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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譯本僅供參考。中文譯本文義如與英文版本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第第十十四四章章  

新新屋屋嶺嶺扣扣留留中中心心的的拘拘留留安安排排  
 
序序言言  
 
14.1  本章旨在審視警方使用新屋嶺扣留中心（「新屋嶺」），於 2019

年 8 月 11 日對被捕人士所作出的處理及拘留。當晚，有 53 名被捕人

士被押送到新屋嶺，而該處被啟用作臨時羈留處，處理拘捕後的程序

及拘留被捕人士。警方使用新屋嶺，特別是在 8 月 11 日拘留被捕人士，

引起公眾關注該處是否適合處理被捕人士，亦有人指控警務人員涉嫌

行為不當。本章目的在審視新屋嶺是否適合用作臨時羈留處，而監警

會亦根據審視結果，履行《監警會條例》第 8(1)(c)條的職能，找出可

以改善的地方，讓警方日後若遇到類似 8 月 11 日的情況而需要啟用臨

時羈留處時作為參考。  

 
背景  
 
14.2  在大型拘捕行動中，警方會依照警察總部指揮及控制中心 (總部 )

或警察總區最高指揮部 (總區 )的指示，啟用臨時羈留處作拘留用途，目

的在於確保合法及安全地處理被捕人士。臨時羈留處通常是有足夠空

間作相應用途的個別警署，例如是設有露天停車場的警署 1。  

 
14.3  在警方處理《逃犯條例》引發的大型公眾活動期間，新屋嶺四

度被用作拘留被捕人士 2。除用作拘留被捕人士外，新屋嶺在 8 月 11 日

是唯一一次同時被用作處理被捕人士被拘捕後的警方程序，而此舉引

起公眾的關注。8 月 11 日晚上發生多場大型公眾活動，大部分都涉及

警方行動應對示威者向警務人員作出不同程度的暴力行為，全港多區

                                                      
1  香港警務處於 2019年 12月 19日提供的資料 
2  新屋嶺四度羈留合共 182名被捕人士，日期分別為：(i)2019年 8月 5日至 7日；(ii)2019年 8月 11

日至 13日；(iii)2019年 8月 25日至 26日及(iv)2019年 9月 1日至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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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條道路被堵塞，該日事件的概述詳情請參閱《第十一章》。當日共有

117 人被捕，其中 53 人從被捕地點直接送往新屋嶺，包括尖沙咀的 29

人，銅鑼灣的 15 人及屯門的 9 人。另外有一人從被捕地點被送往醫院，

然後被拘留在新屋嶺。被直接送往新屋嶺的 53 名被捕人士中，有 30

人隨後要求就醫，由救護車從新屋嶺送到北區醫院。  

 
14.4  警方對在 8 月 11 日被送往新屋嶺的 54 名被捕人士（包括從尖

沙咀直接送往醫院的被捕人士）展開調查，涉及的罪行包括「參與暴

動」、「非法集結」、「管有攻擊性武器」及「無牌管有彈藥」。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有 29 人已在法庭被檢控並候審，有 16 人仍在接受警方

調查，另有九人獲釋。  

 
14.5  就新屋嶺的使用，特別是 8 月 11 日，在網上及傳媒報道中出

現各種指控，包括被捕人士遭到警務人員毆打及 /或性侵犯 3 、被捕人

士的就醫要求被拒絕或延誤等 4，警方公開否認相關指控 5,6,7。亦有指控

指被捕人士及到場律師要求法律會面均被拒絕或延誤 8。就投訴而言，

                                                      
3  連登討論區（2019年 8月 27日）。〈回帶 13日前 新屋領既爆料〉。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511397/page/1 
連登討論區（2019年8月27日）。〈【推上熱門】新屋嶺-16歲抗爭者成隻手只剩一層皮連住〉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511293/page/1  
連登討論區 (2019年 9月 4日)。〈新屋嶺個女仔比人強姦單野係真架！！！＞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537687/page/1 

4 《頭條日報》（2019 年 8 月 28 日）。〈【逃犯條例】北區醫院護士指部分新屋嶺被捕者骨折嚴重 質疑警
方濫用暴〉。擷取自 http://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578553/即時-港聞-逃犯條例-北區醫院護
士指部分新屋嶺被捕者骨折嚴重-質疑警方濫用暴力 

