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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警阻救援  消防人員被禁聲

消防員被要求遵守警方決定

11 月初有消防員在中環執勤

期間，警方在附近施放多枚催淚

彈驅散市民，其中有催淚彈擊中

消防車。一名消防員不滿警方行

為，與在場警察理論，卻遭多名

防暴警察用長盾推撞至牆邊，並

將他包圍；警察並對上前採訪的

記者噴射胡椒噴霧。事後傳出該

消防員遭內部訓示，但消防處並

沒有譴責警方的行為。

此外，11 月 3 日科技大學學

生周梓樂（22 歲）在尚德停車場

三樓墮至二樓，案件疑點重重，

再度引爆警察過度使用武力惡行

的輿論。不僅如此，多家媒體及

目擊者均指出警方派人阻擾救護

人員前往案發現場進行急救，消

防處也指接報有人受傷後救護車

兩次被「其它車」阻塞，導致延誤

救援時間至少 20 分鐘，傷員最終

傷重不治。

連串事件引起香港社會廣大

回響，市民紛紛譴責警方不但過

度使用武力，阻礙救援更「如同

謀殺」。據悉，消防及救援前線

人員對於警方行徑十分不滿，並

曾多次向上級反映。

不過，《蘋果日報》12 日引述

消防處發出的內部電郵指，「消防

處與警方一直有明確的分工，處

理暴力事件時各司其職，互相配

合，不存在任何從屬關係」，並

發出「新指引」，要求前線人員遵

守警方「是否讓消防處人員進入

『熱區』執行職務」的決定。如果

警方認為「處方人員不適宜進入

『熱區』執行職務，甚至應立即離

開現場」。「新指引」並要求前

線人員「不要與在場警務人員爭

辯，應保持冷靜，並盡快將情況

通知消防控制中心」。

不少網民得悉消息後表示十

分震驚，無法理解警察決定大於

救援的做法。

【看中國記者鍾靈綜合報導】香港

反送中運動踏入第 5個月，連月發
生的警暴事件令民怨爆發、衝突頻

生。本應站在拯救生命最前線的消

防員及救護人員卻屢傳出遭警暴、

阻擾救援的事件，雙方亦多次發生

口角及衝突。不過，消防高層卻企

圖淡化前線人員遭受的困境，要求

內部「噤聲」。

【看中國記者鍾琺綜合報導】

因香港警察開槍等暴行，「反送

中」運動再次引發各界關注。在

香港採訪的德國記者曾到極端恐

怖組織「伊斯蘭國」（ISIS）前線

工作過，他認為香港警察行為不

但具有侵略性，而且還令人難以

預料。此外，有 322 個中學生組

織誓言花 50 年時間奉陪港府，抗

爭到底。

德記者將港警與ISIS並論
德國記者倫澤（Enno Lenze）

在個人推特（Twitter）用英文發

推文寫道：「親愛的香港示威者、

兄弟姐妹們，作為來自德國的記

者，我不經常聽到身邊周圍很多

人說『謝謝你』。這裡（發生的

事情）真是令人難以置信。我曾

在 ISIS 前線工作過，但現在比較

更害怕香港警察，因為他們（行

為）讓人難以預料。」

倫澤還用德文在臉書發文寫

道：「警察在香港一般購物商場像

這種方式進行巡邏，他們盤問了

我幾分鐘，我一切都好。今天，

警察將對所有拍照、攝影的人及

所有狀況採取大規模行動，你會

被即時拍照與盤查，記者們還得

放下採訪工具進行自我保護。（香

港警察的行為）真的很具有侵略

性，（令人感到）非常緊張，比昨

天（情況）更糟糕。」

臺灣中央社 11 月 11 日晚報

導，曾出版專書的德國獨立記者

倫澤，之前在社交媒體發文稱：

「香港還是很狂暴，我之前去博物

館，回程時碰上警察瘋狂行動。

除在電梯裡，有母親和孩子遭遇

催淚瓦斯獲得照料，警察顯得並

非那麼不情願，一半的商場都可

德記者指港警具侵略性 中學生組織誓50年奉陪

立委名，前 15 名有：葉毓蘭（警

大退休教授）、曾銘宗（立委）、

李貴敏（前立委）、吳斯懷（退

役將領）、鄭麗文（前立委）、林

文瑞（農田水利會聯合會長）、李

玉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教授）、

邱毅（前立委）、廖婉汝（屏東

縣黨部主委）、吳敦義（國民黨

主席）、謝龍介（臺南市黨部主

委）、車宜靜（救國團主任葛永光

