘捕，18歲以下者由監護人或家
長先帶走，等候警方跟進調查。最近
一周，陸續有留守者自願離開理大。

校方昨搜索 未見留守者
前日，由理大副校長、學院院長、

教職員、專業輔導員、醫療人員和社
工組成的工作小組，派出50人分成6
隊進入校園，在全校搜索留守者，尋
獲一名身體虛弱的女留守者，並將她
帶離校園，至昨日理大工作小組增至
100人，分成9個協助小組再度進入
校園，分組尋找留守者，並檢視辦公
室和實驗室內設施被破壞的情況，工
作小組在搜尋過的地點貼上封條，以
防再有人進入。
理大表示，協助小組已經盡力尋找

校園內所有樓層及房間，並沒有發現
留守者，行動在昨午結束。理工大學
昨午4時發表聲明提出三點要求：1.
鑑於校方在這兩天已進行了全面尋找

留守者的工作，校方建議警方毋須再
採取類似的行動，並立刻解封校園。
2.要求相關的政府部門盡快處理校園
內所有危險品，包括汽油彈和攻擊性
武器等。3.執行任何行動時，要以和
平和人道方式，保障所有人的人身安
全。

指無計劃讓防暴警入校
警方油尖警區指揮官何潤勝總警

司，昨日傍晚回應理大的要求時指
出，兩日來理大工作小組成員，已經
進入校園尋找和勸喻留守者，在全部
建築物搜索過，無發現留守者在理大
內，校方已知會警方，理大校園受到
嚴重破壞，遍佈危險品。警方談判小
組、爆炸品處理科、傳媒聯絡隊、社
工、救護員、臨床心理學家和消防組
成的安全小組，過去兩日在理大附近
候命，安全小組並決定連同刑事偵緝
同事，今晨進入理大，暫無計劃讓防
暴警進入校園。
警方進入校園主要有兩個目的，包

括處理危險品和各類型攻擊性武器，
如汽油彈和腐蝕液體；另外會就校園
被破壞的情況，展開現場搜證的工
作。警方指，理大校方初步承諾，會
陪同警方安全小組進入理大，相信警
方的行動得到校方全面協助配合下，
令校園盡快解封，強調警方和理大的
目標是一致的。

搜證清理需時至少一天
據了解，綜合各方資料和情報研

判，警方懷疑仍有少數暴徒藏身在
理大的不同角落，也已就進入校園
後可能遇到的突發情況作出評估和
預案，一旦有留守者自動現身或被
發現，警方仍會以和平人道方式處
理，若有人情緒激動或做出過激行
為，警方談判專家、社署臨床心理
專家會即時協助。今晨理大人員會
先帶領消防處人員入校檢視危險
品，評估現場情況後警方再入場，
若有爆炸物品，會交由警方爆炸品
處理課處理，預計搜證和清理危險
品至少需時一天。
何潤勝總警司表示，警方安全小

組進入校園後，如果遇到留守者，
警方基於人道立場，都是用醫療優
先的方法處理，登記身份後送他們
就醫。警方以和平方式、靈活彈性
態度處理事件的態度不變，警方希
望可以盡快恢復理大校園安全，令
校方盡快重開校園，處理完危險品
和完成搜證工作後，會盡快將校園
交還給校方。

校園淪犯罪現場 須驗爆品查天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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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擁有法律資格
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再一次發表踐踏法
治的言論，聲稱理大校方經多次搜尋，並未有任
何發現，又指警方採取行動，會激起留守者的情
緒，要求警方不要立即圍捕或馬上蒐證，並馬上
解封校園，讓留守者自願離開云云。多名法律界
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現時理大
是一個罪案現場，遍地爆炸物，還有罪犯暴徒匿
藏在內，解封後警方依法進場搜證是必須的程
序，任何人（包括理大管理層）均不可阻止或干
擾警方進場搜證，否則，可能觸犯妨礙司法公正
罪名，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而許的言論，完全
是踐踏法治，製造輿論壓力逼令警察提早解封，
直接或間接放生匿藏在理大的罪犯，應予以嚴厲
譴責。
許智峯昨日稱，從「代表到校方的人」了解，校

