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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2019年7月21日(星期日) 元朗事件

第三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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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時序序表表—— 2019 年年 7 月月 21 日日星星期期日日

關關鍵鍵事事件件

A. 第一階段 7 月 21 日之前發生的事件及互聯網上訊息
B. 第二階段 7 月 21 日港島區的遊行以及中聯辦外的衝突
C. 第三階段 7 月 21 日在元朗發生的事件

第一部分 白衣人在鳳攸北街和雞地一帶聚集，該

段時間互聯網上的訊息及情報

第二部分 元朗站第一輪襲擊及互聯網上的訊息

第三部分 元朗站內或附近一帶的新一輪襲擊  

第四部分 警方在南邊圍的行動及互聯網上的訊息

D. 第四階段 元朗事件後，公眾的揣測及警方的回應

各各事事件件的的詳詳細細時時序序

A. 第第一一階階段段  ——  7 月月 21 日日前前發發生生的的事事件件及及互互聯聯網網上上的的訊訊息息

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7 月 16 日

晚上 7 時

有人在元朗鳳攸北街休憩處舉行公開放映會，播放涉

及近期大型公眾活動中有關指控警暴的片段（資料來

源：傳媒報道 1）。

附附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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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7 月 16 日  

晚上 7 時 59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 [突發 ]元朗黑警播放

站需要大量人手   快」。貼文指，有黑社會幫派頭目

已號召 200 至 300 人混入放映會，藉機生事（資料來

源：連登討論區 2)。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7 月 16 日  

晚上 8 時  

公開放映會開始（資料來源：傳媒報道 3）。  

7 月 16 日  

晚上 9 時 24 分  

 

連登討論區有網友留言指在休憩處對面的街道上看

到許多白衣人，部分人戴上口罩。（資料來源：連登討

論區 4)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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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7 月 16 日  

晚上 9 時 46 分  

有網民在連登討論區發文，指部分白衣人襲擊市民，

有網友回應稱「搵日要光復元朗」（資料來源：連登討

論區 5)。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7 月 16 日  

晚上 10 時  

 

公開放映會結束時，大約 40 名男子出現，他們部份

身穿白衣，並與活動參加者發生衝突。雙方互相辱罵、

潑水及投擲水樽（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及傳媒報道

6）。一些網上影片顯示雙方互相拉扯，部分白衣人揮

拳毆打兩名途經該處的年輕人。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

亦試圖從背後用腳踢向該兩名年輕人，有人報警。警

務人員到場前，大部分參加活動的人士已經離開，現

場情況亦已回復平靜，警方於是驅散群眾（資料來源：

傳媒報道 7）。  

7 月 16 日  

晚上 10 時  

 

有影片拍攝到白衣人在放映會期間表示可以協助八

鄉分區的指揮官驅趕人群，指揮官拍一拍其中一名白

衣人的肩膊，表示「心領，唔想大家嘅幫忙令警務人

員更加辛苦。」（資料來源：傳媒報道  8）。  

7 月 16 日  

晚上 11 時 16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元朗真係唔建議大家

搞光復」，勸阻大家不要嘗試「解放」元朗，擔心原居

民會採取暴力行動（資料來源：連登討論區  9）。  

7 月 16 日  

之後  

網上有人呼籲參加 7 月 21 日在元朗舉行的公眾集會，

抗議 7 月 16 日的公開放映會遭人滋擾。（資料來源：

連登討論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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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與此同時，亦有網民呼籲元朗居民「保衛家園」，把示

威者趕出元朗，網上亦出現威脅對示威者使用暴力的

訊息（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及連登討論區 11）。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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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7 月 17 日  新聞報道 7 月 16 日公開放映會的事件，報道引述一

名元朗區議員指，在活動結束時出現的白衣男子是元

朗當區黑社會成員（資料來源：傳媒報道 12）。  

7 月 18 日  

及  

7 月 19 日  

因應網上有人呼籲 7 月 21 日在元朗舉行公眾集會，

新界南總區總部請示警察總部指揮及控制中心，要求

於 7 月 21 日調派總區應變大隊到元朗增援。警察總

部指揮及控制中心評估元朗風險後，決定優先調派總

區應變大隊到港島區。  

 
因此，元朗警區重新安排現有警力，組成多個臨時特

別專隊，應對任何緊急情況：  

 
(a)  元朗警區行動室 11 名警務人員在元朗區指揮官

（臨時）的指揮下負責各項突發行動。   

(b)  快速應變部隊 70 名警務人員負責執行保衛警署

職責，以及處理涉及中等程度暴力的衝突。   

(c)  刑事應變小隊 46 名警務人員負責核證與反對



129

第十章．2019年7月21日(星期日) 元朗事件

第三冊

 
 

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活動相關的報案。   

(d)  偵察部隊 13 名警務人員負責觀察及匯報所在地

區的任何違法行為。   

(e)  元朗刑事總部小組 5 名警務人員負責監察 7 月

21 日期間各類罪行的初步調查。  

(f) 港鐵警方觀察哨站 8 名警務人員分別駐守西鐵

綫元朗站、天水圍站、朗屏站及錦上路站，即每

個港鐵控制室派駐 2 名警務人員，若發現任何

違法行為，直接向元朗警區行動室匯報（資料來

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18 日  警方派遣元朗區刑事警務人員向鄉事委員會的元朗

村代表詢問是否得悉網上的號召，大部分村代表對於

網上的呼籲或於 7 月 21 日有任何行動計劃表示毫不

知情，警務人員勸籲他們說服村民當日留在家中，村

代表知悉（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0 日  

凌晨 1 時 24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 721 元朗出發既巴絲

小心鄉黑吹雞打人」。貼文警告，身穿中國傳統龍獅服

的黑社會成員將於 7 月 21 日在元朗襲擊黑衣人，建

議遊行人士乘坐西鐵之前先更換衣服（資料來源：連

登討論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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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7 月 20 日  

下午 5 時  

 

在添馬公園舉行的親政府集會「守衛香港」，有人發表

「藤條教仔論」，聲稱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年

輕人應該被藤條鞭打（資料來源：傳媒報道 14）。  

 
在集會上，有電視新聞報道採訪一名集會人士，該名

集會人士叫傳媒在 7 月 21 日前往元朗，稱「將會有

一場好戲睇」（註：這名集會人士後來被新聞片段拍攝

到於 7 月 22 日凌晨襲擊期間戴著口罩、手持木棍衝

進元朗站。）（資料來源：傳媒報道 15）。  

7 月 20 日  

晚上 10 時 36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小心！！元朗人入］

721 元朗黑社會話會周街打後生仔」。貼文警告，黑社

會成員將用竹棍毆打黑衣人和年輕人，而警方會視而

不見（資料來源：連登討論區 16)。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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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第二二階階段段  ——  7 月月 21 日日港港島島區區的的遊遊行行以以及及中中聯聯辦辦外外的的衝衝突突  

 
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7 月 21 日  

下午 3 時 39 分  

 

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公眾遊行從維多利亞公

園起步，遊行至灣仔盧押道。然而，大部分遊行人士

並沒有在不反對通知書所訂明的終點盧押道停下來，

而是繼續前往中環（資料來源：傳媒報道及直播影片

17）。  

 
(圖片來源：《香港 01》 )  

7 月 21 日  

傍晚 6 時 36 分  

部分遊行人士更前往西區的中聯辦（資料來源：傳媒

報道及直播影片 18）。  

7 月 21 日  

傍晚 6 時 55 分  

 

中聯辦外有大批示威者聚集，部分人向中聯辦大樓擲

雞蛋，向閉路電視噴漆，並破壞建築物外牆（資料來

源：傳媒報道及直播影片 19）。  

  
(圖片來源：立場新聞 Facebook 專頁公開資料 )  

7 月 21 日  

晚上 7 時 23 分  

示威者開始佔據德輔道中（資料來源：傳媒報道及直

播影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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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7 月 21 日  

晚上 8 時 03 分  

 

示威者向中聯辦外的國徽潑上黑色油漆（資料來源：

傳媒報道及直播影片 21）。  

 
(圖片來源：《明報》 )  

7 月 21 日  

晚上 8 時 08 分  

警方開始在中聯辦外進行清場行動（資料來源：香港

警務處及傳媒報道 22）。  

7 月 21 日  

晚上 9 時 15 分  

 

暴力示威者在干諾道西向警務人員投擲磚塊和玻璃

樽，用丫叉、弓箭以及削尖的棍棒襲擊警務人員，並

在路上縱火，警方發射 9 枚橡膠彈、25 枚反應彈及 55

枚催淚彈應對。（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傳媒報道及

直播影片 23）  

  
(圖片來源：《香港 01》 )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41 分  

示威者陸續散去，警務人員繼續在防線戒備（資料來

源：傳媒報道及直播影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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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第三三階階段段  ——  7 月月 21 日日在在元元朗朗發發生生的的事事件件  

 
第一部分  —  白衣人在鳳攸北街和雞地一帶聚集，以及該段時間互聯

網上的訊息和情報  

 
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7 月 21 日  

下午 12 時 05 分  

一名區議員向元朗警民關係組一名警務人員轉發一

張相片，當中有兩條 WhatsApp 訊息，指有傳黑社會

將召集 500 人身穿白色衣服，於 7 月 21 日襲擊戴口

罩的黑衣人。警民關係組回應指，警方已安排人手密

切留意元朗的情況，警民關係組的警務人員亦要求區

議員及時告知最新情況。警務人員進一步向區議員保

證西鐵站附近會有警務人員巡邏，警方已因應情況制

定計劃（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區議員及傳媒報道  

25）。  

 
(圖片來源：麥業成區議員 )  

 

7 月 21 日  

傍晚 6 時  

元朗警署的元朗警區行動室開始運作（資料來源：香

港警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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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7 月 21 日  

傍晚 6 時 08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突發」元朗鄉黑已出

車」。貼文稱大棠路有戴口罩的白衣人集結，提醒人們

「Be Water」(流水戰術 )。在該貼文的留言中，有網友

貼出一張相片，顯示一批白衣人在某鄉村的休憩處聚

集。網友稱相片是在當日下午 4 時 33 分拍攝（資料

來源：連登討論區 26)。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7 月 21 日  

傍晚 6 時 30 分  

元朗分區助理分區指揮官（行動）向警務人員作出簡

報（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傍晚 6 時 36 分  

 

鳳攸北街多家店舖的閉路電視畫面顯示，白衣人從傍

晚 6 時 36 分開始在街上聚集，該段影片在 7 月 29 日

的某個中文新聞節目內播出（資料來源：傳媒報道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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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圖片來源：香港電台 )  

7 月 21 日  

晚上 7 時 07 分  

警方接獲 999 報案，指有過百人在鳳琴街（雞地）元

朗消防局外聚集，但並未作出暴力行為（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7 時 07 分

至  

9 時 43 分  

警方接獲近 500 宗 999 報案，指元朗有白衣人聚集。

大部分報案電話並未提及有人持有武器，但有數十宗

報案電話提及有人手持竹棍或旗幟，只有少數報案電

話聲稱看見有人手持木棍或鐵通（資料來源：香港警

務處及 999 報案電話錄音）。  

7 月 21 日  

晚上 7 時 46 分  

警方接獲 999 報案，指有大約 30 至 40 人在鳳攸北街

聚集（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7 時 51 分

晚上 8 時 04 分

晚上 8 時 27 分  

晚上 9 時 08 分   

晚上 9 時 45 分   

元朗警區行動室因應 999 報案指有白衣人聚集，五次

派出刑事應變小隊到有關地點調查。  

 
刑事應變小隊匯報指看見白衣人聚集，但沒有看到任

何破壞社會安寧或犯罪的行為，經請示元朗警區行動

室後，刑事應變小隊認為毋須即時作出驅散行動（資

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8 時至 9 時  

因應接獲多宗報案指元朗多處有白衣人聚集，新界南

最高指揮部曾三度聯繫警察總部指揮及控制中心，要

求向新界南地區調派更多警力，警察總部指揮及控制

中心維持向港島區優先調派警力的決定。（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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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8 時 36 分   