的妻子）、溫玉霞（臺商）、翁重

鈞（前立委）、張育美（中常委）。

報導引述國民黨中常會參會

人士消息稱，在會議中有中常委

認為國民黨不需要今日就一定通

過不分區立委名單。中常委徐弘

庭建議，吳敦義若是一定要列入

不分區立委名單，應該排在第 14
名。最終因建議沒有被中常會接

受，徐弘庭選擇憤而退席，不為

此屆不分區立委名單背書。

臺灣媒體 CTWANT11 月 13
日報導，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

出爐之後，受到各界關注和質

疑。據悉，面對國民黨這份不分

區立委名單，有國民黨立委私下

表達了自己無奈的心情；也有立

委認為，在 2020 年臺灣大選中，

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其實對區

域立委選情幫助不大，不求有功

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不分
區立委名單

11 月 13 日，國民黨官方網

站發布消息稱，國民黨中常會今

日通過第 10 屆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候選人名單，16 日

將提交給第 20 屆中央委員會第 3
次全體會議批准。在介紹本屆不

分區立委名單特色時，特意提及

黨主席吳敦義名列第 10 名，“帶

領大家衝刺國會席次”。

臺灣 中 央 社 11 月 13 日 報

導，如同傳聞一樣，黨主席吳敦

義列入安全名單。按照吳敦義日

前的評估，國民黨在 34 席不分區

立委中可以獲得 14 至 15 席，因

此，國民黨不分區安全名單應在

14、15 人。

國民黨中常委通過的不分區

【看中國記者鍾靈綜合報

導】香港反送中運動在港警以實

彈射擊學生及多宗示威者離奇

命案後迅速升級。港府態度越

趨強硬，拒絕回應市民訴求。

12 日港警再度升級武力，更派

出近 500 名警察「攻打」香港

中文大學，連續 4 小時不斷發

射催淚彈及橡膠子彈，至少造

成 60 名學生受傷，也有學生死

生未卜。

據消息，從 12 日下午 6 時

開始，香港警方派出大約 200
位防暴警察前往中大對學生進

行拘捕行動，學生頑強抵抗築

起防線，警方不斷增援，並不

停施放催淚彈及橡膠子彈。有

學生分別後腦、頭部、眼睛中

槍，亦有記者鏡頭被射爆。

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副

校長吳基培及多名立法會議員

曾前往前線與警方交涉、呼籲

警方停止使用武力未果。段崇

智曾向學生表示警方在中大附

近是為了維護吐露港公路安

全，目的不是進入大學，並提

出互相後退請求，但警方並無

後退的意思，並隨即在校長等

人面前發射催淚彈，學生紛紛

掩護他們躲避。

從 下 午 6 時 開 始， 中 大

內催淚彈聲持續不斷，估計發

射量逾千枚，現場一片煙霧瀰

漫。根據早前市民自行進行的

化驗報告，警方最新使用的大

陸製催淚彈含有毒山埃及二噁

英等致癌物質，燃燒溫度近

500度，對人體損害非常巨大。

晚上 9 時半，警方再度增

派人手前往中文大學，有消息

指出警方另外增派約 300 名前

往中大，現場共約 500 名警

察，被網民形容為「總動員攻

打」中文大學。晚上 10 時，水

炮車也駛進中文大學，並向學

生發射水炮，學生慌忙走避，

防線崩潰。

警方亦派出了直升機於中

文大學上方盤旋。據悉現場至

少 60 名學生受傷，有學生嚴重

受傷、不省人事，惟救援部門

無法前往施救。同時，警方也

派出另一分隊「攻打」位於九龍

塘的城市大學，學生築起防線

頑強抵抗。

然而，學術自由學者聯盟發

表聲明，強烈譴責港警衝入大學

校園，要求追究港警責任；同時

要求各大學校長與管理層保護學

生，並且安排各大學停課一週。

該聲明要求港警馬上停止進入各

大學校園。

但求不要幫倒忙。不分區立委名

單對 2020 年總統大選與政黨票肯

定有影響。

報導引述外界質疑稱，國民

黨這份不分區立委名單黨主席吳

敦義償還“人情債”及為報恩而

