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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墮樓受傷 黑魔藉詞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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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避警截查從餐廳天台跳下墮地 食店拒交「天眼」片遭破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衣魔

及大批示威者平安夜通宵在全港多區商場
滋擾及破壞店舖，繼一名青年在元朗

危危乎

&

YOHO MALL（形點商場）逃避警員
截查，推跌警員再從 2 樓跳落 1 樓企

一名少年在旺角躲
入一間餐廳逃避警員
截查期間從平台墮
下，有煽暴派中人就
散播謠言稱，該少年
是「被警員推下」。
不過，根據有人在網
上發佈據稱為當時的
照片，事發時少年身
邊並無任何人。
發生少年墮樓的涉
案 餐 廳 名 為 「 桔 ■網上公佈閉路電視截圖清
梗」，昨日下午尚未 楚可見事發時少年身邊並無
恢 復 營 業 ， 有 職 員 任何人
任何人。
。
網上截圖
稱，警員凌晨在店內
檢走數大袋急救用品、十數把雨傘、十數個客人的背
囊和防毒面具等調查。
有網民在網上討論區轉述一名鄭姓男目擊者稱，在
警員進入餐廳搜查後，即見一名白衣男子雙手攀附在
平台的外牆上，身體懸空，似在逃避緝拿。他本料想對
方會等警察離開後爬回平台，誰料其後被樓下的警員發
現，用電筒照射及喝止，白衣男隨後墜地。
他稱，雖見有警察曾在天台出現，但未見警察有任何
「物理」上的舉動，例如推白衣男致使其墮樓，但就認為是
有警員喝止白衣男致令其驚慌失足墮下。
有目擊者則憶述事發一刻稱：「佢（白衣少年）嗌要跳落來，叫
我接着佢，我講點接住你呀？之後有『ｘ』衝過來叫我走……」該
目擊者又稱，當他後退時便聽到「嘭」一聲，發現少年已墮下，其
後他轉到另一邊察看時，已見有警員在平台上。
此外，根據有人在網上公佈據稱為事發時閉路電視的截圖，清
楚可見，事發時在少年身邊並無任何人。根據有關截圖，少年疑
一度躲藏在平台的泵房上，待警員離開平台後即沿鐵梯爬落平
台，其後再攀出大廈外牆打算爬下逃生，詎料墮下受傷。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圖逃走受傷後，事隔僅約 6 小時至昨
日聖誕節凌晨，再有一名 16 歲少年
在旺角躲入一間餐廳逃避警員截查，
企圖由天台跳落地下休憩公園逃走
時，墮地受傷需送院救治。雖然明顯
是少年自行墮樓，惟事後有黑衣魔藉
口「尋找真相」，向附近一間小食店
索取「天眼」片段不果，竟以暴力破
壞。警方回應指，從未對涉案少年使
用任何武力，但涉案餐廳一名職員則
因阻礙警員進入執法被捕。

為逃避警員截查，自行跳落休憩公園企圖逃走受
傷少年，據悉年僅 16 歲，事後經送醫院救治後，

證實手腳受傷，情況穩定。消息指，事主當時身有酒氣。

餐廳男職員阻警進入被捕
現場為砵蘭街與長沙街交界休憩公園處，對上為砵蘭街一間
餐廳的天台，離地約 10 米高。昨日凌晨 2 時 10 分左右，現場附
近因有大批示威者聚集堵路，防暴警察到場驅散，有人則躲入
該間餐廳。多名防暴警員擬進入截查，惟被餐廳一名男職員頂
住大門阻止進入。其後，警員成功進入餐廳並登上天台調查，
並無使用任何武力。
至凌晨2時30分左右，有人突然發現一名少年在餐廳的天台處
用手攀附外牆上，不久即墮落對下的休憩公園一張長櫈旁受傷。
根據現場拍攝的片段所見，當時另有一批防暴警員正背向休憩公
園佈防，未能第一時間察覺，幸墮下少年一直保持清醒，隨後由
救護車送院救治，情況穩定。
其後一名女子趕至醫院了解，而現場平台牆身則有一條水管損
毀，警方初步相信事主是由平台墮下受傷，無可疑，列作有人從
高處墮下處理。另外，警方經調查，以涉嫌「阻礙警務人員執行
職務」罪名拘捕現場餐廳一名男職員，又以「非法集結」、「盜
竊」和「未能出示有效身分證明文件」拘捕另外兩名男子。

甩手

急跌

煽暴屈
「轟落樓」
警澄清無用武力

包圍小食店指罵店員
在意外發生後，繼續有示威者在現場附近聚集未肯離開，更有黑
衣人以「尋找真相」為由，要求附近一間小食店提供相關「天眼」
片段，老闆拒絕，黑衣人不滿，即包圍小食店指罵老闆及女店員並
進行搗亂破壞，其間將膠櫈、水樽及摺枱等擲入店內，女店員被嚇
得瑟縮一旁，直至防暴警察再度到場，一眾黑衣暴徒迅速散去。
前晚平安夜 8 時 25 分左右，在元朗 YOHO MALL（形點商
場）一名為逃避警員截查，狂奔推跌警員後，自行跨過 2 樓商場
欄河跳下 1 樓中庭受傷的青年，因右手及脊椎末端部分骨折，昨
日仍在醫院留醫，情況穩定，涉嫌襲警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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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倉藏爆炸品 警：失火不堪設想