 

一名元朗區議員透過 WhatsApp 向警民關係組一名警

長轉發兩張相片，顯示大批白衣人在鳳攸北街聚集。

區議員致電警長跟進，警長回覆指已部署便衣警員到

現場（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及傳媒報道 28）。  

 
(圖片來源：香港電台 )  

7 月 21 日  

晚上 8 時 39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送元朗手足安全回家

計劃」。由於連登討論區有很多貼文表示元朗周邊有

黑社會聚集，發文者提出護送中環的示威者回元朗

（資料來源：連登討論區 29)。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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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7 月 21 日  

晚上 8 時 45 分  

警方接獲 999 報案，指大約有 100 名白衣人在元朗雞

地一帶聚集（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8 時 59 分  

 

一名前立法會議員在 Facebook 發文分享一段影片，當

中可見元朗某條街上有白衣人走動。其貼文稱：「元朗

現場 ,黑社會治港 ?聽講話要打返入元朗的黑衫人士」  

（資料來源：Facebook30）。  

7 月 21 日  

晚上 9 時 02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 721 元朗鄉黑伏擊中」，

貼文相片顯示有一批白衣人在元朗站 G2 出口附近聚

集（資料來源：連登討論區 31)。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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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7 月 21 日  

晚上 9 時 06 分  

 

警方接獲 999 報案，指大約 100 名白衣人在「形點」

商場附近聚集，部分白衣人手持竹棍，瞪眼看途人（資

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圖片來源：香港電台 )  

7 月 21 日  

晚上 9 時 09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小心元朗，出入元朗

少 (小 )心啲」，並張貼相片，聲稱警務人員與黑社會勾

結（資料來源：連登討論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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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7 月 21 日  

晚上 9 時 12 分  

一名區議員再次聯絡警民關係組警長，表示自己正在

監察鳳攸北街的情況，警長提醒該名區議員注意安

全，該訊息是繼晚上 8 時 36 分的訊息後發出（資料

來源：傳媒報道 33）。  

 
(圖片來源：香港電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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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7 月 21 日  

晚上 9 時 14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請大家一齊打 999」，

叫其他網民致電 999 舉報持有攻擊性武器的白衣人在

鳳琴街非法集結，該名發文者提議成千上萬的市民一

起致電 999 報警（資料來源：連登討論區 34)。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7 月 21 日  

晚上 9 時 14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另一貼文，題為「元朗宵禁未」。

在該貼文的留言中，部分網友聲稱報警沒有用，有留

言指「有 L 用警察同佢地一伙」，以及「黑警選擇性

失明」（資料來源：連登討論區 35)。  

7 月 21 日  

晚上 9 時 29 分  

 

根據 7 月 29 日一個中文電視新聞報道，有最少 100

至 200 名白衣人在鳳攸北街聚集。鳳攸北街一間店鋪

的閉路電視拍攝到一架巡邏車駛經白衣人聚集的地

點，但巡邏車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便駛離現場（資料

來源：傳媒報道 36）。  

 
（註：警方表示閉路電視拍攝到的警車是新界北交通

部的巡邏車，當時駛經該處，進行交通執法行動。巡

邏車上的警務人員確認看見白衣人聚集，但沒有看見

他們作出破壞社會安寧或犯罪的行為。）（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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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香港電台 )  

7 月 21 日  

晚上 9 時 42 分

至  

10 時 22 分  

警方收到三名區議員 /立法會議員發出的訊息，指元朗

有很多白衣人聚集，打算襲擊身穿黑衣人（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9 時 43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我正式宣布下禮拜就

光復元朗」。貼文指黑社會襲擊市民，在該貼文的留言

中，有網友呼籲去元朗鄉村毆打黑社會，有留言表示：

「超過成萬人踩入圍村我睇佢地惡得去邊 ?」（資料來

源：連登討論區 37)。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7 月 21 日  

晚上 9 時 52 分   

 

一名區議員致電元朗區警民關係組，指白衣人可能會

在元朗襲擊黑衣人（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及傳媒報

道 38）。  

7 月 21 日  

晚上 9 時 55 分  

警方接獲 999 報案，指一名途人在雞地遭一群白衣人

用藤條襲擊（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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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香港 01》 )  

7 月 21 日  

晚上 9 時 56 分  

 

警方接獲於晚上 9 時 55 分的報案後，派出兩架警車

（衝鋒車 83 及衝鋒車 85）前往現場。  

（註：元朗警區共有三架衝鋒車，當時另一架衝鋒車

被派往南生圍處理「火警」報告。）（資料來源：香港

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從一個在 7 月 29 日的中文電視新聞所播出的影片所

見，一名立法會議員在鳳攸北街出現並與部分白衣人

握手。  

（註：該名立法會議員於 7 月 22 日召開記者會，否

認參與元朗站的襲擊。）（資料來源：傳媒報道 39）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01 分   

根據 7 月 29 日一個中文電視新聞的報道，警方接報

鳳攸北街發生「打鬥」事件（資料來源：傳媒報道 40）。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09 分  

一名區議員致電元朗區警民關係組，指有白衣人在雞

地聚集（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10 分  

根據 7 月 29 日一個中文電視新聞的報道，警方接報

鳳琴街發生「打鬥」事件（資料來源：傳媒報道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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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13 分  

 
 

Telegram 出現訊息，呼籲市民致電 999 報案，以擾亂

警方報案中心的運作。晚上 10 時 47 分連登討論區亦

出現類似訊息（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Telegram、

連登討論區及傳媒報道 42）。  

 
(圖片來源： Telegram)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13 分  

根據 7 月 29 日一個中文電視新聞的報道，閉路電視

拍攝到警方巡邏車曾駛經鳳攸北街（資料來源：傳媒

報道 43）。  
 
（註：警方表示該架警車是新界北交通部的巡邏車，

較早前在晚上 9 時 29 分駛經鳳攸北街進行交通執法

行動。巡邏車上的警務人員確認看見白衣人聚集，但

沒有看見他們作出破壞社會安寧或犯罪的行為。）（資

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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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香港電台 )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22 分  

 

另一名立法會議員致電通知警民關係組警務人員，指

自己準備前往元朗。警民關係組以人身安全為由，建

議他不要前往元朗 (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25 分  

根據 7 月 29 日一個中文電視新聞的報道，閉路電視

拍攝到一架警車駛經鳳攸北街，當時白衣人仍然在該

處聚集，但警車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並駛離現場（資

料來源：傳媒報道 44）。  

 
（註：警方表示閉路電視拍攝到的警車是一部衝鋒

車，當時駛過該處，尋找一宗襲擊案件的受害人。警

車上的警務人員確認看見白衣人聚集，但沒有看見他

們作出破壞社會安寧或犯罪的行為。）（資料來源：香

港警務處）  

 
(圖片來源：香港電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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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26 分   

一名區議員致電通知警民關係組警務人員，指自己準

備前往元朗（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28 分  

警務人員接獲晚上 9 時 55 分襲擊案受害人的報案，

受害人確認自己身處元朗安寧路（資料來源：香港警

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34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集思廣益點樣消滅元

朗黑社會」。在該貼文的留言中，部分網友建議直接掃

蕩黑社會場所（資料來源：連登討論區 45)。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36 分  

 

警方在元朗安寧路找到晚上 9 時 55 分報案的受害人，

把他送往醫院接受治療（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根據傳媒報道，受害人是一名男廚師，他下班後看見

鳳攸北街有大批白衣人聚集，隨口說了一句街上有很

多白衣人，白衣人便用藤條追打他（資料來源：傳媒

報道 46）。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39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 (必要置頂 )下星期六

既 (嘅 )光復元朗，係必要！」。在該貼文的留言中，部

分網友對警方表示不滿，聲稱「明明係班黑社會係元

朗搞事點解冇警察去控制」以及「警黑合作」（資料來

源：連登討論區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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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第三三階階段段  ——  7 月月 21 日日在在元元朗朗發發生生的的事事件件  

 
第二部分  —  元朗站第一輪襲擊及互聯網上的訊息。  

 
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至  

10 時 59 分  

999 控制台接獲 265 宗報案（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晚上 10 時至 10 時 39 分期間，有多宗報案指白衣人

在街上襲擊途人，其後有更多報案聲稱有人手持武器

（主要是木條及棍棒），亦有人聲稱等候一小時仍未

見警務人員到場（資料來源： 999 報案電話錄音）。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30 分  

 

7 月 29 日有中文電視新聞報道指，數十名白衣人開始

離開鳳攸北街休憩處，往相反方向的鳳翔路走去（資

料來源：傳媒報道 48）。  

 

 
(圖片來源：香港電台 )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40 分  

7 月 29 日有中文電視新聞報道指，所有白衣人已離開

鳳攸北街（資料來源：傳媒報道 49）。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40 分  

 

999 控制台接獲報案，指元朗站發生打鬥，有人倒臥

在地，報案人要求召喚救護車（資料來源： 999 報案

電話錄音）。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40 分  

至  

10 時 43 分  

元元朗朗站站  

元朗站內有約四名白衣人手持繫上示威標語的木棍，

追趕一名黑衣女士 (甲 )，從元朗站 F 出口一直追至付

費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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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黑衣女子 (乙 )見狀隨即上前幫助女子 (甲 )，用雨傘毆

打白衣人，女子 (甲 )逃脫。白衣人轉而攻擊女子 (乙 )。 

女子 (乙 )與白衣人在付費區扭打。  

 
付費區內有大約十名黑衣人前來幫助女子 (乙 )，黑衣

人用雨傘襲擊白衣人，而白衣人用抗議標語牌及類似

木棍的物件襲擊黑衣人。  

 
此時，另有六至七名白衣人跳過閘機及玻璃圍欄進入

付費區，部分白衣人以抗議標語的木柄及旗幟桿加入

打鬥，打鬥持續大約兩分鐘（資料來源：港鐵閉路電

視片段）。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42 分  

 

999 控制台再接獲兩宗報案，指元朗站內有數十人打

鬥，情況混亂，有人受傷流血，需要救護車協助（資

料來源： 999 報案電話錄音）。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42 分  

 

新界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通知一名巡邏小隊警長，指

元朗站內有兩宗求警協助個案，包括：   

(1)  一名男子遭白衣人襲擊；以及  

(2)  一名母親及其孩子要求警務人員護送離開元朗

站（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42 分  

 

警方設在元朗站的港鐵警方觀察哨站向元朗警區行

動室匯報，指有 30 人手持木棍在 F 出口聚集（資料

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43 分   

 

涉及晚上 10 時 40 分打鬥的白衣人離開車站，部分人

手持藤條、木條及棍棒（資料來源：傳媒報道 50 及港

鐵閉路電視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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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件件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44 分  

 

一名立法會議員（即較早前在晚上 10 時 22 分致電警

民關係組的議員）到達元朗站付費區。與此同時，大

約 100 名黑衣人結束港島區遊行返回元朗，在車站付

費區聚集（資料來源：港鐵閉路電視片段及傳媒報道  

51)。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44 分  

 