為。此外，知名醫界人士沒有被

列入安全名單中，以致醫界質疑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此舉是不想要

醫界的選票。

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尚未確定   
臺台灣中央社 11 月 13 日報

導，今日下午，民進黨發言人吳濬

彥稱，該黨不分區立委提名依然在

進行程序中，經過中執委同意，14
日上午 11 時 30 分繼續開會。今日

民進黨中執會臨時出現變化，原擬

下午 1 時 30 分召開，隨後拖延到 3
時開始。

民進黨不分區提名出現數次波

折。因民進黨立委提名委員會引發

黨內派係不滿，導致中執會在 10
月 16 日召開會議沒有達到規定出

席人數，最終流會。一周後才正式

成立黨內立委提名委員會。

據悉柯建銘、管碧玲、范雲和

沈發惠都被列入不分區立委安全名

單中。傳聞稱前行政院長游錫堃也

有希望進入名單。

宋楚瑜參選 王金平宣布退出 500港警4小時「攻打」大學 

【看中國記者鍾琺綜合報導】2020
年台灣大選日益鄰近，外界十分關

注兩大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的不分

區立委名單。今日，國民黨通過不

分區立委名單，黨主席吳敦義如同

傳聞一樣被列入安全名單；而民進

黨未能如期出爐不分區名單，決定

明日繼續開中執會。

有網民直言如此消防處等於

直屬警隊管理，批評消防高層出

賣前線人員，罔顧市民生命安全。

消防員疑「救」市民被捕

11 月 10 日香港多區爆發衝

突，其中九龍塘又一城有 3 名便

衣警察被認出身分後揮舞伸縮警

棍毆打示威者，有示威者被打到

頭破血流，引發在場人士不滿。

網絡片段可見，其中一名便衣警

將一名男子按在地上，突然一名

白衣中年男子上前飛踢便衣警，

並多番出拳與警察互毆，引發混

戰，之前被便衣按倒在地上的示

威者趁機逃去。

據悉，該名白衣中年男子是

消防員，事後他被警方拘捕。消

防處也證實兩名屬員於 11 月 10
日涉嫌干犯刑事案件，正接受警

方調查，不評論個案。

此外，11 日網絡流傳影片中，

一名休班警察在藍田拍攝示威者樣

貌後，被十多名黑衣示威者包圍，

休班警察與示威者發生衝突，在追

逐期間遇上數名消防員，據悉消防

員曾一度分隔雙方，但憤怒的市民

隨即將休班警察拉出，最終休班警

察還是登上一輛停在附近的消防

車，稍後送院接受冶療。

在示威現場的消防員與市民相處平和。(Anthony Kwan/AFP/Getty Images）

德國記者倫澤（Enno Lenze）
（Enno Lenze 推特）

見到他們。」

中學生組織誓言奉陪港府

由於林鄭月娥為首的香港政

府 5 個月來不願正面回應港人「五

大訴求」，11 月 11 日香港人再

次發起「罷工、罷市、罷課」（三

罷）行動，更有「中學生連線」

聲稱，要抗爭到底。

臺灣「聯合新聞網」報導，香

港中學生組織發表「中學生抗爭

5 個月宣言」稱，針對香港政府目

前這種暴力鎮壓的行為，不管是 5
個月、5 年還是 50 年也好，香港

中學生都會奉陪到底。

宣言稱，自從今年6月至今，

香港「反送中」運動已經進入了第

5 個月，香港人一直利用不同的

方式支援和進行抗爭，無論是前

線的「雨傘」，還是物資鏈、文宣

等，都顯示大家團結一致。

不但面對繁重的學業壓力，

而且大多數經濟沒有獨立，因此

香港中學生參與「反送中運動」

可謂困難重重。此外，香港中學

生還因購買各種自身安全裝備和

承擔各種交通費，而面臨著巨大

經濟壓力。這些都不是最難的壓

力，來自家人與學校的反對，成

為他們最大的困難。

法 國 廣 播 電 臺 11 月 11 日

報導，據發起組織稱，中學生連

線簽署組織包括學生組織中學時

政、香城中學、港人心聲、紫荊

之殤、凝火之聲、學生動源、學

聯彙知、中學生人權陣線、中學

生反修例合奏團、大埔中學生發

言平臺等共 322 個學生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