5  香港電台（ 2019 年 8 月 29）。〈Lawyers slam use of 'primitive detention centre'〉。擷取自 
https://news.rthk.hk/rthk/en/component/k2/1477563-20190829.htm 

 香港獨立媒體網（2019 年 8 月 27 日）。〈促請警方尊重被捕示威者的人權及法律權利〉。擷取自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66813 

6  香港政府新聞網（2019年 8月 27日）。〈警方回應拘留新屋嶺相關指控〉 
 擷取自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8/20190827/20190827_165319_923.html?type=ticker 
 《信報》（2019年 8月 28日）。〈警否認新屋嶺虐打性侵 反駁全裸搜身控訴 陳淑莊批「口同鼻拗」〉。
擷取自 http://www1.hkej.com/dailynews/articlePrint/id/2232270 

 《信報》（2019年 8月 29日）。〈警指羈留者無骨折表徵 醫局：有兩宗澄清「汽油彈從警員方向擲出」
片段被惡意刪改〉。擷取自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articlePrint/id/2233738 

7  《香港經濟日報》（2019 年 8 月 28 日）。〈新屋嶺扣留 6 人骨折 警：被捕反抗傷〉。擷取自 
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438151/新屋嶺扣留 6人骨折 警：被捕反抗傷 

8  《明報》（2019年 8月 12日）。〈【逃犯條例】警阻律師見新屋嶺拘留者 陳淑莊︰警用無恥手段剝奪

被捕者權利〉。擷取自 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190812/s00001/1565571849405/【逃犯
條例】警阻律師見新屋嶺拘留者-陳淑莊-警用無恥手段剝奪被捕者權利 

 《明報》（2019年 8月 13日）。〈30人移送文錦渡拘留 警稱無房安排會面 大狀斥警阻 被捕者未見
律師已錄口供〉。擷取自 https://news.mingpao.com/pns/要聞/article/20190813/s00001/15656351922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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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至今收到的唯一一宗須匯報投訴涉及法律會面安排，另有一宗須

知會投訴涉及投訴人根據網上資料指控被拘留人士被毆打（有關投訴

詳情請參閱第 14.22 段）。  

 
停用新屋嶺拘留被捕人士  
 
14.6  行政長官於 9 月 26 日宣布，警方不會再使用新屋嶺拘留被捕

人士 9，而警方於 9 月 27 日確認有關決定 10。雖然新屋嶺已經停用，但

因其涉及多宗嚴重指控，雖然至今並無任何投訴或實質證據支持指控，

公眾仍然表示關注 11。  

 
14.7  鑒於公眾的關注，監警會根據《監警會條例》第 8(1)(c)條，認

為有必要審視警方使用新屋嶺作臨時羈留處的情況。  

 
資資料料來來源源  

 
14.8  為進行審視工作，監警會仔細審閱過以下資料：  

 
(a)  警方提供的相關文件，包括大型騷亂情況下羈留安排

的概要。  

 
(b)  警方在監警會視察新屋嶺期間提供的資料。  

 
(c)  警方就 8 月 11 日事件提供的綜合報告，包括事件日誌

                                                      
人移送文錦渡拘留-警稱無房安排會面-大狀斥警阻-被捕者未見律師已錄口供 

 《南華早報》（2019年 9月 8日）。〈Hong Kong justices of the peace denied entry to police detention 
centre where anti-government protesters were allegedly mistreated〉。擷取自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26162/hong-kong-justices-peace-denied-entry-
police-detention 

9  《南華早報》（2019年 9月 27日）。〈Hong Kong leader Carrie Lam sticks to her guns on police 
inquiry but vows no more protesters will be taken to San Uk Ling Holding Centre〉。擷取自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30566/hong-kong-leader-carrie-lam-sticks-her-
guns-police-inquiry 

10  《成報》（2019年 9月 28日）。〈新屋嶺停用 非因失實指控〉擷取自 
https://www.singpao.com.hk/index.php?fi=news1&id=107073 

11  香港電台（2019年 9月 27日）。〈Thousands rally against alleged police abuse〉。擷取自 
https://news.rthk.hk/rthk/en/component/k2/1482990-20190927.htm?spTabChangeabl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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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個別項目。  