該名立法會議員在 Facebook 直播元朗站情況，該名議

員與黑衣人會合，詢問有關較早前在晚上 10 時 40 分

發生的襲擊事件。元朗站付費區地上可見血跡斑斑，

亦有折斷的木棍（資料來源：直播影片及傳媒報道 

52）。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45 分  

 

新界南總區指揮及控制中心在晚上 10 時 42 分接獲兩

宗 999 求警協助報案，於是派出兩架巡邏車載著六名

警務人員前往元朗站（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及傳媒

報道 53）。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45 分  

元朗站內的港鐵職員留意到車站大堂發生爭執，亦有

人按動火警鐘（資料來源：港鐵新聞稿 54）。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45 分  

999 控制台接獲更多報案，指有大批白衣人在元朗站

附近或站內打人（資料來源： 999 報案電話錄音）。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47 分  

港鐵向警方報案（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及港鐵新聞

稿 55）。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47 分  

 

連登討論區出現訊息，呼籲市民致電 999 報案，以擾

亂警方報案中心的運作，晚上 10 時 13 分 Telegram 亦

出現類似訊息（資料來源：連登討論區及傳媒報道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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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48 分  

至  

11 時 02 分  

 

大約 70 名手持木棍、旗幟、棍棒及雨傘的白衣人經 F

出口進入元朗站，他們在車站大堂的非付費區逗留，

隔著玻璃圍欄及閘機與付費區內的黑衣人互相辱罵

（資料來源：港鐵閉路電視片段、直播影片及傳媒報

道 57）。  

 
(圖片來源：港鐵閉路電視片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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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立場新聞 Facebook 專頁公開資料 )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48 分  

至  

11 時 02 分  

雙方互相投擲膠水樽及其他物件。黑衣人亦打開雨傘

自衛（資料來源：直播影片及傳媒報道 58）。  

 
(圖片來源：立場新聞 Facebook 專頁公開資料 ]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48 分  

至  

11 時 02 分  

一名立法會議員呼籲付費區內的黑衣人遠離玻璃圍

欄及白衣人，他叫非付費區內的白衣人切勿穿過閘

機，又叫黑衣人用手機拍攝白衣人的容貌（資料來源：

直播影片及傳媒報道 59）。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51 分   

一名記者在 Facebook 上開始直播元朗站大堂付費區

的情況（資料來源：傳媒報道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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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51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元朗後生仔請小心，

已經白色衫無差別打人」，並附上一張相片，指白衣人

用椅子打人。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在該貼文的留言中，部分網友指警方在事件中與黑社

會勾結，其中一條留言寫道：「網傳警察內部已經講明

唔好處理話白衫打人」，另一條留言則寫道「無人再敢

住元朗黑社會同警察合作的地區」， 貼文下的其他留

言亦表達類似感受（資料來源：連登討論區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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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52 分  

第一架巡邏車上的三名警務人員抵達元朗站 G1 出

口。  

 
(圖片來源：港鐵閉路電視片段 )  
 

他們沒有發現任何打鬥，但車站內一批大多數穿著白

色衣服的人士顯得情緒激動，大聲叫喊。  

 
警務人員經評估警力、設備及個人安全，認為自己無

法應付事件。他們向上司警長報告情況，警長之後向

元朗警區行動室匯報（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52 分  

救護車到達元朗站巴士總站（資料來源：港鐵閉路電

視片段）。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54 分   

元朗警區行動室獲悉元朗站的情況，指示三名警務人

員撤退，在附近等候增援（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55 分  

三名救護員到達元朗站（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56 分  

元朗站付費區內的立法會議員叫身處非付費區的白

衣人有膽量的話別離開，指警方正前來拘捕他們，接

著黑衣人呼喊  「黑社會！唔好走！」（資料來源：直

播影片及傳媒報道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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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57 分  

 

元朗警區行動室從元朗警署部署大約 50 名快速應變

部隊人員，通知元朗刑事總部小組，並動員屯門第三

梯隊兩個小隊（約 15 名警務人員）前往元朗站增援。 

 
元朗警區行動室指示當時正前往元朗站的第二架巡

邏車返回元朗警署（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57 分  

元朗警署快速應變部隊人員在十分鐘內穿上裝備並

聽取簡報，然後前往元朗站（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58 分  

 

在元朗站內，一批白衣人向後退，部分黑衣人走近閘

機和玻璃圍欄，部分白衣人隨即衝上前襲擊他們，部

分黑衣人以雨傘還擊，並向白衣人投擲膠水樽，亦有

黑衣人打開雨傘作掩護（資料來源：直播影片及傳媒

報道 63）。  

7 月 21 日  

晚上 10 時 58 分

至 10 時 59 分  

 

爭爭執執  —  一名男子從付費區另一處（「「付付費費區區 2」」亦即

通往 A 出口及 B 出口的付費區，在大批黑衣人聚集處

的對面）挑釁白衣人，一名白衣人上前與其爭論（資

料來源：港鐵閉路電視片段）。  

 
襲襲擊擊及及打打鬥鬥  —  其他數十名白衣人衝到閘機前加入

爭執，在激烈爭執中，大約十名白衣人跳入付費區，

毆打該名男子（資料來源：港鐵閉路電視片段）。  

 
追追趕趕黑黑衣衣人人及及記記者者  —  與此同時，部分黑衣人及兩名

記者越過對面付費區的閘機 (在圖 10-2 標示為「 1」的

付費區 )，走到非付費區，白衣人隨後追趕並毆打他們，

而襲擊付費區 2 那名男子的人亦加入打鬥（資料來源：

港鐵閉路電視片段、直播影片及傳媒報道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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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立場新聞 Facebook 專頁公開資料 )  

 
噴噴水水及及用用滅滅火火器器噴噴射射煙煙霧霧  ——  晚上 10 時 59 分，付費

區 1 的黑衣人用消防喉向白衣人噴水，又用滅火器向

其噴射煙霧（資料來源：港鐵閉路電視片段、直播影

片及傳媒報道 65）。  

  
(圖片來源：林卓廷 Facebook 直播片段 )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至  

11 時 59 分  

999 控制台接獲 387 宗報案（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02 分  

白衣人越過閘機進入付費區，在場的立法會議員及其

他黑衣人隨即走上月台，並進入一列列車車廂躲避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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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擊，列車上的部分人士擋著車門，列車仍然停靠在月

台上，沒有離開（資料來源：港鐵閉路電視片段、直

播影片及傳媒報道 66）。  

 
白衣人起初並沒有追到月台，而是繼續留在大堂區

域，襲擊準備走上月台的黑衣人，而黑衣人用雨傘還

擊或自衛（資料來源：港鐵閉路電視片段及傳媒報道  

67）。  

 
(圖片來源：林卓廷 Facebook 直播片段 )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04 分  

 

現場的立法會議員手持雨傘，與兩名身份不明人士離

開車廂，走向通往樓下大堂的樓梯。在樓梯上，一名

身穿黑色上衣的女子與站在樓梯底部的白衣人對罵。

立法會議員及其同行人士叫女子走上月台，其後女子

跟隨他們走到月台，進入列車車廂（資料來源：直播

影片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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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04 分  

 

第一輪襲擊開始後不久，網上隨即有人呼籲市民前往

元朗營救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支持者。有人

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元朗要人  開緊大片」，貼

文呼籲市民不要只在電視上觀看元朗發生的事情，而

是要去元朗，亦有其他標題相似的貼文呼籲人們去元

朗（資料來源：連登討論區 69)。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05 分  

 

月台上有部分黑衣人向大堂樓層的白衣人投擲不明

物件（資料來源：港鐵閉路電視片段）。  

 
雙方對罵，白衣人之後衝上月台，多名黑衣人衝進列

車車廂。數名黑衣人在月台上與白衣人打鬥（資料來

源：港鐵閉路電視片段、直播影片及傳媒報道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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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香港 01》 )  

 
在在列列車車車車門門處處挑挑釁釁  —  車廂擠滿乘客及黑衣人，月台

上的白衣人挑釁及襲擊站在車門附近的黑衣人，並向

車廂內投擲不明物件，車廂內的人士打開雨傘遮擋

（資料來源：港鐵閉路電視片段、直播影片及傳媒報

道 71）。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05 分  

10 名白衣人衝入列車車廂，不論車上的人身穿甚麼顏

色的衣服，一律用棍棒、雨傘和木棍施襲，襲擊持續

大約半分鐘，之後白衣人離開車廂（資料來源：直播

影片及傳媒報道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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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林卓廷 Facebook 直播片段 )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06 分  

 

港鐵宣布暫停元朗站列車服務，要求乘客離開車廂，

不過大部分人仍然留在車廂內（資料來源：直播影片

及傳媒報道 73）。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07 分  

元朗警署的快速應變部隊人員聽取完簡報，出發前往

元朗站（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07 分  

 

在元朗站月台，白衣人再次進入車廂，毆打車廂內的

乘客，不管乘客身穿甚麼顏色的衣服，均無一倖免，

列車上許多乘客尖叫哭泣（資料來源：直播影片及傳

媒報道 74）。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08 分  

 

白衣人開始離開列車車廂，一名男子跪在車門前，哀

求白衣人停止打人，並替一名白衣人拾起眼鏡，但當

他把眼鏡遞給該名白衣人時，有另一名白衣人衝前，

揮拳打該名市民的臉，之後離開（資料來源：直播影

片及傳媒報道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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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林卓廷 Facebook 直播片段 )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09 分  

 

數名白衣人折返車廂，襲擊在場的立法會議員，施襲

之後迅速離開列車車廂（資料來源：直播影片及傳媒

報道 76）。  

 
列車車門多次嘗試關閉但不成功，白衣人留在月台

上，當車門打開時，再次衝入車廂，襲擊車廂內的乘

客（資料來源：港鐵閉路電視片段）。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13 分  

列車車門關上，把受傷乘客載離元朗站（資料來源：

港鐵閉路電視片段、直播影片及傳媒報道 77）。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14 分  

白衣人離開元朗站（資料來源：港鐵閉路電視片段、

直播影片及傳媒報道 78）。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15 分  

天水圍警署被 20 多人包圍（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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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15 分  

 

首批快速應變部隊人員及元朗刑事總部小組到達元

朗站（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當時大部分白衣人已經離開元朗站，部分白衣人則正

在離開。由元朗站的閉路電視片段可見， 11 時 15 分

約 40 名白衣人乘搭一條下行的扶手電梯經 G1 出口

離開車站大堂。他們突然轉身，逆向跑上扶手電梯返

回車站大堂。  數秒後，約 30 名警務人員由另一條扶

手電梯上到大堂。同一時間，一名警務人員發現一名

白衣男子正在由下行的扶手電梯逆向走向車站大堂，

警務人員向他舉起警棍。該白衣男子遂沿下行的扶手

電梯離開港鐵站。當警方到達大堂時，部分白衣人從

警務人員前面跑過，但警方沒有追截他們。（資料來

源：港鐵閉路電視片段）警方表示，警務人員到達元

朗站時看見人群，但並無見到任何暴力事件。當時正

離開車站大堂的少數白衣人並未表現出任何行為不

檢或暴力舉動（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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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警員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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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港鐵閉路電視片段 )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18 分  

天水圍警署拉下鐵閘，警署部署警務人員守住門口，

控制人員出入，並即場處理公眾查詢。警署開始實施

出入管制（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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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19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唔洗去元朗，元朗白