園可能會在日內交回校方接管，而校方會先讓警方
或消防處進場蒐證，但擔心留守者寧願受傷也不願
意出來。又聲稱，希望校園解封一段短時間，待留
守者安心及情緒穩定，自願離開，警方或消防才進
場。他又提到，自己和不同區的區議員陸續在不同
時間進出理大，都無受到警員阻撓或查問，現時只
是低度設防，那警方為何不正式解封云云。

傅健慈：言論圖放生校內罪犯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兼職
教授傅健慈指出，理大仍然派出幾個小組尋找留守
者，還未正式接收其大學，而且暴徒在理大內大肆
破壞及縱火，涉嫌干犯嚴重罪行，不排除仍有暴徒
匿藏在理大內，至今警方仍未到理大調查、搜證和
搜捕罪犯。他批評，許智峯這類言論是踐踏法治，
並製造輿論壓力去逼警察提早解封，直接或間接放
生匿藏在理大的罪犯，應予以嚴厲譴責。

黃國恩：依法搜證是必須程序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指
出，現時理大是一個罪案現場，遍地爆炸物，還
有罪犯暴徒匿藏在內，解封後警方依法進場搜證
是必須的程序，任何人士（包括理大管理層）均
不可阻止或干擾警方進場搜證，否則，可能觸犯
妨礙司法公正罪名，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
黃國恩更提到，許智峯在現階段竟仍然還說希
望警方解封校園後讓留守者自願離去，希望警方
不要立即圍捕及馬上搜證，完全是一個「法
盲」，現在理大內的留守者全部都是暴動犯罪嫌
疑人，解封後警方如發現這些留守者，警方得依
法逮捕然後進行調查，若無證據證明犯法，警方
會還他一個公道，否則，就得檢控送上法庭，而
不是讓他自願離去，一走了之。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犯了法便須承擔法律後果，同時警方亦會在
罪案現場搜證，搜集這些暴徒犯罪分子的作案證
據作檢控之用。
此外，黃國恩表示，港大法律學者張達明更離
譜，張稱即使校園解封後，不希望警方入校處
理，竟然說警方入校搜證並無意思，明顯就是不
想警方入校搜集犯罪證據以檢控罪犯，讓暴徒可
以逃避法律制裁，居心叵測，一個教法律的人有
這樣的言行及居心，令人極度遺憾。他認為，就
因有這批政棍，對暴徒偏袒，包庇縱容，破壞法
治，才會有今天香港的亂象。

■何潤勝強調將以和平方式、靈活
彈性態度行事。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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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暴徒早前使用各種攻擊性武器攻擊警方。 資料圖片 ■理大暴徒早前與警方對峙，以大量燃燒彈攻擊警方。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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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衣暴徒佔
據校園期間，在校園內製造和使用了數千枚
汽油彈、燃爆彈，並破壞多個實驗室盜走危
險化學品，亦有食肆、辦公室、中銀櫃員機
被破壞，小賣部和自動販賣機被撬被盜，理
大校方在上周已就化學品被盜報警。事實
上，理大校園不僅是武器庫、垃圾崗，還是
涉及多種罪行的犯罪現場，因此警方要全面
取證。據了解，警方安全小組除了刑事總部

人員、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外，還有鑑證科人
員、政府化驗師等，並會盡量搜集可能完整
的閉路電視片段。
黑衣暴徒佔領理工大學11天，大公文匯全

媒體記者昨目睹校園被暴徒破壞的慘況，理
大校園內各處都散落各式雜物和物資，幾乎
所有的牆都被噴上了標語或圖案，隨處可見
汽油彈、不明化學物質、磚塊、鐵支、雨傘
等等。其中有雞蛋被暴徒灌入油漆或通渠