 
(d)  消防處提供在 8 月 11 日事件中出動救護車協助傷者的

出勤記錄。  

 
(e)  警方提供的新屋嶺拘留記錄表。  

 
(f) 與警方會面時獲得的資料，包括新屋嶺作為臨時羈留

處的運作資料以及拘留大批人士的一般程序。  

 
(g)  新屋嶺的拘留登記冊及記事簿。  

 
(h)  不同報章共 79 份的報道。  

 
(i)  政府新聞處網站（ news.gov.hk 及 info.gov.hk）發放有

關新屋嶺的新聞公報。  

 
(j)  公眾應監警會呼籲而提供的錄影片段及相片。  

 
新新屋屋嶺嶺及及就就 8 月月 11 日日使使用用該該設設施施的的相相關關資資料料  

 
位置及慣常功能  
 
14.9  新屋嶺位於新界北靠近邊境的文錦渡，地處偏遠（參閱地圖 14-

1）。2019 年 8 月之前，新屋嶺通常用於處理及遣返被捕的非法入境者
12，可以收押大約 280 人。  

 

                                                      
12  據警方表示，過去 5年該中心收押的非法入境者數目分別為 806人（2015年）、509人（2016年）、706
人（2017年）、597人（2018年）及 275人（截至 2019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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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14-1：新屋嶺的位置  

（底圖來源：地政總署）  
 
設施  
 
14.10  就設施而言，中心有兩條固網電話線與外界通訊，其中一條用

於與警方其他單位通訊，另一條則用於與其他外界人士通訊。訪客可

以透過新屋嶺的對外固網通訊電話聯絡中心内的警務人員。由於新屋

嶺地處偏遠，附近流動網絡覆蓋通常不穩定，須視乎個人手機以及個

別流動服務供應商網絡的質素和功能。  

 
14.11  保存記錄方面，由於新屋嶺的寬頻容量不足以確保與警方中央

電腦系統穩定連接，因此 8 月 11 日當日並無任何電腦記錄。被捕人士

的所有拘留及動向記錄都以人手處理。 8 月 11 日晚上，警方用五本拘

留登記冊記錄被捕人士的動向情況，又用 14 本記事簿記錄其他事項，

包括與被捕人士相關的法律會面和醫療安排等。  

 

新新屋屋嶺嶺扣扣留留中中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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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  新屋嶺並不具備一般警署設有的羈留設施，例如錄影會面的設

備、外界探訪被拘留人士的指定等候區、閉路電視系統 13，以及可以充

分確保被拘留人士與探訪人士私隱的會面室。在 8 月 11 日，新屋嶺提

供兩個會面室供法律會面之用。一個是沒有門的房間，在外面設有隔

板以照顧私隱。另一個房間設有一扇木門，但並無觀察窗。基於保安及

安全考慮，木門保持半開狀態。  

 
對被捕人士的處理  
 
14.13  8 月 11 日晚上，警察總部、深水埗、尖沙咀、長沙灣、旺角、

大埔及沙田七個地點的警署受到暴力襲擊。根據警方記錄，總部於 8 月

11 日晚上 8 時 20 分指示啟用新屋嶺作為臨時羈留處。晚上 8 時 43 分，

各總區接獲通知，指新屋嶺將被啟用作為臨時羈留處以拘留所有被捕

人士。根據總部的指示，較早前在九龍各處被捕的人士約於晚上 8 時

已被押送到新屋嶺處理。其後於晚上 9 時 38 分，由於新屋嶺並無電腦

系統記錄及處理被捕人士資料，總部於是通知西九龍總區把所有被捕

人士送回油尖警區作初步處理。總部其後於晚上 10 時 13 分進一步指

示各總區首先於各分區警署處理所有新的被捕人士，然後才把被捕人

士送往新屋嶺拘留。總部之後在晚上 10 時 52 分決定把在銅鑼灣一帶

被捕的 15名人士直接送往新屋嶺（相關決定變更的原因請參閱第 14.25

段）。  

 
  

                                                      
13  新屋嶺於 2019年 9月 28日安裝閉路電視，以監察外圍區域以及通向羈留區的路綫上的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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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  根據警方提供的資料，從拘捕現場直接送往新屋嶺的被捕人士