香港文匯報訊 警方毒品調
查科前日根據線報，於觀塘迷
你倉搜獲爆炸品，包括煙霧餅
等，一旦遇到高溫及火花即會
燃點。警方昨日批評，不法分
子於迷你倉擺放相關物品，一
旦意外發生火警，後果不堪設
想。此舉罔顧公共安全，是極
度自私行為，並警告管有爆炸
品屬嚴重罪行，最高刑罰為監
禁14年。
警方早前接獲線報指，有暴力
示威者利用工廠大廈的單位，儲
存煙霧餅等爆炸品。警方在調查
後，昨日突擊搜查觀塘鴻圖道工
廠大廈一個單位，檢獲多種不同
類型的爆炸品及化學物品，和常
用的示威裝備，包括頭盔、防毒
面具、過濾器等，並拘捕一名
18歲學生。
被捕者被控以「管有爆炸
品」及「管有攻擊性武器或適
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今早
提堂。經檢驗後，警方昨日在
fb 發帖，進一步提供搜獲物品

的詳情。
警方表示，被搜獲的物品主
要分為（一）500克的煙霧餅、
（二）約 15 克爆炸品及（三）
數十支化學品，部分為氧化劑
級別。爆炸品處理課指出，煙
霧餅及爆炸品高度易燃，遇到
高溫及火花即會燃點，即使用
水亦難以撲熄。其他檢獲的化
學品雖非爆炸品，亦屬易燃
物。警方指，該迷你倉現場環
境狹窄，放滿物件，一旦意外
發生火警，後果不堪設想。其
實迷你倉並不容許存放易燃
物，更何況爆炸品。不法分子
於迷你倉擺放相關物品，罔顧
公共安全，是極度自私行為。
警方提到 2016 年九龍灣淘大
工業村迷你倉的火警，焚燒過
百小時才被救熄，兩名消防員
不幸殉職，社會不願類似悲劇
再次發生。「警方警告管有爆
炸品不單易生意外，亦屬嚴重
罪行，最高刑罰為監禁 14 年，
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墮樓過程曝光
身旁並無警察

倒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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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對旺角有少年在警方採取驅散
及截查行動中意外墮樓受傷，煽暴派先稱「有 3 名警員推他下
樓」，其後又改口稱是警員發射胡椒球彈將該少年「射落樓」。
警方昨日發出嚴正聲明，指在整件事中，包括在現場天台及地面
的警務人員，均沒有向該名墮樓少年使用任何武力，包括胡椒球
彈發射器等。傷者墮下後，警方亦容許現場急救員為他進行急
救，並無阻撓救援。
警方指，昨日（25 日）聖誕節凌晨 2 時許，有大批暴徒在旺角
砵蘭街一帶聚集，破壞社會安寧，遂派遣一隊防暴警員到場驅
散。約在凌晨2 時 10 分，警員目睹有可疑人進入砵蘭街近長沙街
的一間餐廳，於是跟入調查，惟被一名男職員頂着大門阻止，經
多次警告，對方仍故意阻擋警員進入執法，事後遂以涉嫌「阻礙
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罪名將其拘捕。
行動中，警方曾封鎖該家餐廳調查所有逗留者，包括進入平台
範圍搜查，當時發現有數人逗留，於是要求他們離開平台協助調
查。其間，並無察覺任何人處於平台外牆位置，亦沒有在平台上
使用任何武力。
稍後，至 2 時半左右，在餐廳外地面戒備的警員發現有人在餐
廳旁的休憩公園處圍觀，了解期間發現有人雙手攀附在大廈平台
外的危險位置。由於現場環境昏暗，警員曾以電筒照明人士位
置，當時他仍未墮下，惟未幾事主突告墮下受傷，需由救護車送
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事主被送院時清醒。

4 男慘遭魔襲 一人一度昏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平安夜
黑衣魔四出破壞社會安寧引起市民不
滿，為令不同意見的市民滅聲，黑衣魔
動輒恃人多行私刑。由午夜至昨日凌晨
2 時為止，旺角區發生最少三宗「私
了」案件，共 4 名男市民遭黑衣魔圍
毆，有事主被打至頭破血流重傷一度昏
迷、有被圍毆倒地，被扯爛上衣的事主
大呼：「點解……」

疑指責黑魔暴行遭圍毆
昨日凌晨零時許，大批黑衣魔聚集旺
角亞皆老街與彌敦道一帶繼續破壞匯豐
及恒生銀行時，一名途經的中年男子疑
不滿黑衣魔暴行，出言指責，詎料即被
恃人多的黑衣魔包圍施襲，事主不敵，
慘遭硬物打至頭破血流重傷倒地昏迷，
連褲管也破爛，波鞋甩脫，但黑衣魔仍
未停手，要由現場的義務急救員制止並
為傷者進行治理，直至救護員到場將傷
者送院。事後警員到場調查，現場地面

遺下大攤血漬及染血紗布等急救用品，
觸目驚心。
約半小時後，一名滿身酒氣男子途經
旺角登打士街家樂坊對開時，被黑衣魔
藉詞指他帶醉非禮他人，不由分說一擁
而上「濫用私刑」打傷事主，傷者由救
護員扶上救護車期間，黑衣魔趁未有警
員到場，再次出手施襲。
同一時間，在附近不遠處的碧街及彌
敦道交界，再有一名男子疑與黑衣魔發
生口角，迅被圍毆打傷，更被拋掉手提
電話無法尋回；事主其後向傳媒自稱是
附近居民，不滿近日黑衣魔暴行影響生
計出言指責，詎料即遭毆打。
在昨日凌晨約1時半左右，有黑衣魔聚
集在西洋菜南街一帶堵路破壞期間，一名
男子疑不滿黑衣魔暴行，雙方發生口角遭
圍毆，事主不敵被打至上衣扯爛受傷倒
地，一度激動大叫：「點解……」衝突過
後，警員到場經兜截，在附近制服3名懷
疑涉案黑衣魔帶署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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