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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莊犯眾憎 9.5萬人促下台
泛暴為掩飾己錯無所不用其極 搗亂大聯盟街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未知是
否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立下「壞榜
樣」，復活節假期間，大批無視「限聚
令」者外出，警方在首兩天發出的定額罰
款告票10張。自上月29日「限聚令」生
效起至昨日凌晨，警方向在公眾地方涉群
組聚集的市民共發出35張定額罰款告
票，其中10張是假期首兩天發出。同
時，警方繼續夜巡尖沙咀酒吧區打擊違反
「禁酒令」的酒吧，昨晨在金馬倫道拘捕
一名違令酒吧負責人，5名酒客涉干犯
「限聚令」收告票。
趁復活節假期，西九龍總區反三合會行
動組警員昨日凌晨約零時起展開行動，突
擊巡查區內多個娛樂場所，以確保區內娛
樂處所已按《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
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五九九F
章）（《規例》）的規定關閉，在酒吧林
立的諾士佛臺，有數間店舖持有食肆牌
照，仍有市民光顧，警員檢視顧客人數和
座位，發現當中有人無戴口罩，經警員勸
喻後戴回。

5顧客收定額罰款告票
行動中，警員發現金馬倫道26號至28

號金壘商業中心一酒吧違規營業，並拘捕
酒吧內一名42歲男酒吧負責人涉嫌違反
《規例》，被控以一項《預防及控制疾病
（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
（第五九九F章），案件於4月20日在九
龍城裁判法院提堂。同時，警員以涉嫌違
反《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
例》（第五九九G章），向酒吧內其中5
名顧客（3男2女，年齡介乎28歲至45
歲）發出定額罰款告票。

「限聚令」共發35定額罰款告票
針對由3月29日起實施的「限聚令」，限制4人以

上在公眾地方聚集。截至昨日凌晨，衛生署、漁農自
然護理署、康文署、房屋署、民政署、食環署及警方
等各部門就有關群組聚集進行了22,170次巡查，並發
出2,868次口頭勸喻，其間警方共發出35張定額罰款
告票。
對餐飲業務處所實施的限制措施，各部門共進行

37,236次巡查，發出2,042次口頭勸喻。其中食環署
及警方就違反有關餐飲業處所指示的涉嫌違例處所，
提出11宗檢控，較對上9日公佈的3次檢控大幅增
加。至於被勒令關閉的麻雀館、卡拉OK及美容院等
11類表列處所，各部門共進行3,049次巡查，發出36
次口頭勸喻，暫時未作檢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人假期到郊外
遊玩，市區人流則較平日
假期減少，但部分地點如
菜市場和商場等，昨日仍
人山人海。
假日不能外出聚餐，不

少家庭都選擇買多幾個菜
回家煮大餐。香港文匯報
記者昨午到旺角街市巡
察，由於街市走道窄，不
少市民要停在菜檔前揀
菜，令現場更見人頭湧
湧，絕對沒有任何社交距
離，幸大家都戴上口罩，
風險應該有所降低。
除傳統菜市場外，部分
超市同樣人山人海。售賣
日本貨品的驚安殿堂尖沙
咀分店，昨午約5時多，
店內再逼滿購物者，大部
分集中於熟食部，部分食
品如飯團等已清空，不少員工補貨上
架。店內排隊付款人龍長達數十人，
有店員舉起龍尾紙牌方便顧客。
有顧客直言昨日人數明顯增加，較
以往周六多兩倍，知道多人聚集會增
加感染風險，但認為只購物一會兒不
會中招。

有情侶脫罩互相餵食
葵涌廣場亦有不少市民逛商場，雖
未見有4人以上群組行街聚集，但不
少市民集中在商場3樓的美食街開

餐，有情侶脫下口罩互相餵食，又不
時耳鬢廝磨，恐提高染疫風險。現場
所見，商場座椅一如以往坐滿人堆，
有座椅更坐足五六人，更有夾公仔店
懷疑違規，打開大門任人入場，店內
兌幣機和夾公仔機亦未見熄機。

旺角天橋僅10多組外傭聚集
至於以往周末擠滿外傭的旺角行人

天橋，昨日外傭明顯疏落，只有10多
組外傭聚集，她們都4人或以下一
組，彼此距離亦有拉寬。

唔知係咪泛暴派習慣
咗當法例冇到，繼公民
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
後，撐黑暴嘅香港「國
際關係學者」沈旭暉，