衫一走警察即到」。在該貼文的留言中，有網友表示警

方到達現場的時機湊巧，表明警方與黑社會勾結（資

料來源：連登討論區 79)。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19 分  

元朗區指揮官（臨時）指示天水圍警署及元朗警署啟

動防禦措施（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20 分  

 

元朗警署被大約 25 人包圍，警署拉下鐵閘作防禦措

施，部署警務人員守著門口，控制人員進出，並即場

處理公眾查詢，警署開始實施出入管制（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24 分   

第二批快速應變部隊人員離開元朗警署，前往元朗站

增援（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25 分  

元朗警區行動室指示增援的快速應變部隊處理完元

朗站的報案後，在元朗站附近高調巡邏（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28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 [文宣 ] 元朗西鐵站嘅

事一定要比國際睇睇下香港警黑合作幾無縫」。貼文

評論指，警務人員到達元朗站時，白衣人正離開。警

方甚至沒有試圖阻止任何人（資料來源：連登討論區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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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30 分  

 

屯門第三梯隊到達元朗站，一批情緒激動的市民包圍

他們，指責警務人員延誤到場（資料來源：香港警務

處、直播影片及傳媒報道 81）。  

 
警方表示，警務人員基於市民的敵視態度，加上打鬥

事件已經結束，因此離開元朗站，並按元朗警區行動

室的指示在附近巡邏（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圖片來源：《香港 01》 )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34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黑警同黑社會合作得

好好」，聲稱白衣人在元朗站打人之後，警務人員才出

現，表明警務人員是黑警，顯然與黑社會勾結（資料

來源：連登討論區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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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件件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35 分   

 

元朗站內的一名快速應變部隊指揮官匯報指警務人

員被過百名市民包圍及辱罵，要求增援（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直播影片及傳媒報道 83）。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37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今晚元朗絕對證明到

警黑合作」，聲稱警方並未針對非法集結及襲擊採取

行動，警務人員一小時後才到達現場，顯然是按計劃

行事（資料來源：連登討論區 84）。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38 分  

第二批快速應變部隊人員到達元朗站（資料來源：香

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元朗警區刑事調查組離開元朗站（資料來源：香港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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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間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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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件件  

晚上 11 時 40 分  務處）。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40 分  

 

有人在香港討論區發文，題為「元朗西鐵站大混戰

live」。發文者附上一段由前往元朗站的立法會議員拍

攝的影片，顯示元朗站內發生的事件。在該貼文的留

言中，部分網友聲稱「又證明左黑社會同警務人員有

一腿」（資料來源：香港討論區 85）。  

7 月 21 日  

（時間不明）  

有人在高登討論區發文，題為「LIVE 元朗現場」，發

文者附上上述立法會議員 Facebook 專頁的影片連結。

在該貼文的留言中，部分網友譴責警方處理事件的手

法，聲稱「夾好晒時間真係痴 L 線」及「完美演繹黑

警合作你出我入」（資料來源：高登討論區 86）。  

 
(圖片來源：高登討論區 )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46 分  

 
 

在元朗站，快速應變部隊指揮官因應車站大堂有人

「打鬥」的報告，協助七名受傷人士登上救護車（資

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元朗車站有過百名市民包圍警務人員，指責他們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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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場。面對憤怒的市民，所有警務人員於晚上 11 時

46 分離開元朗站（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及傳媒報道
87）。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55 分  

港鐵宣布關閉元朗站（資料來源：港鐵新聞稿及傳媒

報道 88）。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56 分   

 

元朗警區行動室重覆早前在晚上 11 時 25 分發出的指

示，要求增援的警務人員（快速應變部隊）在元朗站

附近高調巡邏（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1 日  

（時間不明）  

 

大約午夜，快速應變部隊人員從元朗站撤退後，有記

者詢問附近的一名快速應變部隊的指揮官，為甚麼警

方這麼遲才到達元朗站（註：該名指揮官是在 7 月 16

日負責帶隊處理公開放映會之後的衝突，並被拍攝到

拍一拍其中一名白衣人的肩膊。）  

 
指揮官回答稱：「我睇唔到錶呀，Sorry 呀！你見唔見

到頭先都幾亂下㗎？見到㗎可？如果見到你就知啦，

我哋點會有機會可以睇錶呢？」（資料來源：傳媒報道

89）。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59 分  

 

由於警務人員較早前在元朗站的行動協調強差人意，

一名快速應變部隊的指揮官並未按元朗警區行動室

的指示進行高調巡邏，而是要求所有快速應變部隊在

元朗消防局集合重整，聽取緊急簡報（資料來源：香

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10 分  

增援的警務人員（快速應變部隊）在元朗消防局聽取

有關處理元朗站情況的緊急簡報（資料來源：香港警

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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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第三三階階段段  ——  7 月月 21 日日在在元元朗朗發發生生的的事事件件  

 
第三部分  —  元朗站內或附近一帶的新一輪襲擊  

 
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7 月 21 日  

晚上 11 時 58 分  

 

30 多名黑衣人經 J 出口離開元朗站時，在英龍圍附近

與在此聚集的大約 30 名白衣人相遇（資料來源：直播

影片及傳媒報道 90）。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999 控制台接獲兩宗報案，一宗是市民要求警方護送

離開元朗站，另一宗是數名救護員要求警方協助經 J

出口進入元朗站，兩宗報案合併記錄。元朗警區行動

室向 999 控制台表示警力不足，因此並未派出警務人

員（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01 分  

 

999 控制台接獲報案指近 J 出口的英龍圍有人打鬥，

999 控制台把這宗報案與凌晨零時接獲的報案合併記

錄，因此，999 控制台並未派遣任何警務人員到現場，

亦未通知元朗警區行動室（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05 分  

 

近英龍圍的 J 出口外面，較早前在晚上 11 時 58 分相

遇的兩批人士發生打鬥。白衣人們用木棍、雨傘及棍

狀物件作為武器，而黑衣人則使用雨傘（資料來源：

直播影片、傳媒報道 91）。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08 分  

 

在英龍圍的打鬥中，一名男性村民倒地，其後被送往

醫院。據部份新聞報道稱，該名男性村民為元朗黑社

會幫派頭目（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及傳媒報道 92）。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12 分  

天水圍警署外聚集的市民已增至 150 人（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16 分  

 

在元朗站 J 出口，大約十名白衣人手持棍棒及雨傘折

返，襲擊在此聚集的黑衣人，黑衣人以雨傘自衛，白

衣人面對黑衣人，寡不敵眾，其後逃走（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傳媒報道及直播影片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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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16 分  

警察總部指揮及控制中心部署新界北總區應變大隊

到元朗增援（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16 分  

 

在元朗消防局的快速應變部隊聽取完簡報。此時，一

名快速應變部隊指揮官接獲警察總部指揮及控制中

心來電，表示有大批人士在元朗站附近打鬥，一名村

民受重傷。其後，快速應變部隊的指揮官向元朗警區

行動室匯報，請元朗警區行動室確認情況（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16 分  

及  

7 月 22 日  

凌晨 1 時 14 分  

一名元朗黑社會幫派頭目身故的傳言當晚迅速在網

上流傳。有人在連登討論區張貼兩張相片，顯示通話

時間分別為凌晨零時 16 分及凌晨 1 時 14 分截取的類

似 WhatsApp 對話畫面，有關對話指元朗黑社會幫派

頭目已身故，黑社會已召集成員採取行動（資料來源：

連登討論區 94)。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17 分  

元朗警區行動室指示所有前線警員，在確認發生打鬥

之前，切勿前往元朗站，元朗警區行動室亦指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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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勤警員返回元朗警署佈防（資料來源：香港警務

處）。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25 分  

港鐵關閉元朗站 J 出口捲閘，大批市民仍然留在車站

大堂 J 出口附近位置（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25 分  

警察總部指揮及控制中心部署新界南總區衝鋒隊到

元朗增援（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28 分  

 

一名警民關係組警務人員向元朗警區行動室匯報，指

有村長告訴他，一名男村民 (即傳聞為元朗黑社會幫派

頭目的男子 )在英龍圍的打鬥中死亡。  

 
元朗警區行動室接獲港鐵警方觀察哨站報案，指 J 出

口外有大約 30 名白衣人隔著捲閘與站內黑衣人發生

口角。   

 
元朗警區行動室其後指示快速應變部隊人員查明英

龍圍的情況（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28 分  

 

在元朗站，大約 30 名白衣人返回 J 出口，隔著捲閘挑

釁仍然在元朗站內的黑衣人。  

 
一名黑衣人向白衣人投擲頭盔，另一名黑衣人手持雨

傘衝向捲閘，試圖把雨傘穿過捲閘刺向白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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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Now 新聞 )  
 

白衣人拉起捲閘，追打試圖用雨傘刺向他們的黑衣

人，並襲擊元朗站內其他人士，黑衣人逃到「形點」

商場，有人受傷，白衣人其後經 J 出口離開元朗站，

襲擊持續五分鐘（資料來源：直播影片及傳媒報道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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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香港電台 )  

 
(圖片來源：《香港 01》 )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28 分  

999 控制台接獲報案，指元朗站 J 出口再發生襲擊事

件（資料來源： 999 報案電話錄音）。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29 分  

999 控制台接獲報案，指施襲者拉起 J 出口捲閘，正

衝入元朗站再次襲擊市民（資料來源： 999 報案電話

錄音）。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33 分  

白衣人襲擊黑衣人後，經 J 出口離開（資料來源：香

港警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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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45 分  

 

被派遣查明英龍圍情況的快速應變部隊人員完成清

場行動，並未發現任何傷者或證人（資料來源：香港

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至  

凌晨零時 59 分  

 

在此期間，999 控制台接獲 424 宗報案，其中最少 11

宗報案涉及凌晨零時 16 分在 J 出口發生的襲擊事件，

10 宗報案涉及凌晨零時 28 分在 J 出口發生的襲擊事

件。  

 
警方表示，由於 999 控制台罕有地在短時間內接獲大

量來電，造成極大人手壓力和混亂，以致 999 控制台

誤以為這些報案涉及較早前已由快速應變部隊處理

的元朗站襲擊事件（亦即晚上 11 時至晚上 11 時 14 分

發生的襲擊事件），並不知道原來是另一宗襲擊事件，

故此直至凌晨 1 時才調派警務人員到元朗站處理（資

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 1 時  

 

警民關係組一名警長向元朗警區行動室匯報，指該名

男性村民 (即傳聞為元朗黑社會幫派頭目的男子 )已送

往醫院，送院時清醒（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 1 時  

 

由警察總部指揮及控制中心部署的新界北總區應變

大隊到達元朗朗日路與朗業街交界增援，元朗區指揮

官（臨時）聯絡新界北總區應變大隊指揮官，要求後

者直接帶領兩隊警務人員 (機動部隊 C1 及 C2）前往

元朗（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 1 時 04 分  

 

新界北總區應變大隊（機動部隊 C1 和 C2）完成元朗

站的清場行動，未發現任何傷者或證人（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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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  警方在南邊圍的行動及互聯網上的消息  

 
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45 分  

偵察部隊向元朗警區行動室匯報，指有大約 100 人，

從谷亭街向南邊圍方向走去，他們以黑衣人為主，部

分人戴上頭盔及手持雨傘（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48 分  

黑衣人沿朗業街及在西邊圍村口搜尋及襲擊白衣人

（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57 分  

 

