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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行會今早召開特別會議

研引緊急法速推禁蒙面法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反修例暴力示威愈演愈烈，國慶日更
演變成全港大範圍暴動，特區政府正積極研究各種更有效的方法止暴制
亂。據政府消息人士表示，行政會議今早將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政府引用
《緊急法》事宜，並按此法賦予之權力，盡快頒布《禁蒙面法》。據了
解，一切籌備該法例的工作已到達最後階段。

湯家驊：對守法市民無影響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10 月 1 日國慶日社會出現的情
況，已經可以列入可引用《緊急法》的混亂情況，但強
調並不意味香港進入緊急狀態，雖然政府曾考慮執行問
題，但認為現時社會有一定共識，《禁蒙面法》可以賦
予警方更大權力，應付違法示威，亦不擔心會影響人身
自由，因為如任由情況繼續惡化，反而保障不到市民的
自由。一旦《禁蒙面法》通過後，可立即實行。
行會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接受港台訪問時表

示，若特區政府要引用《緊急法》，延長拘留時間及
立《禁蒙面法》是 「不可接受之中較可接受」的方
案。他認為《緊急法》具針對性，對守法的市民而言
「完全無影響」，相對容易接受。

葉劉：參考外國例子屬可行
對於有意見認為實施宵禁令較為可行，有助減少人
群聚集。湯家驊指出，實施宵禁令的影響較《緊急
法》更大，因所有市民均須留在戶內，《緊急法》較
有針對性，但他對是否動用亦有保留，因不少國際投

資者擔心一旦實施《緊急
法》，會損害香港營商環境
及國際形象。
他又說，明白各方對警方
開槍一事有情緒，認為政府應
從法律層面想方法，否則他擔
心示威者中槍事件可能再發生。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香港可參
考外國《禁蒙面法》的例子，建議政府透過
引用《緊急法》制訂《禁蒙面法》，禁止示威
者蒙面，若只由立法會立法，或不能達到止暴
制亂效果。
根據《公安條例》第 31 條，特首如信納為了公共
秩序而有需要，可藉宵禁令指示每位人士在指明地區
及時間留在戶內，在令內所指明的一段期間持續有
效，直至特首提早撤銷宵禁令時為止。任何人違反宵
禁令規定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監禁兩年；警察或其
他紀律部隊等人士在當值或在往返值班途中，毋須受
宵禁令規限。

特區政府研
究頒布《禁蒙
面法》，以制
止暴徒蒙面逃
避刑責。
資料圖片

禁蒙面法推動組宣布成立

「禁蒙面法推動組」 昨宣布成立，由民建聯議員葛珮帆擔任召集人（中）。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民建聯議員葛珮
帆與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前主席陳祖光等昨宣布成立
「禁蒙面法推動組」，主張參考加拿大禁蒙面法，禁
止在非法集會蒙面，違者最高可囚 10 年，如因工作原
因、醫療原因、駕駛原因等可獲豁免。 「禁蒙面法推
動組」召集人葛珮帆認為，立法有一定阻嚇力，相信
可減少蒙面人數，並有助執法以及舉證。

設 3 名顧問 葛珮帆任召集人
「禁蒙面法推動組」昨宣布成立，由港區人大常委
譚耀宗、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及行會成員葉劉
淑儀擔任顧問，民建聯議員葛珮帆為召集人，委員包
括：港區人大代表陳曼琪、洪為民、陳曉峰，前警察
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紀律部隊義工隊主席麥錦
輝、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同學會主席胡明峰、退休公務
員孫名、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會長王吉顯、香港
青年聯會主席楊全盛、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冼漢迪、
傳媒人屈穎妍等。

葛珮帆表示，反修例風波持續，暴力示威無法無
天，已嚴重影響本港民生及經濟發展，良好市民的出
行與言論被剝奪，旅客及投資者更對香港卻步，中小
企業生意大跌，無數行業受影響，近日暴徒更蒙面行
事，隨意暴打市民，伏擊休班警員，不少人已忍無可
忍。她引述，不少心理學報告指出，一個人於蒙面隱
藏身份後，會傾向做出更激烈的行為，連月暴亂，暴
徒自恃蒙面可掩飾身份，更肆無忌憚使用暴力，以避
免被捕。