有四批，一共 53 人（參閱表格 14-1）。  
 

拘拘捕捕地地點點  被被捕捕人人數數  
拘拘捕捕時時間間  到到達達新新屋屋嶺嶺時時間間  

日日期期  時時段段  日日期期  時時間間  

尖沙咀  29 人  

2019 年  

8 月 11 日  

晚上 7 時 35 分至

8 時 18 分  

2019 年  

8 月 11 日  
晚上 10 時 26 分  

2019 年  

8 月 11 日  

晚上 7 時 35 分至

8 時 26 分  

2019 年  

8 月 11 日  
晚上 11 時 35 分  

銅鑼灣  15 人  
2019 年  

8 月 11 日  

晚上 10 時 01 分

至 10 時 21 分  

2019 年  

8 月 11 日  
晚上 11 時 55 分  

屯門  9 人  
2019 年  

8 月 12 日  

凌晨 1 時 25 分至

1 時 42 分  

2019 年  

8 月 12 日  
凌晨 2 時 35 分  

表格 14-1:有關 53 名被捕人士的被捕時間及到達新屋嶺時間  

 
14.15  被捕人士到達新屋嶺後，現場警務人員會作分流安排，例如與

執行拘捕或負責押送的警務人員確認到達的被捕人數，封鎖走廊範圍

以處理被捕人士。被捕人士其後會在執行拘捕或負責押送的警務人員

陪同下會見新屋嶺的值日官，值日官會登記被捕人士資料及記錄任何

投訴或就醫要求。按照拘留程序，在大型拘捕行動中被捕人士會獲發

通知書，告知被拘留人士的權利，例如尋求法律協助及醫療治理的權

利，以及進行搜身時所享有的權利。負責拘捕及押送被捕人士至臨時

羈留處的刑偵人員，會把被捕人士帶到指定區域進行問話及錄取口供。 

 
14.16  8 月 11 日晚上， 53 名被捕人士到達新屋嶺後與值日官會面。

當晚值日官是一名警署警長，在另外四名警務人員協助下進行初步會

面程序及記錄。原則上，被捕人士如認為自己需要醫療治理，在會見值

日官時可以即時提出要求，其要求亦須記錄在案。如果被捕人士並未

向值日官提出任何要求，就會前往中心其他工作站接受初步搜身、封

存個人財物、套取指模及拍照。被捕人士在臨時羈留處接受處理的過

程中，仍可在任何一個工作站提出要求醫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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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系統不足  

 
14.17  新屋嶺的記錄系統在 8 月 11 日全部為人手操作，與其他警署

臨時羈留處所用的電腦化系統有所不同。由於個別資料（包括有關就

醫要求的資料）不完整，因此可以肯定當日的人手記錄系統有所不足。

根據警方記錄，當日有 30 名被捕人士由救護車送院，但只有其中 24

人的就醫要求有記錄。例如，記錄顯示一名被捕人士於 8 月 11 日晚上

11 時 49 分會見值日官，並於 8 月 12 日上午 6 時 37 分由救護車送院，

但他提出就醫要求的時間則並未有記錄。在兩個事件（即會見值日官

的時間與救護車到達的時間）之間，沒有完整資料提供該段時間內有

甚麽事情發生。    

 
14.18  在 24 名被捕人士的現有記錄中，有 12 人在與值日官會面時提

出就醫要求。就此，警方分批致電消防處要求派出救護車 14，而非就每

個要求個別致電消防處，亦沒有詳細記錄分辨哪輛救護車是來接哪位

被捕人士。    

 
14.19  就救護車出勤情況，消防處提供了其電腦系統中檢索所得的實

時記錄。根據消防處記錄，當晚救護車往新屋嶺接載了 30 人，與警方

記錄所示要求就醫的人數一致。據警方表示，為應付就醫要求，新屋嶺

向警隊管理層要求增派人員陪同有關人士前往醫院。增援人員其後被

調派到新屋嶺以執行押送任務。  

 
14.20  法律會面記錄亦存在資料不完整的問題。據警方表示，應律師

或被捕人士要求，在新屋嶺為 39 名被捕人士安排了 50 次法律會面。

警方記錄載有 50 次會面的開始及結束時間。不過，警方只記錄了其中

23 名被捕人士提出會面要求的時間，而這 23 名被捕人士合共提出 26

次要求，其中 17 次由律師代為提出， 9 次由被捕人士本人提出。由律

師提出的法律會面要求的最早時間是 8 月 12 日凌晨 2 時 10 分，而被

捕人士提出的第一個有關要求是在同日早上 6 時 34 分提出，全部 26

次要求都獲受理。其中三名被捕人士曾與律師會面兩次，其餘被捕人

                                                      
14  警方合共分 7個批次為 30名被捕人士召喚救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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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提出法律會面要求的時間並無記錄。根據現有記錄，大部分的法律