數百名黑衣人在南邊圍村外聚集。當中許多人戴著頭

盔及口罩，手持雨傘，亦有人手持棍棒（資料來源：

香港警務處、直播影片及傳媒報道 96）。  

 
(圖片來源：Now 新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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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件件  

一批黑衣人追趕一批白衣人至南邊圍村入口，發生短

暫衝突，雙方都有部分人手持木棍。白衣人撤退至村

內，黑衣人則留在現場。雙方有數百人在該處對峙，

白衣人在南邊圍村的村口聚集，黑衣人則在村外聚

集，以天橋下方的空地作為分界線作出對峙，雙方都

有大批人士手持棍棒、木棍或雨傘（資料來源：香港

警務處、直播影片及傳媒報道 97）。  

 
(圖片來源：《香港 01》 )  

7 月 22 日  

凌晨 1 時 01 分  

 

999 控制台接獲報案，指有一批白衣人及一批黑衣人

在南邊圍，現場氣氛緊張。警方因應報案部署巡邏車

（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 1 時 02 分  

 

由警察總部指揮及控制中心重新部署到元朗的新界

北總區應變大隊（機動部隊 C1 及 C2）到達朗日路，

遇到一批黑衣人。黑衣人向警務人員投擲硬物，警方

遂把黑衣人驅散（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 1 時 03 分  

999 控制台接獲一宗報案，指有人手持木棍在南邊圍

聚集（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 1 時 04 分  

新界北總區應變大隊（機動部隊 C1-C4，合共約 500

名防暴警員）在南邊圍會合，在兩批人士之間設置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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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  

 
應變大隊匯報指，南邊圍大約有 200 名村民及 200 名

黑衣人聚集（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 1 時 18 分  

凌晨 1 時 22 分  

就凌晨 1 時 01 分的報案，兩架巡邏車分別匯報指有

200 至 300 人在南邊圍聚集，新界北總區應變大隊正

在處理，未發現有人受傷（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 1 時 26 分  

警察總部指揮及控制中心重新部署新界南總區應變

大隊到元朗增援（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 1 時 30 分  

 

警方接獲 999 報案，指有 30 多名手持武器的黑衣人

正從媽橫路朗城匯（亦即朗屏站）走向元朗站（資料

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 1 時 49 分  

300 名白衣人在南邊圍聚集（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7 月 22 日  

凌晨 2 時 26 分  

 

直播影片拍攝到有人辱罵挑釁南邊圍村內的白衣人，

叫他們到村外打鬥。大約 6 名白衣男子戴著口罩及手

持木棍，向村口外的空地走去，他們以粗言穢語回應，

其中一人向對方（亦即向朗業街方向）投擲膠水樽。 

 
兩名防暴警員從後方接近這批人士，其中一名防暴警

員手持警棍，另一名防暴警員則手持警棍及圓盾牌。

前者是一名警司，用警棍指向南邊圍方向，其中四名

男子見狀，轉身返回南邊圍，其餘兩名戴著白色頭盔

的男子仍留在現場，繼續以木棍指向朗業街。  

 
警司用右手指向南邊圍，另一名防暴警員示意兩人停

止向前。防暴警員與兩人簡短交談約 30 秒，在此期

間，警司把左手放在其中一名男子的肩膊大約 2 秒，

其後兩人轉身走回南邊圍，而警司再次舉手指向南邊

圍，並跟著兩人後面步行一段距離，然後再折返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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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日路戒備的另一名防暴警員會合（資料來源：直播

影片及傳媒報道 98）。  

 

 
(圖片來源：香港電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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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  

凌晨 3 時 25 分  

 

元朗警區的刑事調查人員抵達南邊圍，當時附近的黑

衣人已散去，而在場白衣人已減少至大約 200 人。當

天晚上，警方查問及搜查雙方共 40 名男子，並在附近

一個露天停車場檢獲逾 160 件物件，包括鐵通、木棍

及高爾夫球桿（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直播影片及

傳媒報道 99）。  

 

 
(圖片來源：《香港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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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  

凌晨 3 時 46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一圖說明元朗鄉黑白

衫人事件」。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在該貼文的留言中，部分網友聲稱有兩件事表明警務

人員與黑社會勾結，即黑社會成員在元朗及元朗站打

人之後，警務人員才到場，而白衣人在南邊圍聚集時，

警務人員只在附近戒備（資料來源：連登討論區 100）。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7 月 22 日  

凌晨 4 時 45 分  

白衣人離開南邊圍，對峙結束（資料來源：香港警務

處、直播影片及傳媒報道 101）。  

7 月 22 日  

凌晨 5 時 05 分  

警務人員離開南邊圍時，一名警司召開傳媒簡報會並

提到：「白衣嘅人唔等於佢有份參與呢個打鬥。我哋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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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話你白衣就喺有問題，我就要作出拘捕。任何陣

形，我哋喺公平處理。我哋亦都唔能夠話你黑衣，就

喺有份參與呢個打鬥。所以，我哋一定公平處理」。有

記者問，當時有人攜帶攻擊性，為何警方沒有拘捕任

何人。該名警司回答說：「我相信我刑事同事落到嚟喺

唔見有任何人揸攻擊性武器。」（資料來源：香港警務

處、直播影片及傳媒報道 102）  

7 月 22 日  

凌晨 5 時 05 分  

連登等網上討論區有許多貼文批評該名警司的言論

（資料來源：連登討論區 103)。  

7 月 22 日  

凌晨 5 時 12 分  

警方離開南邊圍（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及傳媒報道

104）。  

7 月 22 日  

凌晨 5 時 45 分  

 

天水圍警署和元朗警署停止實施出入管制及防禦措

施，在出入管制期間，分別有 22 人及 37 人前往天水

圍警署及元朗警署查詢或報案（資料來源：香港警務

處）。  

7 月 22 日  

凌晨 6 時  

元朗警區行動室停止運作（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D.  第第四四階階段段  ——  元元朗朗事事件件後後，，公公眾眾的的揣揣測測及及警警方方的的回回應應  

 
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7 月 21 日之後  網上有許多文宣及海報批評警務人員與黑社會勾結，

連登討論區亦有相關貼文（資料來源：連登討論區 105)。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16 分  

政府發布新聞稿，譴責港島區及元朗發生的暴力行為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106）。  

7 月 22 日  

凌晨 2 時 14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元朗警黑合作既間接

證據」，聲稱，白衣人毋須戴口罩，因為即使警務人員

知道其身份，「黑警」也不會拘捕他們，貼文總結，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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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人與警務人員互相勾結（資料來源：連登討論區

107）。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7 月 22 日  

凌晨 2 時 27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有圖：元朗黑警一早

知情！警黑合作！」，聲稱有 Facebook 用戶（被指是

屯門區警務人員）表示警務人員與黑社會勾結。連登

討論區轉載 Facebook 貼文，當中提到「元朗六鄉已準

備好。元朗酒樓、茶客全白衫、備戰中。元朗準備大

量滕 (籐 )條教仔」（資料來源：連登討論區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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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7 月 22 日  

凌晨 2 時 43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十分重要！元朗警黑

合作的祕（秘）密！背後話事人！」。該貼文指出，一

名首長級警務人員是原居民，呼籲網民阻止他成為下

任警務處處長（資料來源：連登討論區 109）。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183

第十章．2019年7月21日(星期日) 元朗事件

第三冊

 
 

時時間間  

（（大大約約））  

事事件件  

7 月 22 日  

凌晨 3 時 54 分  

警方發布新聞稿，譴責港島區及元朗發生的暴力行

為，重申不會容忍任何暴力行為（資料來源：政府新

聞處 110）。  

7 月 22 日上午  

 

警察公共關係科發言人接受電台訪問，反駁有關「警

黑合作」的指控（資料來源：傳媒報道 111）。  

7 月 22 日下午  

 

泛民議員舉行予了一個記者會，批評及譴責元朗事件

涉及「警黑合作」（資料來源：傳媒報道 112）。  

7 月 22 日  

下午 3 時  

 

行政長官聯同司局長及警務處處長出席記者會，行政

長官譴責 7 月 21 日港島區及元朗發生的暴力行為，

表示政府會認真採取執法行動。警務處處長向傳媒匯

報 7 月 21 日的元朗事件，否認涉及任何「警黑合作」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及傳媒報道 113）。  

7 月 22 日  

凌晨零時  

 

警方召開臨時簡報會，向傳媒表示就元朗事件拘捕六

人，涉嫌「非法集結」，部分被捕人士是黑社會成員（資

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Facebook 專頁及傳媒報道 114）。  

7 月 23 日  

晚上 9 時 57 分  

 

連登討論區有貼文譴責警務人員與黑社會勾結，亦譴

責警方在南邊圍行動之後，向傳媒發表講話的警司聲

稱看不見白衣人手持攻擊性武器是向全體香港市民

說謊（資料來源：連登討論區 115）。  

 
(圖片來源：連登討論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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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4 日  警方在 Facebook 專頁及 YouTube 頻道發布影片，就

警方延誤處理元朗事件作出回應（資料來源：香港警

務處 Facebook 專頁及 YouTube 頻道 116）。  

7 月 25 日下午  警方在記者會解釋 7 月 21 日有警務人員最先到達現

場卻在不久後離開，指防暴警員在接獲報案後 39 分

鐘到達現場（資料來源：傳媒報道 117）。  

7 月 29 日  

晚上 10 時 48 分  

 

有人在連登討論區發文，題為「警黑合作無間鐵證  元

朗黑夜」，聲稱電視新聞節目中的閉路電視畫面顯示，

在白衣人前往元朗站之前，有幾輛警車駛過白衣人聚

集的地方，但警務人員並未採取任何行動，上述證據

足以證明警務人員與黑社會「合作無間」。（資料來源：

連登討論區 118）  

8 月 6 日  

下午 4 時  

警方在例行記者會回應傳媒提問，否認與黑社會有任

何勾結。（資料來源：傳媒報道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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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警暴放映會遭踩場-數十口罩大漢掟樽-潑水辱罵驅趕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中年漢：畀我哋趕佢走 八鄉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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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漢民：心領嘅，唔使擔心〉。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
-中年漢-畀我哋趕佢走-八鄉指揮官李漢民-心領嘅-唔使擔心/  
《香港 01》（2019年 7月 17日）。〈【逃犯條例】元朗公園播片抗議警暴 一度觸發大批人士衝

突〉。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突發/352797/逃犯條例-元朗公園播片抗議警暴-一度觸發大批人
士衝突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片段曝光 八鄉指揮官李漢民曾拍白衫人膊：唔使

擔心〉。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55044/元朗黑夜-片段曝光-八鄉指揮官李漢民曾拍
白衫人膊-唔使擔心  

 《明報》（2019年 7月 23日）。〈疑指揮官拍白衣幫膊頭 稱「心領」〉。 
 《香港 01》直播影片。 
 
7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16日）。〈【逆權運動】元朗放映會播警暴片段惡漢到場搞事擲汽水

罐〉。擷取自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breaking/realtime/article/20190716/59831262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16日）。〈【逆權運動】中聯辦吹雞元朗惡漢即搞事麥業成：認得有啲人

係屏山鄉水房〉。擷取自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90717/59831967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17日）。〈市民播警濫暴片段，黑幫踩場掟汽水〉。擷取自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90717/20731349 
《東方日報》（2019年 7月 16日）。〈修例風波：元朗街頭播片指警濫用暴力兩批市民爆衝突〉。擷
取自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190716/bkn-20190716220555250-0716_00822_001.html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17日）。〈元朗警暴放映會遭踩場數十口罩大漢掟樽、潑水辱罵驅趕〉。擷
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警暴放映會遭踩場-數十口罩大漢掟樽-潑水辱罵驅趕 