只針對非法集會符人權公約
她續指，《禁蒙面法》在外國十分普遍，美國多個
州份、加拿大、瑞典、荷蘭、德國、法國、意大利等
都有實行，推動組初步建議參考加拿大模式，針對禁
止在非法集會現場蒙面，最高可判 10 年，相信立法有
一定阻嚇力，禁止部分人參與非法示威現場蒙面，是
「救得一個得一個」，有助減少蒙面人數，協助執法
及舉證。

記者 馮俊文攝

對於有市民因病戴口罩經過示威現場，以及傳媒戴
上面罩會否違法。葛珮帆表示，要再仔細研究條文，
但如參考加拿大做法，則只是針對非法集會，如因工
作原因、醫療原因、駕駛原因等可獲豁免，符合國際
人權公約，又承認立法未必可立即止暴制亂，但執法
從來都是困難，正如吸毒亦難以執法，但不可因此不
執法，《禁蒙面法》是其中一個可行方案，解決香港
目前騷亂，法例只是針對非法集會人士，自己曾與不
少反修例人士溝通，他們都支持《禁蒙面法》，反對
暴力行為。
陳祖光直言，任何法例執法都有難度，警隊基層、
退休的員工亦百分百支持《禁蒙面法》，如最終真的
立法成功，相信警方會盡力執法。至於警員執法應否
蒙面。他強調，一般警員執行巡邏職務不會蒙面，只
在執行危險行動時、或身處特種部隊如：飛虎隊等才
會蒙面；葛珮帆則直言，早前不少人提出示威者不能
蒙面，即是否警察也不能蒙面，針對非法人士的法
例，重申不能與警察執法相提並論。

港鐵閘機被毀 乘客慘排長龍
政府及港鐵公司予以強烈譴責。港鐵表示，前晚至
少有 10 多個車站的設施遭嚴重破壞。雖然昨日港鐵
未有車站需要暫停服務，但個別車站因可正常操作
的入閘機不足，要由職員持手提八達通機協助進
出，有車站在上、下班繁忙時間出現乘客排隊出入
閘情況。

職員持手提八達通機應對
港鐵職員用手提八達通機協助乘客入閘。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對於大批暴徒前
晚在港九新界多區進行堵塞馬路、破壞商舖和港鐵設
施、攻擊警署、縱火及投擲汽油彈等違法行為，特區

政府發言人昨日凌晨表示，暴力示威者由前晚開
始在港九新界多區進行連串違法行為，嚴重破壞社
會安寧，威脅警務人員及市民人身安全。警方會繼
續採取果斷的執法行動，回復社會秩序。
另外，港鐵表示，前晚至少有 10 多個車站的設施遭
嚴重破壞，受損設施包括出入閘機、售票機、閉路電

警評會職方協會反駁失實指控
【香港商報訊】10.1 國慶日多區爆發暴動，一名就
讀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的中五學生疑涉襲警中槍
後，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當日急不及待發表聲明，
譴責香港警察開槍嚴重傷害示威者，是蓄意射傷市
民， 「行徑與行刑無異」。由 4 個本地主要警察協會
組成的警察評議會職方協會昨日向該會會長馬仲儀發
公開信，對於有由專業人士組成的協會提出 「超越本
身專業範疇、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立場偏頗、亂扣
帽子的失實譴責」，感到極度遺憾及憂慮。

斥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偏頗
協會指出，由一個專業團體跨範疇、跨界別地對
另一個專業團體作譴責或批評屬罕見，對方在聲明

中隻字不提示威者當時手持鐵錘及汽油彈等武器包
圍攻擊該人員的情況，重申判斷生命是否受到威脅
需要考慮眾多因素，包括對方的武器亦會因應對方
的使用方式、距離及其他環境因素等構成不同程度
的威脅。
協會又指，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在聲明中表示，
前線警員對市民、記者、醫護人員懷有敵意，並毫不
尊重香港市民的示威和基本權利，但並無提出相關證
明或例子。協會強調，警隊沒有以武力試圖消滅任何
人，警務人員使用武力有清晰的指引，而且當達到目
的便會停止使用武力，並指警隊是政治中立的隊伍，
根據法律賦予的權力執行職務。
協會續指，認同香港目前的社會衝突是由反修例風