會面要求是由律師提出，而且通常較被捕人士提出有關要求的時間為

早。  

 
14.21  據警方表示，部分被捕人士在 8 月 11 日晚上需進行錄影會面，

他們其後被轉送至其他警署以進行錄影會面。  

 
投投訴訴警警方方  
 
14.22  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新屋嶺的使用衍生一宗須匯報投訴及

一宗須知會投訴 15。須匯報投訴由三名律師提出，指控警方在 2019 年

8 月 12 日凌晨未有及時安排他們與在新屋嶺的當事人會面，其後亦未

能安排合適的會面室。須知會投訴指控新屋嶺的警務人員涉嫌毆打被

捕人士，由非直接受影響的人士根據網上資料而提出。   

 
警警方方的的回回應應  

 
使用新屋嶺作臨時羈留處的原因  
 
14.23  就 8 月 11 日啟用新屋嶺直接處理被捕人士當中的考慮，警方

解釋指，處理被捕人士按情況而定，取決於多個考慮因素，包括但不限

於每宗個案的特點，以及被捕人士及警務人員的安全。在 8 月 11 日，

香港多處發生廣泛騷亂，多個可用作臨時羈留處的警署當晚受到襲擊

又或者地處鄰近騷亂區域 16。      

 
14.24  警方認為有必要找一個安全而面積較大的場地去處理大量被

捕人士。警方認為新屋嶺最合適，因它可容納較多人、高保安規格、遠

離騷亂地區，而且不易受到示威者攻擊。  

 
14.25  對於 8 月 11 日新屋嶺啟用作臨時羈留處的決定一再更改，警

                                                      
15  另有一宗涉及新屋嶺的須知會投訴，指控警方並未拘捕散播新屋嶺謠言的人士。 
16  當晚有七個警署受到襲擊，包括：灣仔警察總部、深水埗警署、尖沙咀警署、長沙灣警署、旺角警署、
大埔警署及沙田警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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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解釋稱，當晚 8 時 20 分總部決定啟用新屋嶺作為臨時羈留處以處理

被捕人士。不過，由於新屋嶺缺乏登記資料及處理被捕人士所需的電

腦系統，考慮到運作上的不足，因此總部在晚上 9 時 38 分作出進一步

指示，要求各地區警署對被拘留人士先作初步處理，然後才押送往新

屋嶺。經過進一步商討，考慮到被拘留人士在轉送途中的安全及保安

事宜，總部決定，已被押送往新屋嶺途中的被拘留人士不須押送回油

尖警區。同樣地，總部也指示將銅鑼灣被捕的 15 名人士直接押送至新

屋嶺，以人手記錄被捕人士的詳細資料。  

 
14.26  警方於 8 月 11 日將被捕人士押送至新屋嶺時，亦遇到以下問

題：   

 
   (a) 主要路口被路障堵塞；  

  (b) 街頭暴力仍然持續，需要時間安排足夠的警務人員負責押

送；以及  

   (c) 有數架旅遊巴士在連接新屋嶺與文錦渡路的一條未命名的

單向行駛路段上滯留。  

 
醫療安排  

 
14.27  警方解釋，為履行照顧被拘留人士的責任，警務人員會特別留

意所有被捕 /被拘留人士的身體狀況。一般而言，警務人員都接受過急

救知識及技能的專業訓練，可為傷者提供即時護理，並在必要時安排

醫療治理。警方進一步解釋，當被捕人士到達新屋嶺時，警方留意到有

明顯傷勢的被捕人士已由相關警務人員作急救處理。此外，警方在 8 月

27 日舉行的記者會上解釋，由於被捕人士提出大量醫療治理要求，必

須優先處理傷勢較重的人士 17。  

 
14.28  警方進一步指出，有關被捕人士並非在新屋嶺被警方拘留期間

                                                      
17  政府新聞網（2019年 8月 27日）。〈警方回應拘留新屋嶺相關指控〉。擷取自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8/20190827/20190827_165319_923.html?type=ticker 
 《香港經濟日報》（2019年 8月 28日）。〈新屋嶺扣留 6人骨折 警：被捕反抗傷〉 
 擷取自 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438151/新屋嶺扣留 6人骨折 警：被捕反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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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現場有一名受傷的被捕人士被直接送往醫院接受治療，而當時

