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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理大近千名學生被捕

綜合香港媒體的報導，11 月

20 日，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宣

稱，至今有近 900 人走出理工大

學校園後被警察以暴動罪逮捕，

其中約 300 人是 18 歲以下未成年

人。但這些年輕人最終是否會以

暴動罪起訴，警方需要經過調查

後才能確認。

針對約 300 名被香港警察逮

捕的未成年人，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說，警察會記錄這些未成年人

的個人資料信息後會繼續調查，

然後根據結果再做出決定，未成

年人可以獲釋先回家。

臺灣中央社 11月 19日報導，

近日參與協助未成年人離開香港

理工大學的中學校長李建文，對

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聲明感

到詫異，並希望當局能對此盡快

作出澄清。

香港天主教慈幼會伍少梅中

學校長李建文在接受香港媒體採

訪時稱，警方之前一直都承諾對

步出理工大學的年輕人給予登

記個人信息資料，而不是逮捕行

動。對此，他感到非常詫異。目

前在香港理工大學內原先計畫由

校長陪伴離開校園的學生，獲知

香港當局的說法之後對此感到猶

豫。希望政府能盡快做出澄清，

警方也能遵守其諾言，讓學生平

安離開理工大學。

香港中學校長會主席鄧振強

稱，現在估計理工大學內還有 10
多名中學生。

香港時間 11 月 19 日下午，

李家超再次面對新聞媒體記者

稱，警察不會逮捕離開理工大學

的 18 歲以下未成年人，但需要登

記資料之後才放行，警方會繼續

進行調查。

臺灣中央社 11 月 19 日報導，

當地時間下午 5 時，香港警察

依舊沒有撤離，繼續圍困理工大

學。在巡視過學校後，理工大學

校長滕錦光認為，校園內估計目

前還有約 100 人，其中包括 20 名

該校學生。現在學校內衛生條件

非常髒亂，學生安全和健康問題

都令人擔憂。

綜合香港媒體報導，11 月 18
日，部分「反送中」支持者嘗試

從漆咸道前往理工大學，防暴警

察多次發射催淚彈阻擋成功。下

午，警察逮捕了至少 3 人。目前

約有 700 人被圍困在學校內，他

們數次嘗試離開均遭失敗。警察

要求理工大學內人士放下武器、

除去防毒面具等，有秩序朝暢運

道南橋的馬路橋面離開學校。

有傳聞稱，即使按照警察要

求自願離開理工大學的人，將會

以「參與暴動罪」被逮捕。

【看中國記者鍾琺綜合報導】香港

「反送中」運動依舊持續不斷，香

港當局稱，自從香港理工大學爆發

衝突之後至今，已有約 900 人走

出校園被警察以暴動罪逮捕，其中

包括未成年人約 300 人。香港一

家中學校長對官方的說法感到詫

異，呼籲當局盡快澄清事實。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香港理工大學成為反送中主戰場

後，警方動用大量武力，目前抗

爭者受傷人數難以估計，被逮捕

的還有記者、醫護人員，以及前

往營救學生的市民。港人拍到，

有大批被捕者被押上東鐵列車轉

移，外界擔憂可能被秘密送往中

國大陸。

18 日上傳視頻顯示，大批被

捕示威者被港警押上一列港鐵列

車，影片中清楚可見，這批人的

雙手都遭到反綁。網友分析視頻

拍攝地點應該是何文田愛民民邨

對開，押送被捕者的東鐵列車駛

往旺角方向，網友指東鐵可直駛

香港和中國交界的羅湖邊境，擔

心這些被捕人士是否會像新疆人

的處境，被送到中國境內的集中

營。許多網友紛紛留言說：「全港

要注意這輛火車開去哪邊」、「有

可能抓去大陸」、「港警用港鐵運

人」、「好像新疆人上火車」。

當日，警方在記者會上承

認，曾徵用東鐵列車運送十多名

被捕人士，並證實被押送的是理

大示威者。警方聲稱，由於當時

「只有港鐵列車是適當可行的交通

運輸工具」，因此才決定用港鐵

押送被捕者。

事實上，自香港反送中運

動以來，早已出現大量示威者失

蹤，除了部分「被自殺」外，港人

普遍懷疑可能有許多人已被秘密

送往大陸。早前就傳出，近來香

港海關增加了「白名單」車輛，列

入名單的車輛一律免檢，懷疑是

北京當局利用免檢車輛向香港運

輸鎮壓物資，以及向大陸運送被

捕人士或者屍體。

另外，香港警方 18 日表示，