水，汽油彈內也加入了洗衣
粉、白糖等物，汽油彈、電
油、石油氣罐、弓箭放在露天
箱子裡，隨時會有爆炸的風
險。

提款機被撬開搶空
理大位於暢運道的正門仍然

被鐵櫈、垃圾桶、鐵馬等圍
封，進入校園的階梯上有大量
桌椅，有被焚燒過的痕跡，而
大量沙包和圍板被堆放在階梯
盡頭。在唐炳源廣場的一處角

落，有大量換下的衣物。李嘉誠樓入口處的
落地玻璃已經被全部砸碎，樓內電視和電梯
設施均遭到嚴重破壞。
邵逸夫體育館則被留守者改造成臨時住

宿點，裡面有大量床墊、被子、枕頭等床
上用品，各式雜物散落一地，冷氣仍照常
運作。在邵逸夫樓，7-11便利店和自動販
賣機的玻璃被打爛，裡面的商品被搶走。
中銀提款機被撬開，裡面的錢財也被取
走。

餐廳食物生蛆發霉
理大學生食堂散發濃烈的惡臭，餐廳內

大部分食物已經發霉，留守者用過的餐盤和
吃剩的食物長出一層霉菌，爐灶上煮剩的食
物、裝生肉的盤子更生出蛆蟲，衛生情況堪
憂。據了解，除了暴動罪外，暴徒在校園內
還涉及懷疑盜竊、刑事毀壞、管有爆炸品、
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罪行，警方將對每個現場
取證，政府化驗師會協助辨識不明化學物，
因現場破壞嚴重，警方相信取證工作困難重
重。

泛暴派圖逼警放暴徒 佔校人數說法矛盾

■醫療救助人員在理大內檢視後，離開校園。 路透社

■■理大工作人員昨日理大工作人員昨日
再次進入校園尋找留再次進入校園尋找留
守者守者，，並檢視校園被並檢視校園被
破壞的情況破壞的情況。。 美聯社美聯社

■天拿水等危險品處處可見。 大文全媒體記者 攝

警方包圍理大11天，且最先
呼籲校內暴徒和平離開，又安
排各界人士勸解，並對18歲以
下人士作出特別安排。但有死
硬派暴徒為逃避刑責自困校

內，卻「捱唔住」飢寒交迫、物資短缺和衛
生惡劣，有病無得醫兼精神瀕崩潰，反賴警
方的圍困不人道。泛暴政棍也紛紛「抽水」
渲染人道危機逼警解封，近日又開始為留守
者的人數「出口術」，由開始的十數人變成
最後一個也找不到。泛暴派為了扮代表搶風
頭，對理大是否仍有暴徒在內的說法相互矛
盾，但目的都是逼警方退場，圖謀令暴徒逍

遙法外。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鄺俊宇、教育界立法會

議員葉建源與新當選民主派區議員26日指，
在校內都未能搜索到有示威者留守，加上校
方的搜查小隊亦未有發現，相信警方是時候
離開。葉建源指，花數小時行走校園不同角
落，仍沒特別發現。葉昨日又指，理工大學
校方早上已完成搜尋工作，未發現有任何人
在內，與過去幾日義工團隊，包括律師、社
工等的搜尋結果相同，在此情況下，他認為
警方已沒有包圍理工大學的需要。
不過，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則認為警

方應先解封，讓留守者有一個緩衝期。許昨

午在理大校園召開記者會，他稱早上進入理
大校園搜尋留守者但沒有發現，據他理解，
校方接管校園後，會有消防員和警員入內搜
證，他擔心如果現場仍有留守者，警方行動
會激起他們的情緒，希望警方不要立即圍捕
或馬上搜證，建議警方解封校園，讓留守者
自願離開。
換句話說，許仍認為有留守者在校園。他

甚至指，因擔心留守者寧願受傷也不願意出
來，希望校園解封一段短時間，待留守者安
心及情緒穩定和自願離開後，警方或消防才
進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過去一周過去一周
對理大留守者對理大留守者
人數的不同估計人數的不同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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