其他受傷人士視乎情況許可已接受急救。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投

訴警察課並未接獲任何被捕人士指控在新屋嶺被毆打而提出的投訴。  

 
14.29  警方詳細解釋稱，一般而言，如被拘留人士提出就醫要求，新

屋嶺的警務人員會即時召喚救護車服務。事發當晚，個別被拘留人士

在救護車抵達時改變主意。例如，救護車在清晨到達，但被拘留人士寧

願等到上午稍後時間才接受治療。由於新屋嶺投入運作後工作繁重，

此類情況並未有記錄，不過警務人員已運用既有的最佳資源去處理大

批被拘捕人士。  

 
法律探訪  

 
14.30  就律師探訪的安排，警方解釋稱，有律師到達新屋嶺正門要求

會見被捕人士，但駐守正門的警務人員並未通知中心內部人員，而是

建議律師致電中心。新屋嶺內僅有一部固網電話接聽律師的來電，因

此，直至律師成功致電中心查問其當事人是否被羈押在內時，新屋嶺

內的警務人員才得知有關情況。  

 
14.31  由於法律師探訪的記錄是在繁忙和混亂的情況下以人手作出

記錄，因此有可能出現錯漏。警方在 8 月 27 日的記者會上否認有意阻

撓被拘留人士與律師會面，據警方表示， 8 月 11 日晚上在新屋嶺的所

有被捕人士都獲悉與律師會面的權利。當晚，有並非由被捕人士聘請

的義務律師到達新屋嶺，要求與被捕人士會面並提供法律服務。警方

已向這些律師解釋有關程序，其後又安排他們與相關被捕人士會面。

如果被捕人士要求會見律師，警方只會在律師到達後才錄取警誡供詞。

警方強調，是否會見律師是由每位被捕人士自行作出決定。為保障被

捕人士的私隱，警方希望所有會面以一對一方式進行。無奈當時有大

批被捕人士，而現場只有兩間會面室。最終，部分被捕人士及其律師同

意以小組形式會面的安排 18。  

                                                      
18  政府新聞網（2019年 8月 27日）。〈警方回應拘留新屋嶺相關指控〉。擷取自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08/20190827/20190827_165319_923.html?type=ti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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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監警警會會的的觀觀察察  
 
設施不足  
 
14.32  2019 年 8 月之前，新屋嶺從未被用作處理被捕人士。該處的結

構局限導致其不適合用作處理被捕人士，尤其不適合羈押大量被捕人

士。例如，新屋嶺內並沒有閉路電視，這是一項處理被捕人士必備的基

本保安設施。若果公眾人士作出指控，閉路電視片段可提供證據，以證

明事實或作出反駁。雖然監警會理解警方在處理大量被捕人士所面對

的挑戰，但任何拘留記錄的遺漏都是不理想的。當新屋嶺在 8 月 11 日

被用作臨時羈留處時，並非如其他用作臨時羈留處的警署一般設有中

央電腦系統，以致無法確保完整的時間記錄，包括被捕人士要求接受

醫療治理，以及與律師會面的記錄。一間合適的臨時羈留處應該具備

足夠設施，可即時準確記錄被捕人士的拘留細節和動向。當有需要審

視完整拘留過程時，這些可靠記錄可為佐證，又或者當被捕人士的證

供受到質疑時 (無論是否在警誡下作供 )，這些記錄均可在法庭作為呈堂

證供。監警會留意到，這些設備上的不足，曾一度令警方高級管理層重

新考慮 8 月 11 日使用新屋嶺作臨時羈留處的決定。然而，當警方清楚

知道多個可用作臨時羈留處的警署當晚受到襲擊又或者地處鄰近騷亂

區域，警方別無他法，只好維持原來決定。若果將來警署再次無法容納

大量被捕人士的話，可借鑑今次的經驗，作好準備。  

 
14.33  新屋嶺沒有泊車位或等候處供訪客使用。在 8 月 11 日午夜，

律師須在新屋嶺外等候。當律師獲准入內會見當事人時，並沒有合適

的會面室可供使用，以保障私隱。而且，由於會面室的數量及設備遠遠

無法滿足需求，因此需長時間輪候，導致法律界不滿警方在新屋嶺的

探訪安排。  

 
14.34  新屋嶺作為同一時間處理大量被捕人士的臨時羈留處，到新屋

                                                      
 《蘋果日報》（2019年 8月 28日）。〈拘 15少年 兒童之家羈留〉。 
 擷取自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90828/20757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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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探訪被捕人士的訪客，例如被捕人士的代表律師和家屬，均有需要