6 月至今，警方總共拘捕了 4491
人， 包 括 3395 名 男 子 和 1096
名女子。由上述數據顯示，自香

港特首林鄭月娥在大陸面見習近

平、韓正後，港警在短短 12 天

內，已拘捕了近 1500 人。

回顧17日早上至18日凌晨，

港警再次出動水炮車、裝甲車，

並使用致命武器震撼彈、突擊步

槍、聲波大炮等圍攻理工大學。

清晨約 5 點半，防暴警察及速龍

小隊攻入理大校園後，四處傳來

示威者的慘叫聲，許多抗議者被

警察打至血流滿面後帶走，更有

被捕者被暴力拖行數米。港警暴

行令國際嘩然。

香港變新疆 港警用火車押送被捕者

警方在香港理工大學逮捕示威者。（DALE DE LA REY / CONTRIBUTOR/GETTYIMAGES）

港警駕車撞市民  
釀人踩人慘劇

【看中國記者鍾靈綜合報

導】香港警察圍堵香港理工

大學多日，近 10 萬名市民自

17 日開始營救理大學生，分

批從不同幹道前往理大。

警方出動了水砲車及銳武

裝甲車，並不斷施放催淚彈

和橡膠子彈，還高舉點 38 左

輪實彈手槍和 AR15 實彈步

槍，做出上彈動作。上百名

市民被捕，被捕者手臂寫上

數字。

而支援行動 19 日遭強力

鎮壓。當晚港警在油麻地彌

敦道碧街交界搜捕支援者，

出動閃光彈等，市民無懼武

力，堅持前往理大，有勇武

者投擲汽油彈作防線，警察

多次推進失敗。

當天稍晚，港警派出速

龍小隊前往碧街油麻地 A1 出

口，一名小隊成員駕駛白色

小巴撞向市民；急救員目擊

指出，當時白色小巴加速衝

向人群，速龍及防暴警察也

突然衝出，市民爭相逃跑，

至少 4 至 5 個人疊在一起，

有人已經無法呼吸、手腳無

法活動，不斷大喊「救命」；

有男子頭部受傷、神智不

清，另有人被踩斷手，大批

消防員和急救員到場救援。

急救員請求警方讓急救員們

幫忙救人，警察斷然拒絕，

並威脅他們不要動、會「打死

你們」。

國民黨不分區名單仍有爭議

臺灣中央社11月19日報導，

以往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登記費用

通常是由黨中央幫忙支付，而現

今因國民黨黨產已經被凍結，因

此 20 萬元新臺幣不分區立委登記

費用需要提名人自己承擔。有未

署名的國民黨黨務人士在接受新

聞媒體記者採訪時稱，預計可能

還有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提名人選

擇退出。

由於中選會受理政黨不分區

立委申請最後登記日期為 11 月

22 日，再加上國民黨審議程序日

程安排無法再次召開臨時中央委

【看中國記者鍾琺綜合報導】自 11
月 16 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三次

全體會議通過不分區立委名單後，

黨內、黨外的爭議依然沒有停止。

排名第 2 的葉毓蘭繼續在臉書發

文支持香港警察，遭到黨內人士批

評；由於不分區立委登記費用需要

自付，因此除了中常委范成連發表

聲明退出不分區立委名單外，國民

黨黨務人士預計還會有人退出。

員會的會議，因此，在 2020 年臺

灣大選中國民黨推出 34 名不分區

立委提名人的可能性不大。

臺灣《自由時報》報導，國民

黨文傳會 11 月 19 日傍晚正式發

布新聞稿稱，范成連有意自動退

出不分區立委名單。國民黨依照

黨規，將范成連按照放棄提名處

理，其他不分區立委提名人順位

依次遞補。

據《聯合報》報導，范成連發

表個人聲明稱，他目前仍分心於

在中國大陸的商務事業，無法兼

顧立委工作，考量後決定退出這

次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提名。

曾經擔任陸委會副主委的張

顯耀已在 16 日中央委員會投票中

遭否決，而經過兩天思考之後，

臺南市黨部主委謝龍介宣稱他決

定留在不分區名單。

即使如此，國民黨不分區立

委名單依然爭議不斷。綜合臺灣

媒體報導，1 月 17 日，在參加國

民黨立委參選人蔣萬安競選總部

成立大會前，前國民黨主席朱立

倫接受新聞媒體記者採訪時稱，

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公布之

後，他與朋友都聽到外界的斥責

聲音；因為有好幾位不分區立委

提名人的爭議性比較大，他無法

否認這份名單違背民意，也讓年

輕人與新住民感到失望。但朱立

倫支持謝龍介留在不分區立委名

單中。

同日，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