早前就去「拜會」一度因為撐黑暴而俾
泛暴派封做「才女」嘅梁芷珊，仲將張
相放上fb，結果俾人發現梁芷珊手上有
電子手帶，即係由海外返港仲處於家居
隔離。唔少網民鬧爆沈旭暉同梁芷珊破
壞規矩、增加病毒傳播風險，「係咪名
人有特權？」

巧威威上載兩人合照上fb
沈旭暉之前鬧特區政府話自律隔離「漏
洞多多」，點知佢自己就親身示範漏洞何
在：就係啲人唔自律。梁芷珊4月頭去英
國照顧在當地求學的17歲女兒，返港後

就要接受檢疫同家居隔離，隔離期未完，
沈旭暉就摸上門「拜會」對方，仲巧威威
咁上載咗張兩人合照上fb。

網民質問：名人在港有特權？
兩條友坐得近，而且冇戴口罩。有眼

尖嘅網民更喺睇到相中嘅梁芷珊仲戴住
家居隔離嘅電子手帶。如果梁芷珊真係
中招，咁沈旭暉咪等於成為對方病毒的
載體？一旦通街行就好危險囉！
「Winkie Chung」留言質疑：「點解家
居隔離緊仲連口罩都唔戴，仲要接
觸？」「Canis CM」質問：「家居隔離
緊仲可以接受其他人探訪！自己是名人
在香港就有特權嗎？」
「Michael Wong」怒道：「請顧己及
人可以嗎？梁小姐在高危地區英國回港
不足14天，她仍須遵守家居隔離檢疫，

她也說過自知從英國回來，算是比較高
危，她自覺有需要亦會隔離21天。」
他續說：「大家都知道潛伏期可以沒

有病徵。現在你們這樣見面，如果萬一
不幸中招，你有想過你自己？你家人？
和你見過面的朋友？說實話，你們這樣
令人感到失望，因為大家努力在抗疫，
不出外，但你們卻破壞規矩增加風險。
當然，我希望你們都是身體健康！更希
望大家自律遵守隔離檢疫，減低感染機
會，為人為己為醫護！」
「Eddie Chan」亦話：「佢話要遵守

家居隔離喎！戴住手帶出街仲要除罩相
見！講一套做一套！但教授都唔應該跟
佢見面啦！你哋有冇諗過家人朋友？對
你哋好失望……」「Andrew Tsang」批
評道：「讀幾多書都好，人就是虚
（虛）偽。」「Kelly Leung」就揶揄：

「袁國勇醫生話你地（哋）兩個『唔見
棺材唔流眼淚』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成祖明）新冠肺
炎疫情未止，全城抗
疫期間遇上一連4天
的復活節長假期，不
少市民在假期第二天
繼續外出遊玩，其中
郊野公園及泳灘成為
熱點，如大潭郊野公
園和石澳泳灘昨日不
乏一家大細的身影，
但不少市民沒有戴上
口罩，更有巿民超過
4人出行，違反「限聚令」規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大潭郊野公

園和石澳泳灘，均看見不少巿民往遊
玩。其中在大潭郊野公園，市民大多三
五成群前往遠足，但大部分都沒有戴上
口罩，或把口罩拉至下巴位置，更不時
脫下口罩自拍留倩影，直至到達南門的
巴士站，才陸續戴上口罩。
大潭郊野公園的衛生情況有所改

善，但仍有小量使用過的口罩和紙巾留
在路上，有負責清潔的職員則指情況已
有改善，「有啲人（市民）行過架（垃
圾）車隔離都會順手掉落嚟，你見架
（垃圾）車都係樹葉多。」
特區政府早前關閉郊野公園的燒烤

設施，在燒烤地點外貼上告示，表明因
應疫情，燒烤地點封閉至23日，強調
遊人封閉期間不得進入圍封範圍，違者
可被檢控。不過，仍有市民進入燒烤地
點內休息和進食，有市民表示行山中途
需要休息，只有該處有椅，「又唔係入

去燒烤，應該冇事嘅。」

稱地方空曠 暫脫罩未嘗不可
行山客張先生則表示，疫情前每周

都會去行山，認為郊野公園內的地方較
空曠且人流未算擁擠，暫脫下口罩未嘗
不可，「都要唞吓氣、吸吓新鮮空氣，
出到嚟就會戴返（口罩）。」

有外籍人士泳灘聚會「超聚」
部分巿民則到石澳泳灘享受日光

浴，現場所見，不少人均沒有戴口罩，
有一行4人的青年因早前特區政府關閉
室外足球場而「餓波」一段時間，昨日
在石澳泳灘上踢4人足球。有外籍人士
在泳灘聚會，人數超過「限聚令」規
定。還有外籍人士在沙灘上打排球，人
數亦超標。
李小姐昨日帶着兩名子女到石澳泳