聯絡新屋嶺內的警務人員。然而，新屋嶺只有一部固網電話可用作聯

繫外界，律師亦只能夠致電這個固網電話聯繫新屋嶺內的警務人員。

而且，新屋嶺一帶的流動電話網絡不穩定 (詳情請參閱第 14.38 段 )，因

此律師難以成功致電聯絡新屋嶺內的警務人員。  

 
14.35  根據相關警隊指引，若果預計案件有可能移交區域法院審理，

即需使用錄影會面錄取口供。 8 月 11 日當晚，被捕人士有可能涉及與

暴動相關的罪行，因此案件很可能移交區域法院審理。然而，新屋嶺並

沒有錄影會面設施。作為大型公眾活動期間使用的臨時羈留處，應該

設有錄影會面設施，以避免不必要的分流安排及移送被捕人士。  

 
位置偏遠  
 
14.36  新屋嶺位置偏僻，以致從不同地方運送被捕人士到該處的路程

遙遠。正如上文第 14.26 段所述，警方在 8 月 11 日的行動尤其困難，

導致運送被捕人士的過程需時更久，當晚警方耗費多個小時才把 53 名

被捕人士送到新屋嶺。原則上，被捕人士應盡快被移交至最接近的警

方羈留設施。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長途跋涉運送被捕人士並不理想。在

8 月 11 日晚的極端情況下，部分被捕人士在被拘捕時可能已經受傷。

事實上，警方記錄顯示，最少有 12 名被捕人士在 8 月 11 日被送到新

屋嶺後，已隨即向值日官要求接受醫療治理。在這樣的背景下，長途跋

涉把被捕人士送到新屋嶺如此偏僻的地方，加上設施不足，亦缺乏即

時及準確的記錄作審核追蹤，不僅做法不可取，亦會容易引起揣測。無

論如何，若果被捕人士在被拘捕時已經受傷，應該直接送往醫院治理，

而非首先送到警方羈留設施。  

 
14.37  對於訪客來說，到新屋嶺探訪被捕人士相當困難。該處欠缺泊

車位，而可抵達附近一帶的公共交通工具亦極之缺乏。從市區乘搭公

共交通工具前往新屋嶺可能需要超過一小時。這種情況並不理想，亦

有可能被認為妨礙被捕人士接受律師或家屬等相關人士探訪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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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8  由於新屋嶺位置偏僻，該處的流動電話網絡覆蓋不穩定，該中

心內的警務人員可能無法使用手提電話聯絡外界。依照警方就 8 月 11

日當晚情況作出的解釋，駐守新屋嶺正門的警務人員並沒有通知該中

心內的警務人員有律師到訪，反而建議律師自行致電中心的人員。律

師到達新屋嶺後，未必可以使用手提電話致電中心內的固網電話，變

相沒有任何途徑可以聯絡警務人員。若果選用一個沒那麼偏僻的臨時

羈留處，則可減低通訊中斷的風險。  

 
人手不足  
 
14.39  8 月 11 日當天，只有一名值日官以及四名人員支援行政工作。

這樣的人手不足以應付當晚就大量被捕人士所帶來的行政工作，例如

安排醫療治理和律師會面，以及即時並準確地保存相關安排的記錄。

事實上，由於當晚情況混亂，致使警方無法確保被捕人士的醫療治理

和法律會面的相關完整記錄。  

 
14.40  分流安排方面，新屋嶺需要額外人手支援，才得以押送受傷被

捕人士到醫院就診，而警務人員其後亦獲調派到新屋嶺支援有關工作，

這顯示新屋嶺作為臨時羈留處，原有的人手編配根本不足以應付額外

的突發事件。  

 
監監警警會會根根據據《《監監警警會會條條例例》》第第 8(1)(c)條條作作出出的的建建議議  
 
人手編配  
 
14.41  於 8 月 11 日，不同地點均有大量被捕人士，明顯地令警隊管

理層和現場警務人員面對後勤支援及執法方面的挑戰。執法上的挑戰

包括兩方面： (1)在暴力示威持續蔓延的情況下維持治安，及 (2)處理大

範圍不同地點的大量被捕人士。當現場指揮官面對持續的暴力事件時，

別無他法，只會先驅散群眾，重新開放被堵塞的道路，保障受影響人士

的性命和財產安全。然而，被捕人士有權知悉自己的權利，亦有權接受

醫療治理。同時，被捕人士都是被合理懷疑干犯罪行的人士，警方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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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好充分準備，把犯案人士繩之於法。如何在各項工作優次方面取得