 堅料網（2019年 7月 17日）。〈【逃犯條例】元朗居民踩場「警濫暴」放映會爆衝突〉。擷取自
https://n.kinliu.hk/kinliuhknews/【逃犯條例】元朗居民踩場-「黑警濫暴」放映會爆/ 

 
8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片段曝光 八鄉指揮官李漢民曾拍白衫人膊：唔使

擔心〉。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55044/元朗黑夜-片段曝光-八鄉指揮官李漢民曾拍
白衫人膊-唔使擔心 
《明報》（2019年 7月 23日）。〈疑指揮官拍白衣幫膊頭稱「心領」〉。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中年漢：畀我哋趕佢走 八鄉指揮官

李漢民：心領嘅，唔使擔心〉。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
-中年漢-畀我哋趕佢走-八鄉指揮官李漢民-心領嘅-唔使擔心/ 
 

9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16日）。〈元朗真係唔建議大家搞光復〉。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24612/page/1?post=1 
 
10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16日）。〈[突發]元朗黑警播放站需要極大量人手快〉。  

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23937/page/67 
 

11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18日）。〈元朗佬話唔比連登仔入城〉。 
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0161/page/1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18日）。〈7.21發完夢之後不如搵日去元朗掃黑除惡〉。 
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0362/page/1 
 

12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17日）。〈中聯辦吹雞元朗惡漢即搞事麥業成：認得有啲人係屏山鄉水
房〉。擷取自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90717/59831967 

 
13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0日）。〈721元朗出發既巴絲小心鄉黑吹雞打人〉。 

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3512/page/1 
 

14 Now 新聞（ 2019 年 7 月 22 日）。〈石鏡泉發道歉聲明撤回「教仔」論〉。擷取自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356367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石鏡泉曾籲大眾用水喉通「打仔」 

網民罷買《經濟日報》〉。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石鏡
泉曾籲大眾用水喉通-打仔-網民罷買-經濟日報/ 

 Now新聞（2019年 7月 28日）。〈【經緯線】元朗黑夜（一）〉。擷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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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357065&refer=  
香港電台的現場新聞片段 
 

15 Now新聞（2019年 7月 28日）。〈【經緯線】元朗黑夜（一）〉。擷取自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357065&refer= 

 
16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0日）。〈［小心！！元朗人入］721元朗黑社會話會周街打後生仔〉。擷

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5563/page/1 
 
17 《香港 01》（2019年 7月 21日）。〈【721遊行・全日總覽】上環示威者散去 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攻

擊〉。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政情/354411/721遊行-全日總覽-上環示威者散去-元朗白衣人無
差別攻擊 

 《明報》（2019年 7月 21日）。〈【逃犯條例．721遊行】示威者退至干諾道中永和街交界 
(23:48)〉。擷取自 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190721/s00001/1563691974943/【逃犯
條例-721遊行】示威者退至干諾道中永和街交界 
有線新聞、《香港 01》、Now新聞、香港電台及立場新聞的新聞片段。 
 

18 《香港 01》（2019年 7月 21日）。〈【721遊行・全日總覽】上環示威者散去 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攻

擊〉。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政情/354411/721遊行-全日總覽-上環示威者散去-元朗白衣人無
差別攻擊 

 《明報》（2019年 7月 21日）。〈【逃犯條例．721遊行】示威者退至干諾道中永和街交界 
(23:48)〉。擷取自 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190721/s00001/1563691974943/【逃犯
條例-721遊行】示威者退至干諾道中永和街交界 
有線新聞、《香港 01》、Now新聞、香港電台及「立場新聞」的新聞片段。 
 

19 《am730》（2019年 7月 22日）。〈衝擊中聯辦黑漆污損國徽上環爆衝突橡膠彈驅散〉。 
《環球時報》（2019年 7月 23日）。〈环球记者现场直击：暴徒围堵中联办绝非临时起意〉。擷取自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KlHZO 
《香港商報》（2019年 7月 22日）。〈投擲雞蛋辱華噴塗污損國徽暴徒圍堵中聯辦挑戰底線天怒人
怨〉。 
《頭條日報》（2019年 7月 22日）。〈圍堵中聯辦上環爆衝突〉。擷取自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daily/hk/781682/日報-港聞-圍堵中聯辦-上環爆衝突 
《信報》（2019年 7月 22日）。〈7．21反修例遊行及衝突時序〉。 

 《信報》（2019年 7月 22日）。〈警民再爆衝突連射催淚煙橡膠彈示威者圍中聯辦擲漆彈塗污國徽
招牌〉。 
《香港經濟日報》（2019年 7月 22日）。〈示威者包圍中聯辦塗污國徽〉。 
《明報》（2019年 7月 21日）。〈【逃犯條例．721遊行】中聯辦國徽遭塗污 梁振英：嚴厲譴責 

毛孟靜：冀理解行為背後意義 (22:00)〉。擷取自 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
/article/20190721/s00001/1563716653685/【逃犯條例-721遊行】中聯辦國徽遭塗污-梁振英-嚴厲譴責
-毛孟靜-冀理解行為背後意義 
《紐約時報》（2019年 7月 21日）。〈Mob Beats Antigovernment Protesters in Hong Kong〉。擷取自 
https://www.nytimes.com/2019/07/21/world/asia/hong-kong-protest-police.html 
《東方日報》（2019年 7月 22日）。〈中央駐港機構首次遭破壞政界料中央極之憤怒促警嚴正執
法〉。 

《東方日報》（2019年 7月 22日）。〈示威者挑戰中央底線突襲中聯辦掟漆彈辱國徽〉。 
《東方日報》（2019年 7月 22日）。〈警慌忙調兵搭地鐵救西環〉。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1日）。  <721 遊行後 示威者包圍中聯辦 警多次施放催淚彈清場〉。

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直播-不斷更新-民陣-721-遊行-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星島日報》（2019年 7月 22日）。<中聯辦港澳辦強烈譴責示威者圍堵中聯辦挑戰中央權威〉。 
《星島日報》（2019年 7月 22日）。〈「勇武」示威者圍堵衝擊中聯辦塗污國徽及外牆港府強烈譴
責〉。 
《星島日報》（2019年 7月 22日）。〈建制政黨譴責示威者圍中聯辦〉。 
《晴報》（2019年 7月 22日）。〈示威者首圍中聯辦掟蛋噴漆多處堵路警施催淚煙橡膠彈驅散〉。 
《大公報》（2019年 7月 22日）。〈暴徒亂港暴徒衝擊處心積慮顏色革命圖謀奪權〉。擷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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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19/0722/323428.html 
《大公報》（2019年 7月 23日）。〈有組織有訓練依足【衝擊手冊】施暴製漆彈燃燒物攻擊暴行升
級〉。 
《英文虎報》（2019年 7月 22日）。〈Violence flaresas liaison office targeted〉。 
 《文匯報》（2019年 7月 22日）。〈暴徒衝中聯辦損國徽挑戰國家辱民族夜襲西環鐵支磚頭煙餅攻
警包圍西區警署極猖狂〉。 

 《文匯報》（2019年 7月 22日）。〈污國徽辱國家各界促嚴懲暴徒於中聯辦大樓外牆噴「支那」字
眼挑戰「一國兩制」底線〉。 
有線新聞、《香港 01》、Now新聞、香港電台、《南華早報》及立場新聞的新聞片段。 

 
20 英國廣播公司 2019年 7月 29日）  <香港示威：抗議者不顧警方反對將集會變遊行抗議，遭遇多

輪催淚彈〉（。擷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9142847 
《香港 01》（2019年 7月 21日）。〈【721遊行・全日總覽】上環示威者散去 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攻

擊〉。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政情/354411/721遊行-全日總覽-上環示威者散去-元朗白衣人無
差別攻擊 

 《南華早報》（2019年 7月 22日）。〈City's heart becomes a war zone after day of defiance〉。 
有線新聞、香港電台及立場新聞的新聞片段。  
 

21 《am730》（2019年 7月 22日）。〈衝擊中聯辦黑漆污損國徽上環爆衝突橡膠彈驅散〉。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2日）。〈7.21遊行後爆衝突 千警上環亂彈清場〉。  

《香港 01》（2019年 7月 21日）。〈【721遊行】港澳辦中聯辦嚴厲譴責塗污國徽 稱嚴重挑戰一國

兩制〉。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政情/354586/721遊行-港澳辦中聯辦嚴厲譴責塗污國徽-稱嚴
重挑戰一國兩制 
《頭條日報》（2019年 7月 22日）。〈圍堵中聯辦上環爆衝突〉。 

 《香港商報》（2019年 7月 22日）。〈投擲雞蛋辱華噴塗污損國徽暴徒圍堵中聯辦挑戰底線天怒人
怨〉。 

 《香港商報》（2019年 7月 22日）。〈社會各界嚴厲譴責暴徒惡行〉。 
 《香港商報》（2019年 7月 22日）。〈示威者暴力衝擊警射催淚彈驅散〉。 
 《信報》（2019年 7月 22日）。〈警民再爆衝突連射催淚煙橡膠彈示威者圍中聯辦擲漆彈〉。 

《香港仔》（2019年 7月 22日）。〈港澳辦中聯辦譴責：觸碰「一國兩制」底線〉。 
《明報》（2019年 7月 21日）。〈【逃犯條例．721遊行】中聯辦國徽遭塗污 梁振英：嚴厲譴責 

毛孟靜：冀理解行為背後意義 (22:00)〉。擷取自 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
/article/20190721/s00001/1563716653685/【逃犯條例-721遊行】中聯辦國徽遭塗污-梁振英-嚴厲譴責
-毛孟靜-冀理解行為背後意義 
《都市日報》（2019年 7月 22日）。〈白衣漢元朗追打人示威血洗警驅散上環射膠彈〉。 

 《明報》（2019年 7月 22日）。〈激進示威者圍中聯辦擲蛋塗污國徽〉。 
《紐約時報》（2019年 7月 21日）。〈Mob Beats Antigovernment Protesters in Hong Kong〉。擷取自 
https://www.nytimes.com/2019/07/21/world/asia/hong-kong-protest-police.html 

 Now新聞（2019年 7月 22日）。  <有示威者塗污中聯辦外國徽、外牆〉。擷取自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356197 
《東方日報》（2019年 7月 22日）。〈示威者挑戰中央底線突襲中聯辦掟漆彈辱國徽〉。 

 《東方日報》（2019年 7月 22日）。〈示威矛頭由三權轉向中央機構.塗污國徽招牌〉。 
 《星島日報》（2019年 7月 21日）。〈【721遊行】中聯辦國徽被染黑梁振英直斥「敗類」〉。擷取自 

http://std.stheadline.com/instant/articles/detail/1049415/即時-香港-721遊行-中聯辦國徽被染黑-梁振英
直斥-敗類 

 《成報》（2019年 7月 22日）。〈錯判民情力撐林鄭自招惡果萬惡之源示威者首攻中聯辦〉。 
《星島日報》（2019年 7月 22日）。<中聯辦港澳辦強烈譴責示威者圍堵中聯辦挑戰中央權威〉。 
《星島日報》（2019年 7月 22日）。〈「勇武」示威者圍堵衝擊中聯辦塗污國徽及外牆港府強烈譴
責〉。 