視及玻璃圍欄等。其中大圍站再度成為示威者破壞目
標。該站昨日雖如常使用，但站內多項設施毀壞，站
外多個玻璃門窗被打破，玻璃碎散滿一地，職員暫用
膠帶圍封待派員維修；此外，站內多部出入閘機受
損，暫停使用，乘客要排隊入閘，有使用八達通入閘
的市民，需由職員持手提八達通機協助出入閘。
損毀較為嚴重的車站亦包括將軍澳線的調景嶺站、
將軍澳站及坑口站。昨早將軍澳站及坑口站個別出口
只有一部閘機運作，早上繁忙時間要由職員以持手提
八達通機協助乘客入閘，進出車站的乘客都大排長
龍。
港鐵表示，會盡力復修以減低對乘客的影響，並再
次強烈譴責有關破壞及暴力行為，公司已就有關案件
報警。
波衍生，但強調警隊只針對當中的違法行為採取行
動，並沒有干涉當中的政治部分，並指對一個由專業
人士組成的協會提出毫無根據，刻意抹黑警隊以誤導
公眾的指控感到驚訝。

林志偉闢謠指遭惡意中傷
信件由 4 家警察協會主席簽署，包括警司協會主席
陳民德、香港警務督察協會主席伍偉基、海外督察協
會主席譚奕良及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副本
亦抄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食衛局局長陳肇始、醫管
局主席梁智仁及衛生署署長陳漢儀。
另外，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昨日鄭重闢
謠，嚴斥有人在 Facebook 上擺放一張他在公開講話時
的圖片，並大字標題寫上 「警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
偉必要時殺 20 萬人保 20 年繁榮穩定」，是有居心叵
測之徒以卑劣手段惡意造謠中傷；予以嚴厲譴責，並
保留追究有關人士的權利。

關注組請願
撐禁蒙面法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民間團體 「反
黑金反港獨關注組」昨日到金鐘政府總部外請願，
要求政府盡快設立《禁蒙面法》（圖），以免暴徒
逃避法律責任。
近 30 名請願成員昨手持國旗、區旗來到政府總部
前，叫喊 「速立禁蒙面法」等口號。發言人指出，
近月來連串示威暴力程度不斷升級，暴力示威者有
備而來，他們戴上頭盔、蒙面，使用雷射槍、彈
叉、鋼珠、腐蝕液體、燃燒彈等都是極具攻擊性武
器，絕對是有預謀、有組織地犯法。他們為逃避刑
責，絕大部分都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借鏡《禁蒙面
法》在歐美多個國家早已立法，所以強烈要求特區
政府從速立法。

警修訂程序手冊
增武力項目選擇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警方在國慶日
前的星期一晚上發出內部通告，已修訂《程序手
冊》，當警方面對 「頑強對抗」時， 「武力使用的
選擇」項目有改動，新增了催淚彈及胡椒彈；至於
面對 「暴力攻擊」時，可選用的武力則新增俗稱
「水炮車」的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橡膠子彈及布
袋彈等。而新版本亦列明，伸縮警棍、橡膠彈、布
袋彈或俗稱 「水炮車」的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屬於
「
低殺傷力武器」。
據了解，根據警方新修訂的警務處《程序手冊》
第 29 章列明，當警方面對 「頑強對抗」時， 「武力
使用的選擇」項目有改動，新增了催淚彈及胡椒
彈；至於面對 「暴力攻擊」時，可選用的武力則新
增俗稱 「水炮車」的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橡膠子
彈及布袋彈等。
而新版本亦列明，伸縮警棍、橡膠彈、布袋彈或
俗稱 「水炮車」的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屬於 「低殺
傷力武器」。據了解，警員因面對 「致命武力攻
擊」可使用槍械的定義亦有更改，以往定義為 「以
毆 打 行 動 『意 圖 』 引 致 他 人 死 亡 或 身 體 嚴 重 受
傷」，新版本是 「以毆打行動 『引致或相當可能引
致』他人死亡或身體嚴重受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