灘玩耍，表示子女在家多時感到沉悶，
「玩完都要佢哋用酒精捽手，都冇可能
要佢留喺屋個幾月唔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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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昨日凌晨在諾士佛臺一帶酒吧食肆巡查。

梁芷珊未隔離完 沈旭暉上門「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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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巧威威咁上載咗張兩人合照上
fb。

部分菜市場商場人山人海 郊園泳灘成熱點 頻現無戴罩「超聚」

■到石澳泳灘享受假日的巿民，很多都除掉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菜市場人山人海。

■旺角行人天橋昨日外傭明顯疏落。

身兼大律師的公民黨立

法會議員陳淑莊日前夥同

黨友林瑞華與40餘人在酒

吧聚集，涉嫌違反「限聚

令」。有市民日前成立

「要求陳淑莊下台大聯

盟」並發起網上聯署，要

求陳淑莊下台並道歉。大

聯盟昨日在大圍站擺街站

宣傳，獲得市民踴躍響

應，惟不斷有泛暴派政黨

搗亂，亦有身份不明者騷

擾挑釁，指罵參與聯署的

街坊，最終街站被迫提早

結束，並會繼續採用網上

聯署的方式表達意見。有

網民批評，泛暴派為了掩

飾己錯，已無所不用其

極。 不過，市民繼續發

聲，截至昨晚12時，要求

陳淑莊下台的聯署人數已

達近9.5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陳淑莊早前與40餘人在酒吧聚集，涉嫌
違反「限聚令」市民在公眾場所聚會

不可超過4人的防疫規定，但陳卻辯稱自己
是以立法會議員身份，在「私人地方」出
席「公務會議」，不涉違法。

大聯盟提出「五大訴求」
「公民力量」發言人林宇星，「KOL
100」李梓敬、莫嘉傑日前召集成立「要求

陳淑莊下台大
聯盟」，提出「五
大訴求」，包括公開
酒吧CCTV片段，公
開當日出席人名單、
陳淑莊、林瑞華等公
開道歉、有關人士主
動自首等。聯盟昨日

在大圍站擺街站宣傳活動，得到市民踴躍
參與。惟現場亦有不明者叫囂指罵，聲稱
街站人數「過多」，違反「限聚令」云
云。

林宇星：不同政見者挑釁指罵
林宇星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

表示，他們一行3人一直遵守「限聚令」，
每次只協助一名街坊進行聯署，且有意與其

他人隔開一段距離。有警員接報到場觀察情
況後，亦認為當時人員流動，並未違反「限
聚令」，亦未要求他們離開。
他續說，當時不斷有不同政見者前來挑

釁、指罵，有些更與前來參加聯署的街坊
對罵，險些動手，有泛暴派政黨更特意在
對面擺街站。為了街坊的安全，他們決定
提早結束街站，繼續採用網上聯署的方式
表達意見。
林宇星表示，「要求陳淑莊下台大聯

盟」得到了市民的廣泛認同，在街站參與
聯署的市民亦對陳淑莊的行徑感到非常憤
怒，狠批陳淑莊的集聚行為增加了社區爆

發的可能，要求陳淑莊立刻辭職並道歉。

李梓敬批作為律師未以身作則
李梓敬則批評陳淑莊作為律師，卻未有

以身作則遵守「限聚令」，又認為律政司
司長鄭若驊此前並沒有直接批評陳淑莊，
期望聯署能給特區政府帶來壓力。

周厚立：酒吧屬受管制範圍
全國政協委員周厚立同日則指，陳淑莊

日前被指仍前往深水埗一家酒吧與40多人
聚會，特區政府所頒「限聚令」，條文明
確清晰，包括立法會議員在內的所有公職

人員，均須嚴格遵守，不論其是否履行其
認為的職能，並無豁免權。
他表示，酒吧屬公眾地方，屬於受管制範

圍，任何人在酒吧參與和組織被禁止的聚
集，即涉違反「限聚令」。香港是法治社
會，不管什麼背景，違法必須承擔責任，陳
淑莊涉嫌違反「限聚令」，涉事酒吧亦涉觸
犯相關的業務及處所規例，不會因為其背景
而有特權。
周厚立強調，為香港抗疫大局，明確防

疫信息，有關部門須嚴格執法，切實追究
有關人等的刑事責任，果斷截斷社區潛在
隱患，減低病毒擴散重大風險。

■大聯盟昨日在大圍站擺街站要求陳淑莊下台，獲得市民踴躍響應。 網上圖片
■截至昨晚12時，要求陳淑莊下
台的聯署人數已達近9.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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