 《星島日報》（2019年 7月 22日）。〈防暴警中聯辦外清場示威者有預謀打游擊先後佔夏愨道圍警
總〉。 

 《星島日報》（2019年 7月 22日）。〈建制政黨譴責示威者圍中聯辦〉。 
《晴報》（2019年 7月 22日）。〈示威者首圍中聯辦掟蛋噴漆多處堵路警施催淚煙橡膠彈驅散〉。 
《大公報》（2019年 7月 22日）。〈中聯辦：嚴懲違法暴力維護香港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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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2019年 7月 23日）。〈有組織有訓練依足【衝擊手冊】施暴製漆彈燃燒物攻擊暴行升
級〉 
《英文虎報》（2019年 7月 22日）。〈Violence flaresas liaison office targeted〉。 

 《文匯報》（2019年 7月 22日）。〈暴徒衝中聯辦損國徽挑戰國家辱民族夜襲西環鐵支磚頭煙餅攻
警包圍西區警署極猖狂〉。 

 《文匯報》（2019年 7月 22日）。〈污國徽辱國家各界促嚴懲暴徒於中聯辦大樓外牆噴「支那」字
眼挑戰「一國兩制」底線〉。 
有線新聞、《香港 01》、《紐約時報》、香港電台、《南華早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及立場新聞的新
聞片段。  
 

22 《香港 01》（2019年 7月 21日）。〈【721遊行・全日總覽】上環示威者散去 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攻

擊〉。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政情/354411/721遊行-全日總覽-上環示威者散去-元朗白衣人無
差別攻擊 

 《星島日報》（2019年 7月 21日）。〈【721遊行】情況持續惡化警方即將在西環向東面清場〉。擷取
自 http://std.stheadline.com/instant/articles/detail/1049388/即時-香港-721遊行-情況持續惡化-警方即將
在西環向東面清場 
有線新聞、《香港 01》、Now新聞、香港電台及立場新聞的新聞片段。 
 

23 《am730》（2019年 7月 22日）。〈衝擊中聯辦黑漆污損國徽上環爆衝突橡膠彈驅散〉。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2日）。〈7.21遊行後爆衝突 千警上環亂彈清場〉。 
英國廣播公司（2019年 7月 29日）。  <香港示威：抗議者不顧警方反對將集會變遊行抗議，遭遇
多輪催淚彈〉。擷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9142847 
《香港 01》（2019年 7月 21日）。〈【721遊行】警方指警告無效 晚上 10時施放催淚煙〉。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54589/721遊行-警方指警告無效-晚上 10時施放催淚煙 
《香港商報》（2019年 7月 22日）。〈示威者暴力衝擊警射催淚彈驅散〉。 

 《信報》（2019年 7月 22日）。〈7．21反修例遊行及衝突時序〉。 
 《信報》（2019年 7月 22日）。〈警民再爆衝突連射催淚煙橡膠彈示威者圍中聯辦擲漆彈塗污國徽

招牌〉。 
 《香港經濟日報》（2019年 7月 22日）。〈示威者包圍中聯辦塗污國徽〉。 

《頭條日報》（2019年 7月 22日）。〈圍堵中聯辦上環爆衝突〉。 
《都市日報》（2019年 7月 22日）。〈白衣漢元朗追打人示威血洗警驅散上環射膠彈〉。 
《明報》（2019年 7月 22日）。〈上環游擊戰警射催淚彈疑橡膠彈有示威者擲磚還擊人群凌晨未
散〉。 
《明報》（2019年 7月 23日）。〈警上環開槍清場 14人送院〉。 

 《紐約時報》（2019年 7月 21日）。〈Mob Beats Antigovernment Protesters in Hong Kong〉。擷取自 
https://www.nytimes.com/2019/07/21/world/asia/hong-kong-protest-police.html 
《東方日報》（2019年 7月 22日）。〈示威者挑戰中央底線突襲中聯辦掟漆彈辱國徽〉。 
香港電台（2019年 7月 22日）  <警方昨晚在上環驅散示威者期間疑發射橡膠彈〉。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RTHKVNEWS/videos/警方昨晚在上環驅散示威者期間疑發射橡膠彈
/2317098818384119/ 
《成報》（2019年 7月 22日）。〈示威者上環與警方激戰〉。 
《星島日報》（2019年 7月 22日）。〈「勇武」示威者圍堵衝擊中聯辦塗污國徽及外牆港府強烈譴
責〉。 
《晴報》（2019年 7月 22日）。〈示威者首圍中聯辦掟蛋噴漆多處堵路警施催淚煙橡膠彈驅散〉。 
《南華早報》（2019年 7月 22日）。〈City's heart becomes a war zone after day of defiance〉。 
《大公報》（2019年 7月 22日）。〈暴徒亂港暴徒衝擊處心積慮顏色革命圖謀奪權〉。擷取自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19/0722/323428.html 
《大公報》（2019年 7月 26日）。〈暴徒亂港\暴徒「新武器」衝擊上環謀攞警命〉。擷取自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19/0726/325953.html 
 《大公報》（2019年 7月 23日）。〈有組織有訓練依足【衝擊手冊】施暴製漆彈燃燒物攻擊暴行升
級〉。 
《英文虎報》（2019年 7月 22日）。〈Violence flaresas liaison office targeted〉。 
《文匯報》（2019年 7月 22日）。〈暴徒衝中聯辦損國徽挑戰國家辱民族夜襲西環鐵支磚頭煙餅攻
警包圍西區警署極猖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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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新聞、《香港 01》、Now新聞、香港電台、《南華早報》及立場新聞的新聞片段。 
 

24 《頭條日報》（2019年 7月 21日）。〈【721衝突】上環有示威者焚燒雜物警方出動橙旗後發射多枚
懷疑橡膠彈〉。Retrieved from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549461/即時-港聞-721衝突-
上環有示威者焚燒雜物-警方出動橙旗後發射多枚懷疑橡膠彈 

 《香港 01》（2019年 7月 21日）。〈【721遊行・全日總覽】上環示威者散去 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攻

擊〉。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政情/354411/721遊行-全日總覽-上環示威者散去-元朗白衣人無
差別攻擊 

 《蘋果日報》、有線新聞、Now新聞、香港電台的新聞片段。 
 
25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白衣人打市民警察無影 元朗區議員：警方說早有

部署〉。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政情/354590/元朗黑夜-白衣人打市民警察無影-元朗區議員-警
方說早有部署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5日）。<【元朗襲擊】回應軍裝調頭走 警方：就算差人孭住槍都會畀人

打得好緊要〉。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襲擊-回應軍裝調頭走-警方-就算差人孭住
槍都會畀人打得好緊要/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5日）。<7.21 晚遇白衣惡漢 警員無視求助駛走警車 區議員黃偉賢：警

放水讓黑社會打市民〉。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7-21-晚遇白衣惡漢-警員無視
求助駛走警車-區議員黃偉賢-警放水讓黑社會打市民/ 
有線新聞的新聞片段。 
 

26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1日）。<「突發」元朗鄉黑已出車〉。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7616/page/1 

 
27 《香港 01》（2019年 7月 21日）。<【元朗黑夜】白衣人元朗疑伏擊示威者 西鐵站爆衝突 共 45

人受傷〉。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突發/354584/元朗黑夜-白衣人元朗疑伏擊示威者-西鐵站爆
衝突-共 45人受傷 
香港電台（2019年 10月 4日）。<Hong Kong Connection: 721 Yuen Long Nightmare〉。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me/hkce/episode/597483 
立場新聞  <元朗 721 襲擊 《鏗鏘集》揭市民 9 時許已報警 警車三度經過白衣人群 零截查

無行動〉 （2019年 7月 30日）。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721-襲擊-鏗鏘
集-揭市民-9-時許已報警-警車三度駛過白衣人群-零截查無行動/ 
 

28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3日）。〈元朗黑夜 還原白色恐襲 8小時〉。 
香港電台（2019年 10月 4日）。  <Hong Kong Connection: 721 Yuen Long Nightmare〉。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me/hkce/episode/597483 
立場新聞 2019年 7月 24日）。<【警黑疑勾結】元朗警被揭 7.21 中午已知情 向區議員稱「已安

排人手、有部署」（ 前一天更稱「收到風」〉。擷取自  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警黑疑勾結-
元朗警被揭-7-21-中午已知情-向區議員稱-已安排人手-有佈署-前一天更稱-收到風/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5日）。<7.21 晚遇白衣惡漢 警員無視求助駛走警車 區議員黃偉賢：警

放水讓黑社會打市民〉。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7-21-晚遇白衣惡漢-警員無視
求助駛走警車-區議員黃偉賢-警放水讓黑社會打市民/ 

 有線新聞的新聞片段。 
 
29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1日）。<送元朗手足安全回家計劃〉。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8238/page/1 
 
30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現場，黑社會治港？〉。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siulai.hk/videos/元朗現場黑社會治港聽講話要打返入元朗的黑衫人士
/2107587812685687/ 

31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1日）。<721元朗鄉黑伏擊中〉。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8328/page/1 

 
32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1日）。〈小心元朗，出入元朗少心啲〉。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8358/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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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香港電台（2019年 10月 4日）。〈Hong Kong Connection: 721 Yuen Long Nightmare〉。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me/hkce/episode/597483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4日）。〈【警黑疑勾結】元朗警被揭 7.21 中午已知情 向區議員稱「已安

排人手、有部署」 前一天更稱「收到風」〉。擷取自  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警黑疑勾結-
元朗警被揭-7-21-中午已知情-向區議員稱-已安排人手-有佈署-前一天更稱-收到風/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5日）。〈7.21 晚遇白衣惡漢 警員無視求助駛走警車 區議員黃偉賢：警

放水讓黑社會打市民〉。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7-21-晚遇白衣惡漢-警員無視
求助駛走警車-區議員黃偉賢-警放水讓黑社會打市民/ 
有線新聞的新聞片段。 
 

34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1日）。〈請大家一齊打 999〉。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8379/page/1 

 
35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1日）。〈元朗宵禁未〉。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8384/page/1 
 
36 香港電台（2019年 7月 29日）。〈鏗鏘集 – 元朗黑夜〉。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hkcc/episode/579157 
 香港電台（2019年 10月 4日）。〈Hong Kong Connection: 721 Yuen Long Nightmare〉。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me/hkce/episode/597483 
立場新聞  〈元朗 721 襲擊 《鏗鏘集》揭市民 9 時許已報警 警車三度經過白衣人群 零截查

無行動> （2019年 7月 30日）。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721-襲擊-鏗鏘
集-揭市民-9-時許已報警-警車三度駛過白衣人群-零截查無行動/ 

 
37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1日）。〈我正式宣佈下禮拜就光復元朗〉。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8534/page/1 
 
38 《星島日報》（2019年 7月 24日）。〈【元朗暴力】元朗區議員爆事前已預警村民吹雞搞事警方回

覆：有相應部署〉。擷取自 https://www.singtao.ca/3633828/2019-07-23/news-【元朗暴力】元朗區議
員爆事前已預警村民吹雞搞事+警方回覆：有相應部署/?variant=zh-hk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5日）。〈7.21 晚遇白衣惡漢 警員無視求助駛走警車 區議員黃偉賢：警

放水讓黑社會打市民〉。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7-21-晚遇白衣惡漢-警員無視
求助駛走警車-區議員黃偉賢-警放水讓黑社會打市民/ 

