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子 】訪問 名網傳「遇
害」人士全部清醒帶返警署或送
院
太子站中 名被捕時受傷的男子被網上廣泛流傳「懷疑遇害」，傳真社成功與 人做訪問，並透過其他

被捕人士互相核實說話內容，證實他們均在清醒狀態下被送往醫院或警署。

政府

編按：警方 月 日在太子站展開拘捕行動，當晚站內是否有人死亡，公眾存

在極大疑問。但執法部門包括警務處及消防處，以及港鐵公司，均未有回應公

眾訴求披露站內更多細節，包括公開詳盡閉路電視片段。

為追查事件，傳真社嘗試找出站內 名被捕人士，透過這批目擊者重組當日站

內情況，結果成功找到 人做訪問，仔細了解他們目擊的情況，並將他們描

述的經歷，與其他客觀資料交叉比對。

由於目擊者位置及站內環境所限，經過 個月努力，仍未能就站內曾否有人死

亡作結論，但我們在調查過程中找到其他重要的發現。基於公眾知情權和向公

眾負責的原則，現將階段性調查結果公開，讓大眾對當日站內的情況掌握更

多。

警方 月 日晚上於港鐵太子站展開拘捕行動，趕走現場記者後，一度阻止救

護員進入救援。消防處其後公開當晚紀錄，傷者數目由 人改為 人，減少

名嚴重傷者，加上港鐵封站逾 小時，引起各界質疑有人被警察打死。

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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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懷疑遇害」，記者成功與 人做訪問，並透過其他被捕人士互相核實說話

內容，證實他們均在清醒狀態下被送往醫院或警署。

警方於 月 日晚上約 時 分在太子站進行拘捕，速龍及防暴警員衝落月台

及車廂制服市民，不少位置留下血跡斑斑。根據警方公布，當晚於太子站共拘

捕 男 女，其中 名男子在網上被傳「懷疑遇害」，他們包括：暈倒後接受

心外壓急救的男子、驚恐症發作男子、身穿黑色盔甲男子、黑衣藍褲男子、被

速龍壓頸的黑衣男子，以及被速龍制服時疑似失去知覺的男子。傳真社成功接

觸 人，透過其口供紙、被捕人士通知書等文件核實身份，以及其他被捕人士

描述的情況，證實他們離開太子站時均神智清醒。

相關報道：

【太子 】調查兩個月警方點算站內人數仍有出入部分被捕人士太子站上

警車未曾公布

【太子 】傷者數目 小時改 次僅 人見過首名救護員至少 人曾表不適

未獲送院

暈倒需接受心外壓急救的男子

太子站 層月台一條直上大堂的電梯附近，當晚有至少 人被捕，其後被逐

一帶往 米前的月台盡頭面向牆壁蹲下。多名被捕人士表示當時在該位置有一

名身型肥胖的男子暈倒，並曾經有警員為他進行心外壓急救。

身型肥胖的男子稱，事前已有向警員表示自己有病歷，警員問如何證明，他遂

回答「不如你先載我去醫院，醫院有記錄」，惟警員不理會他，不久後便暈

倒，「暈倒了多久就不是很清楚，後來我醒來時防暴 警員 替我做人工呼吸

後才醒一醒，在站內都等了差不多一個多小時，一個多小時裏，我暈倒醒

回半個小時之後，才有消防員來到替我量血壓之類。」

逾 名被捕人士同樣確認，該名身穿藍色上衣、身形肥胖的男子在 層荃灣

綫月台的車頭位置被速龍制服並綁上索帶，其後由防暴警察看守。當時他曾向

警員表示有病患容易呼吸困難，又表示胸口痛，希望放鬆索帶，但不獲理會，

隨後便暈倒失去意識。

其他被捕人士見狀即時呼叫警員，警員為他剪斷索帶並施以心外壓，該名男子

便回復清醒。有警員餵他飲水，過一會他吐了出來，狀似嘔白泡。 名身穿黃

金戰衣的消防員隨後出現，其中有人為他用儀器測量身體情況，後來救護員到

場接手治理，該名男子與其他被捕人士及傷者一同乘坐特別列車前往荔枝角

站，再轉送醫院診治。

驚恐症發作男子

同樣在 層月台盡頭位置，至少 名被捕人士目擊另一名身穿深色上衣、身

形龐大的男子疑似驚恐症發作。

根據當事人的描述，他是在 層月台直上大堂的電梯被捕，其後被綁上索帶

並帶往月台盡頭面壁，「他們 警察 將索帶索得很緊！很多人都要求他們去處

理但都沒有理會，等到消防員進來才開始正常一點處理。」其間他曾向警員表

示不適，「我有點呼吸困難和頭暈，他們 警察 都安排了消防幫忙，但有很多

警察覺得我假裝出來叫我無事快點回去。」除了呼吸困難，他亦因驚恐症發作

而雙手放在胸前無法動彈，「解開了 索帶 都動不了，手都紅了」。

其後有 至 名消防員到場為他治理，着他放慢呼吸，後來救護員到場接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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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黑色盔甲男子

