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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大衝突

槍指人群

前晚大年初一旺角發生暴力大衝突，當中逾百示威者在亞皆老街包圍約 10 名警員，並追打一名已跌倒在地的交通警，場面非常混亂，其間一名交通警員向
天開兩槍示警，並一度槍指示威者。

政府定性「暴亂」

示威者擲磚縱火 警不排除控暴動罪

61 人被捕
旺角在大年初一晚至大年初二早上發生空前激烈、持續 10 小
時的警民大衝突。有示威者因不滿食環署處理旺角小販擺賣
手法，與警員發生衝突，之後有警員兩度向天開槍示警；衝
突愈夜愈烈，雙方爆發 「巷戰」 ，暴力示威者向警方投擲垃
圾桶、玻璃樽、磚塊等雜物，並在多處縱火。警方凌晨 4 時
前只以 300 警力應付，防線一度失守，多名警員被示威者圍
毆。事件釀成最少 125 人受傷，包括 90 名警員和 4 名記者。

交警遇襲 昨凌晨約 2 時，在有警員兩度鳴槍前，逾百

有多檔小販擺賣，吸引不少人邊買邊吃。
（吳淑義攝）

彌敦道

街
西洋菜南

示威者於亞皆老街一度包圍約 10 名交通警
察，其中一名交警被示威者追打，即使跌倒，示威者仍
向其擲雜物，其他同袍見狀即上前保護。 （吳淑義攝）

小販擺檔 前晚衝突爆發前，旺角朗豪坊對出砵蘭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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豉油街

襲
登打士街

縱火位置
撬磚位置

警方早上清場後，花園街遍地磚塊，泊在路旁的的士被
壞。
（郭慶輝攝）

衝突集中地
巷戰最激烈位置

昨早示威者與警察在花園街、豉油街一帶爆發「巷戰」，
有示威者用從地面撬出的磚塊擲向警員。 （郭慶輝攝）

時序表

2月8日（大年初一晚）

2月9日（大年初二）

約22:00
食環署人員到旺角朗豪坊外砵
蘭街附近針對非法小販檔執
法，遇阻召警；警方到場後與
聲援小販的市民發生推撞，持
續約 1 小時。其後雙方只對
峙，情平靜

00:00 小販檔現場再爆衝突，警方舉紅色警示旗及向示威者噴胡椒噴霧
01:45 砵蘭街再爆衝突，警員築起盾牌
示威者以垃圾桶、木板等雜物霸佔亞皆老街，一批示威者與數名交通警察發生衝
02:00
突，一名交通警倒地，被示威者投擲雜物。警後退，另一名交通警兩度向天開槍
02:30 衝突線蔓延至亞皆老街及彌敦道交界，並沿彌敦道向油麻地方向推進
旺角山東街近彌敦道發生激烈衝突，有示威者以削尖的長竹襲擊警員，一名警員
04:00
撿起長竹還擊
大批示威者沿山東街進入西洋菜南街，開始有人撿起磚塊擲向警員，有警員中磚
04:15
倒地。亦有示威者在西洋菜南街等多處焚燒雜物
05:00 彌敦道近登打士街富時中心對出，示威者向一輛警車投擲硬物，警車玻璃碎裂
05:15 旺角港鐵站封閉
05:30 雙方在西洋菜南街及豉油街交界多次對峙，示威者大量投擲磚頭、燒雜物
05:50 消防員在彌敦道及豉油街交界開喉救火，示威者掟磚頭襲擊
06:00

資料來源：明報記者採訪
明報製圖

明報記者

警一度只以 300 警力應付
警方昨晨先在現場兜截多名可疑人
物，檢查其手掌有沒有泥漬及損傷，
又打開其手機查看資料，調查是否涉
案。據悉，被捕者分別被送到旺角警
署及秀茂坪警署拘查。另外，警方昨
晚相繼在青衣、荃灣、天水圍等多個
地方拘捕多人。被捕 61 人包括 52 男 9
女，年齡介乎15至70歲，他們涉嫌非
法集結、襲警、拒捕、阻差辦公、藏
有攻擊性武器、在公眾地方行為不
檢、參與暴動等罪名。

警車遇

一輛警車駛至近登打士街富時中心對出時，被示威者
用硬物攻擊，警車部分玻璃碎裂。（有線新聞畫面）

續。警務處長盧偉聰表示，不排除以參與暴動等罪名作檢
【相關新聞刊 A3 至 A10】

亞皆老街

砵蘭街

上海街

山東街

行為。截至昨晚 10 時半已有 61 人被捕，拘捕行動至深夜仍繼
控。多個團體和政黨紛紛發聲明譴責暴力。

小販檔

朗豪坊

旺角大衝突地圖

警員開槍後，大批示威者不願離開，有人以黑布蒙
面，在彌敦道近亞皆老街位置與警方打游擊，有人投
擲樽裝啤酒，有人拾起雜物拋向警員。（馮凱鍵攝）

政府昨日以 「暴亂」 定性事件，指涉事者為暴徒，絕不姑息

警方出動特別戰術小隊，由登打士街、西洋菜街往豉油街進迫，部分示威者沿豉
油街後退

06:30 示威者退到花園街位置，燃燒一輛泊在街道的的士。續向進迫警員擲磚
警方沿豉油街向花園街推進，追迫示威者至洗衣街，部分示威者退到洗衣街及山
07:15
東街交界，再縱火
07:30 警員推進，示威者四散，大規模 「巷戰」 告一段落，只剩下零星衝突
08:00 警方控制大部分路面，至約11時彌敦道、亞皆老街恢復通車