國瑜出席新北市韓國瑜婦女後援

會成立大會後接受採訪。他認

為，國民黨這次不分區立委名單

確實與民意有落差，不能夠戴面

具騙人。國民黨中央委員連勝文

稱，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提名不能

只侷限黨內小圈圈內，要爭取全

國 2300 萬民眾支持與認同。

1 月 17 日，民進黨全國暨臺

北市競選總部舉行成立大會上，

總統蔡英文稱，國民黨不分區名

單代表台灣最保守、反改革、親

共勢力的集合。

1 月 19 日，名列國民黨不分

區立委名單第 2 名的前警大教授

葉毓蘭在臉書發文挺香港警察，此

舉引起人們的不滿。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

導】北京時間 11 月 19 日晨，中

共官媒報導，根據香港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提名

和建議，國務院 2019 年 11 月

19 日決定：任命鄧炳強為警務

處處長，免去盧偉聰的警務處

處長職務，即日生效。

鄧炳強作風強硬，網友曾

在香港連登論壇上爆料，鄧與

元朗黑幫勾結，策劃 7.21 白衣

人恐怖襲擊元朗地鐵站事件，

同時也被稱為「西環（中聯辦）

契仔」。 10.1 荃灣有警察開真

槍射擊示威者，鄧亦力撐警察

開槍合理合法。此外，鄧曾在

添馬公園參加「撐警集會」的何

君堯結拜為兄弟，並與元朗鄉

紳關係複雜，接受賄賂。消息

指，鄧炳強因策劃 7.21 黑幫血

洗元朗與勾結元朗黑社會等曝

光後，香港廉政公署高調宣布

對其進行調查。

香港「反送中」運動自 6 月

9 日爆發以來，一波波的市民走

上街頭抗議。港警 11 月 18 日

稱，6 月至今共拘捕 4491 人，

年 齡 介 於 11 歲 至 83 歲。 至

9 月的 3 個月中，警方共接獲

2537 宗發現屍體個案；合理懷

疑港警濫暴濫捕的背後隱藏中

共黑手。

10 月 14 日，消息稱，目前

逾 2 萬名中共公安、武警及秘

密特工進入香港，並分為兩支

人馬進行「執法」，一支冒充

港警執行抓捕及清場；另一支

「秘密特工」，採用一切手段竊

聽、綁架及密捕示威者進行嚴

刑迫供，甚至殺人滅口。

11 月 16 日，一名紅三代

在網絡節目「路德訪談」透露，

目前的香港動亂都是中共搞出

來的，其目的是藉由「釣魚」的

方式將抗爭者引誘出來並加以

抓捕，並把香港變得跟大陸城

市一樣，最終完全屈服於共產

黨的統治。

如今，全港瀰漫著一片白

色恐怖。受中共挾持的港府一

輪一輪倒行逆施，在香港掀起

了一陣腥風血雨，激起了前所

未有的民憤，更引發了各界的

輿論譴責。

遭查鄧炳強高升警務處長

傳朱鎔基孫女被困港理大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警方暴力不斷升級，香港

理工大學數百人死守校園，此

時傳出，中國前總理朱鎔基的

孫女朱媛也在理工大學內，不

過，已由 18 日晚進入理工校

園協調的香港前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帶出。據悉朱媛離開校園

時，戴著口罩和墨鏡。

近日港警全面包圍理大校

園並以催淚彈、水砲、聲波炮

等武器攻擊數百名受困者。

就在警方圍攻不斷升級之

際，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港

大法律系講師張達明、監警會

前委員鄭承隆等 4 人，經康莊

道香港消防總部大廈進入理大

校園。當時曾鈺成表示，由於

學生在理大內被困、受驚及疲

累，因此前來斡旋。不過，他

一進入理大就向在場人查詢女

子「朱媛」位置，在確定該女的

位置後，便開始接受記者採訪。

「守護孩子團隊」在臉書

表示，曾鈺成提出安排車輛予

現場人士撤出，其後部分學生

因各種自身理由，包括身體狀

況、家人擔憂、需要服用藥物

等，接受理大校方安排離開。

不過，當一批學生離開校園

後，傳出一種說法，即曾鈺成

進理工是受命尋找一位名叫「朱

媛」的女學生，校內示威者和

校外記者普遍認為，朱媛是前

中國前總理朱鎔基的孫女。

不過，曾鈺成後來回覆《蘋

果日報》說，是應一名普通家長

求助，才去理大接出受困人士，

還強調「朱媛」並非前國務院總

理朱鎔基的任何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