網上亦流傳另外兩名男子於太子站被捕後不知所蹤。其中一名男子身穿黑色盔

甲，於 層月台直上大堂的電梯附近被警察按在地上，其後被帶往月台盡

頭。

傳真社訪問多名電梯附近被捕的人士，確認該名身穿黑色盔甲的男子與他們一

同乘坐特別列車前往荔枝角站，亦曾在警署見過該男子。綜合上述被捕人士與

當事人的描述，他於 層月台直上大堂的電梯附近被捕，其後被帶往 層月

台盡頭與其他被捕人士並排，及後被押上 層月台乘坐特別列車前往荔枝角

站，再轉送葵涌警署。

身穿黑色盔甲男子稱，速龍制服他時「打了腳數棍」，又指被搜袋時，「他們

警員 看到我沒有防毒面罩和眼罩，就在地上拾了給我，哈，替我湊齊一套，

最後我的袋裏有一個雙濾罐防毒面罩，一個全罩式防毒面具。」他又指，到達

荔枝角站出口時，「那些防暴 警員 起哄 因為 看到我⋯⋯因為我身上穿着一
件 盔 甲。」身穿黑色盔甲男子事後一隻腳筋腱受損，保釋後自行到醫院看

診。

身穿黑衣藍褲男子

另一名網上流傳被捕後不知所蹤的男子，當時身穿黑衣藍褲，位處 層月台

直上大堂的電梯附近，混亂中一度跑上電梯，最終與其他電梯上的人士一同被

捕。多名電梯附近被捕的人士亦確認該名身穿黑衣藍褲的男子與他們一同乘坐

特別列車前往荔枝角站，亦曾在警署見過該男子。綜合上述被捕人士與當事人

的描述，他於 層月台直上大堂的電梯上被捕，其後被帶往 層月台盡頭與

其他被捕人士並排，及後被押上 層月台乘坐特別列車前往荔枝角站，再轉

送葵涌警署。

黑衣藍褲男子稱，在到葵涌警署的警車上，有警察「好像戰俘式般侮辱我們，

取笑我們，說我們這麼年輕在這裏搞破壞，又說我們民主不是這樣爭取，他一

邊講一邊用電筒照住我們。」

被速龍壓頸的黑衣男子

一名身穿黑衣男子於 層荃灣綫第 卡車門對出金屬門被警察制服在地上，有

速龍警員一度以膝蓋隔着背囊跪在其頸上，該位置隨後被其他速龍警員包圍。

由於現場傳媒拍攝該位置時受到阻礙，因此惹來質疑該名男子被打死。

不過翻查多段傳媒片段及網上影片，該名黑衣男子被制服在地上之後，有警員

指令他背靠牆邊坐下，其後陸續有 名被捕人士被帶往該位置坐下。綜合該位

置 名被捕人士包括當事人的描述，他們一直並排坐着，雖然部分人士有受

傷，但拘捕至離開太子站期間全部清醒。隨後他們一同乘坐特別列車前往荔枝

角站，再轉送葵涌警署。

被速龍壓頸的黑衣男子表示，「上列車前被警察打過兩三次，中途他們還想屈

曲我的手指開啟我的電話，直到保釋出來後到醫院驗傷，才知道左手出現輕微

骨裂。」

被速龍制服時疑似無反應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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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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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網上影片，該名男子後來回復清醒。

紅藍花紋頸巾男子稱，自己被警察制服時失去意識 至 秒，「當時我睜不

開眼，但不知為何其他人看到我睜開了眼。」「當時感覺很暈，有點耳鳴，後

來隔了一會兒醒來，就已經被人扣住了雙手。」隨後他被警員帶往第 卡車門

對出金屬門位置，與上述被速龍壓頸的黑衣男子一同坐着。綜合該位置 名被

捕人士包括當事人的描述，他們至離開太子站期間全部清醒，其後乘坐特別列

車前往荔枝角站，再轉送葵涌警署。

上述 名被捕人士均有律師跟進控罪，律師不建議公開上述人士被捕時的相片

及畫面。

參考各傳媒報道及直播片段，警方於當晚約 時 分將站內記者驅趕上地面。

綜合被訪者憶述，警員數次要求被捕人士在月台層分批移到不同位置，由於移

動時間有先後，警員亦要求被捕人士面向牆壁，不同人士在站內看見的事情有

出入，記者以符合最多人描述的情況作綜合，並以當事人第一身描述作核實。

相關報道

捐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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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社

香港九龍觀塘興業街四號十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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