平衡至關重要，監警會建議警務處處長 (處長 )就此進行檢討。  

 
14.42  在有可能採取大規模拘捕行動的情況下，處長有必要檢視控制

暴動所需的警力部署，以加強處理大型公眾活動被捕人士的後勤安排

和人手部署。監警會留意到，警方已調配刑事部門的警務人員在大型

公眾活動中負責處理拘捕行動。然而，警方應該同樣重視確保被捕人

士知悉自己的權利，並得到及時醫療治理。警方已有指引訂明被捕人

士的權利，確保傷者得到適切治療。這次的檢討工作應考慮目前的指

引清晰程度是否足夠，以確保達致兩大目標：(1) 維持法治，以及 (2)在

尊重被捕人士的權利之餘，把犯案者繩之於法。由於將來可能再次出

現大型公眾活動並涉及大量被捕人士，警隊亦應藉今次檢討考慮是否

有需要加強培訓、人手編配及科技設備。  

 
14.43  至於臨時羈留處的警力編配方面，8 月 11 日的事件顯示有必要

安排更多人手資源、完善設備 (詳情請參閱第 14.44 段 )，以確保警方能

夠有效率地在同一時間內處理大量被捕人士涉及的行政工作。例如，

所有就醫要求必須馬上處理，而非分批處理。為此，人手編配是其中一

項警方應仔細檢視的範疇。  

 
設施  
 
14.44  警方在選擇臨時羈留處時，會使用有足夠空間 (例如停車場、探

訪被捕人士的訪客等候處 )，以及足夠設備 (例如穩定網絡連結中央電腦

系統、足夠的固網電話 )的警署，用作處理及羈押被捕人士。就這方面

而言，監警會在 2019 年曾經視察警署，當時警隊正推出措施加強處理

及羈留被捕人士的設施 19。會方得悉這些設施的設計是為了確保被捕人

士知悉自己的權利、確保法律會面安排可保障客戶 /律師之間的私隱，

並為被捕人士在羈留期間提供足夠保障。新增設施同時可作審核追蹤，

包括保存閉路電視片段及電腦記錄，作為監察及調查投訴之用。監警

                                                      
19 監警會新聞稿 (2019年 4月 4日)。〈監警會赴北角警署了解優化後的羈留設施〉。擷取自 

https://www.ipcc.gov.hk/doc/tc/pr/pr_20190404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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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建議，這些改善措施應盡快在所有警署實施。若果將來需在警署以

外的地方設置臨時羈留處，有關臨時羈留處亦應設有與警署同等的設

施。  

 
地點  
 
14.45  監警會明白，當警方在極端情況下選擇地點作為臨時羈留處，

需要在地點便利與預防襲擊風險之間取得適當平衡。就 8 月 11 日的事

件而言，新屋嶺位置太偏僻，部分前來探訪被捕人士的訪客可能會因

為該處的流動電話網絡覆蓋不穩定，而沒有任何可行方法聯絡新屋嶺。

新屋嶺的結構以及周邊一帶缺乏公共交通工具，均導致訪客難以前來

探訪被捕人士。至於運送被捕人士方面，若果在極端情況下，被捕人士

在被拘捕時已經受傷，應避免長途跋涉移送被捕人士。警方在汲取 8 月

11 日的教訓後，若果將來有需要使用臨時羈留處，應考慮選擇不太偏

僻的地點，挑選位置時亦應考慮合理距離之內是否有醫院及救護站。  

 
結論  
 
14.46  新屋嶺毋庸置疑可以羈押大量被捕人士，但就其結構及設備上

的限制而言，並不適合在當日用作臨時羈留處。若果將來有大規模拘

捕行動，需要使用臨時羈留處，其設施必須與目前警署處理及羈押被

捕人士的標準相同，而運作上則需採取上述建議提及的獨立後勤和記

錄安排。警方亦應檢討及訂立政策，列明挑選地點作為大規模拘捕行

動的臨時羈留處時，所需考慮的要求及因素。  


	Blank Page
	Blank 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