警方昨午召開記者會，警務處長盧偉
聰斥示威者為 「暴徒」 ，在昨凌晨觸
發 「暴亂」 。昨有十數名記者提問，
幾乎每個記者都問及警員向天開槍事
件，盧多番重申現時不宜就事件下結
論，需待進一步調查。 （郭慶輝攝）

特首梁振英昨見記者，嚴厲譴責事
件，強調絕不姑息目無法紀的行為，
將事件形容為 「暴亂」 ，指數百名暴
徒縱火、襲擊警察，有受傷倒地的警
察仍然被襲擊，嚴厲譴責暴徒，又慰
問警員和新聞工作者。

的長竹襲擊警員。示威者其後進入西
洋菜南街，並在馬路燃燒雜物和垃圾
桶，又撬起行人路的磚塊擲向警員，
混亂中有警員 「中磚」 倒地浴血，亦
有示威者被警棍打中，血流披面。
至 5 時半，豉油街與西洋菜南街交
界位置出現多個火頭，示威者與警方
激烈衝突，磚塊不斷向警員擲去。

市民聲援小販掀爭拗 梁形容「暴亂」

尖竹縱火阻警 警持棍驅逐

去年位於深水埗的 「桂林街夜市」
被大力打擊，多名小販於猴年轉戰旺
角砵蘭街一帶。事發於大年初一晚上
約 10 時，本土民主前線到旺角表示聲
援小販擺賣，其間有市民與執法的食
環署職員爭拗，警員接報到場，在場
者鼓譟，場面開始混亂，大批防暴警
察在場戒備，情持續約 1 小時，其
後雙方對峙。
情僵持至午夜 12 時，陸續有更多
人到場聲援小販，現場再爆衝突，警
方要求有關人等離開，一度舉紅旗及
噴胡椒噴霧。個多小時後，警員將防
線擴至朗豪坊對開亞皆老街，並在路
中築起盾牌陣。示威者反以垃圾桶、
木板等雜物霸佔亞皆老街。

警方派出俗稱 「速龍隊」 的特別戰
術小隊，但繼續陷於劣勢，被人持磚
塊追打，亦有示威者在花園街及豉油
街交界焚燒的士。直至 7 時許，警員
反守為攻，沿洗衣街追趕示威者，示
威者退到山東街及洗衣街交界，再度
縱火，警員持續增援後，向前推進驅
散示威者，大規模巷戰告一段落，只
剩下零星衝突。

125 人受傷 包括 90 警 4 記者

交警遭推跌 同袍向天開兩槍
凌晨約 2 時，示威者與約 10 名交通
警察發生衝突，一名交警受傷倒地，
仍不斷被示威者投以雜物；有交警兩
度向天開槍，又持槍指向人群，示威
者指罵開槍警員，他需同袍護送離開
現場。現場緊張氣氛推向高峰，雙方
戰線迅速推展至亞皆老街及彌敦道交
界，並沿彌敦道向油麻地方向推進，
有示威者投擲玻璃樽及垃圾桶等雜
物。示威者持續在彌敦道奔走，部分
人在銀行中心對開被警員以警棍追
打，有人流血受傷。
兩小時後，巷戰正式上演，有暴力
示威者由彌敦道走入山東街，以削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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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偉聰：開槍保同僚 盡量克制
盧偉聰於下午的記者會上形容示威
者為暴徒，指暴徒以木板、磚塊及玻
璃樽等雜物近距離襲擊前線警員。對
於有警員兩度向天開槍，並用槍指向
群眾，盧說衝突期間有警員跌倒地
上，被暴徒襲擊，同僚為保護其性命
安全，所以開槍，強調警方盡量克
制。他多番被追問開槍警員是否違反
《警察通例》，盧表示需全面調查，
「家我都只係根據電視機前見到的
畫面，只係短短幾秒鐘」 ，需時向同
僚及證人查詢，現階段不宜有結論。
他說，今次事件與以前的示威不一
樣，有超過 10 處被縱火，甚至有人不
容許消防救火， 「我係非常擔心」 ，
定性為暴亂 「絕非（為開槍）搵藉
口」 。至於網上片段見到有警員拾起
磚頭擲向示威群眾，他稱全面檢討事
件，不想以兩秒鏡頭判斷警員是否過
分。他重申尊重市民表達意見自由，
但警方有責任維持公共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