 
39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3日）。〈何君堯飯局 惡煞食飽打人〉。 

《頭條日報》（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暴力】握手問候白衣人「辛苦你喇」何君堯稱「只係路
過打招呼」〉。擷取自 http://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549492/即時-港聞-元朗暴力-握手問
候白衣人-辛苦你喇-何君堯稱-只係路過打招呼 
《香港商報》（2019年 7月 23日）。〈何君堯否認與元朗襲擊事件有關〉。 
《信報》（2019年 7月 23日）。〈何君堯拒割席讚白衣人保家衞族〉。 
有線新聞 （2019年 7月 21日）。 〈【何君堯被拍到在元朗跟白衣人握手 何稱只是飯後路過】〉。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icablenews/videos/何君堯被拍到在元朗跟白衣人握手-何稱只是飯
後路過/390359101611922/ 
《都市日報》（2019年 7月 23日）。〈支持他們「保家衛族」何君堯解畫撐「白衣人」〉。  

 《明報》（2019年 7月 23日）。〈何君堯否認策劃認早知白衣行動「點會割席？」稱任何人犯法都
可原諒>。 
《東方日報》（2019年 7月 23日）。〈何君堯否認撐白衫軍行兇〉。 
香港電台（2019年 7月 29日）。〈鏗鏘集 – 元朗黑夜〉。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hkcc/episode/579157 
香港電台（2019年 10月 4日）。〈Hong Kong Connection: 721 Yuen Long Nightmare〉。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me/hkce/episode/597483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向白衣人豎姆指片段瘋傳 何君堯：我與打人事件絕無關係 只

是晚飯後經過>。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向白衣人豎姆指片段瘋傳-何君堯-我與打人事
件絕無關係-只是晚飯後經過/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30日）。〈元朗 721 襲擊 《鏗鏘集》揭市民 9 時許已報警 警車三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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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白衣人群 零截查無行動〉。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721-襲擊-鏗鏘集-
揭市民-9-時許已報警-警車三度駛過白衣人群-零截查無行動/ 

 《星島日報》（2019年 7月 23日）。〈何君堯辦事處遭大肆破壞與元朗白衣人握手開記招否認涉事
件>。 

 《紐約時報》及 Now新聞的新聞片段。 
 
40 香港電台（2019年 7月 29日）。〈鏗鏘集 – 元朗黑夜〉。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hkcc/episode/579157 
 香港電台（2019年 10月 4日）。〈Hong Kong Connection: 721 Yuen Long Nightmare〉。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me/hkce/episode/597483 
 
41 香港電台（2019年 7月 29日）。〈鏗鏘集 – 元朗黑夜〉。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hkcc/episode/579157 
 香港電台（2019年 10月 4日）。〈Hong Kong Connection: 721 Yuen Long Nightmare〉。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me/hkce/episode/597483 
 
42 《頭條日報》（2019年 7月 23日）。〈盧偉聰：與所有違法人士對立〉。 

《香港商報》（2019年 7月 23日）。〈李家超強調追究元朗案違法者〉。 
《信報》（2019年 7月 23日）。〈盧偉聰矢言警黑誓不兩立〉。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班牛屎佬痴撚咗線，請大家瘋狂報警〉。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8884/page/1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3日）。〈警方專頁發影片 稱周日晚接逾 2 萬求助電話超負荷 望市民

諒解〉。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警方專頁發影片-稱周日晚接逾-2-萬求助電話
超負荷-望市民諒解/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5日）。〈【721警黑疑勾結】「999 接線生」指元朗警署掛起電話停接報案 

斥高層要求擋求助市民 不增派警員到場〉。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警黑疑勾
結-999-接線生-指元朗警署掛起電話停接報案-斥高層要求擋求助市民-卻不增派警員到場/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6日）。〈張建宗指元朗暴徒打市民 為警方處理致歉 籲市民 727 和平
表達勿濫用 999〉。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張建宗指元朗暴徒打市民-為警方處
理致歉-籲市民-727-和平表達勿濫用-999/ 

 立場新聞（2019年 11月 6日）。〈李家超：721 濫用 999 情況嚴重 警車三巡無異樣 林卓廷：終

極垃圾回應〉。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李家超-721-濫用-999-情況嚴重-警車三
巡無異樣-林卓廷-終極垃圾回應/ 
《成報》（2019年 7月 22日）。〈近百求助短時間致電 999  無法接聽>。 
《南華早報》（2019年 7月 23日）。〈Chief defends delayed response>。 
《大公報》（2019年 7月 23日）。〈盧偉聰：元朗暴力事件必追究到底>。 
《文匯報》（2019年 7月 25日）。〈【話你知】Telegram多個「公海」群是暴衝「大台」〉。擷取自 
http://paper.wenweipo.com/2019/07/25/HK1907250006.htm 
 

43 香港電台（2019年 7月 29日）。〈鏗鏘集 – 元朗黑夜〉。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hkcc/episode/579157 

 香港電台（2019年 10月 4日）。〈Hong Kong Connection: 721 Yuen Long Nightmare〉。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me/hkce/episode/597483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30日）。〈元朗 721 襲擊 《鏗鏘集》揭市民 9 時許已報警 警車三度經

過白衣人群 零截查無行動〉。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721-襲擊-鏗鏘集-
揭市民-9-時許已報警-警車三度駛過白衣人群-零截查無行動/ 
 

44 香港電台（2019年 7月 29日）。〈鏗鏘集 – 元朗黑夜〉。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hkcc/episode/579157 

 香港電台（2019年 10月 4日）。〈Hong Kong Connection: 721 Yuen Long Nightmare〉。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me/hkce/episode/597483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30日）。〈元朗 721 襲擊 《鏗鏘集》揭市民 9 時許已報警 警車三度經

過白衣人群 零截查無行動〉。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721-襲擊-鏗鏘集-
揭市民-9-時許已報警-警車三度駛過白衣人群-零截查無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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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1日）。〈集思廣益點樣消滅元朗黑社會〉。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8778/page/1 
 
46 《am730》（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遭打到背脊開花 廚師：白衣人絕非醉酒〉。擷取自 

https://www.am730.com.hk/news/新聞/【元朗黑夜】市民被白衣人暴打致背脊開花-181463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廚師親述放工無辜遭圍毆 背脊皮開肉裂 心有餘

悸〉。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突發/354810/元朗黑夜-廚師親述放工無辜遭圍毆-背脊皮開肉裂-
心有餘悸 
《頭條日報》（2019年 7月 23日）。〈下班途經也捱打「廝殺列車」45傷>。 

 《明報》（2019年 7月 22日）。〈【元朗襲擊．傷者個案】廚師憶述：遭 20人圍打 施襲者斥「搞

亂香港」 (14:35)〉。擷取自 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
/article/20190722/s00001/1563775758171/【元朗襲擊-傷者個案】廚師憶述-遭 20人圍打-施襲者斥
「搞亂香港」 
《明報》（2019年 7月 23日）。〈灰衣廚師收工被打白衣人邊打邊喊：著黑衫吖嗱>。 
《明報》（2019年 7月 23日）。〈亂棍毆藤條抽傷者頭爆手瘀背爛 45人送急症 15留醫 1危殆>。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30日）。〈元朗 721 襲擊 《鏗鏘集》揭市民 9 時許已報警 警車三度經

過白衣人群 零截查無行動〉。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721-襲擊-鏗鏘集-
揭市民-9-時許已報警-警車三度駛過白衣人群-零截查無行動/ 

 「港真傳媒」（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穿黑衣市民被竹枝襲擊至嚴重受傷施襲者發現本台記者
隨即散去〉。擷取自 https://tmhk.org/2019/07/21/元朗穿黑衣市民被竹枝襲擊至嚴重受傷-施襲者發現/  
《紐約時報》、香港電台、Now新聞及《蘋果日報》的新聞片段。 
 

47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1日）。〈(必要置頂)下星期六既光復元朗，係必要！>。 
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8813/page/1 
 

48 香港電台（2019年 7月 29日）。〈鏗鏘集 – 元朗黑夜>。 
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hkcc/episode/579157 

 香港電台（2019年 10月 4日）。〈Hong Kong Connection: 721 Yuen Long Nightmare>。 
 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me/hkce/episode/597483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30日）。〈元朗 721 襲擊 《鏗鏘集》揭市民 9 時許已報警 警車三度經

過白衣人群 零截查無行動〉。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721-襲擊-鏗鏘集-
揭市民-9-時許已報警-警車三度駛過白衣人群-零截查無行動/ 

 
49 香港電台（2019年 7月 29日）。〈鏗鏘集 – 元朗黑夜>。 

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hkcc/episode/579157 
 香港電台（2019年 10月 4日）。〈Hong Kong Connection: 721 Yuen Long Nightmare>。 
 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me/hkce/episode/597483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30日）。〈元朗 721 襲擊 《鏗鏘集》揭市民 9 時許已報警 警車三度經

過白衣人群 零截查無行動〉。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721-襲擊-鏗鏘集-
揭市民-9-時許已報警-警車三度駛過白衣人群-零截查無行動/ 
 

50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惡煞毆市民】林卓廷：嘴角被插傷需縫針 不少人傷勢嚴

重 逾一小時警未現身〉。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惡煞毆市民-林卓廷-嘴角被
插傷需縫針-不少人傷勢嚴重-逾一小時警未現身/ 

 《香港 01》、香港電台、《南華早報》、《蘋果日報》、立場新聞、有線新聞的新聞片段。 
 
51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到
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惡煞毆市民】林卓廷：嘴角被插傷需縫針 不少人傷勢嚴

重 逾一小時警未現身〉。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惡煞毆市民-林卓廷-嘴角被
插傷需縫針-不少人傷勢嚴重-逾一小時警未現身/ 

 
52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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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LamCheukTing.Official/videos/547539255780791/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到
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惡煞毆市民】林卓廷：嘴角被插傷需縫針 不少人傷勢嚴

重 逾一小時警未現身〉。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惡煞毆市民-林卓廷-嘴角被
插傷需縫針-不少人傷勢嚴重-逾一小時警未現身/ 

 
53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3日）。〈建制派反指示威者「挑機」>。 

《香港經濟日報》（2019年 7月 22日）。〈元朗大批白衣漢西鐵站襲黑衣人>。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到
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東方日報》（2019年 7月 22日）。〈白衫軍封元朗站棒打黑衫示威者>。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惡煞毆市民】林卓廷：嘴角被插傷需縫針 不少人傷勢嚴

重 逾一小時警未現身〉。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惡煞毆市民-林卓廷-嘴角被
插傷需縫針-不少人傷勢嚴重-逾一小時警未現身/ 
《成報》（2019年 7月 22日）。〈前記者柳俊江議員林卓廷浴血最少 10傷元朗黑夜疑白衣黑漢喪毆
黑衣市民>。 
《星島日報》（2019年 7月 23日）。〈對罵變追打林卓廷被指火上加油>。 
《大公報》（2019年 7月 23日）。〈網傳林卓廷粗口挑釁白衣人>。 
《文匯報》（2019年 7月 23日）。〈建制批林卓廷刻意挑撥令事件惡化>。 
有線新聞及《紐約時報》的新聞片段。 
 

54 港鐵新聞稿（2019年 7月 22日）。〈Outbreak of Violence at West Rail Line Yuen Long Station〉。擷取
自 https://www.mtr.com.hk/archive/corporate/en/press_release/PS20190722E.pdf，以及
https://www.mtr.com.hk/archive/corporate/en/press_release/PS20190722E1.pdf 

 
55 港鐵新聞稿（2019年 7月 22日）。〈Outbreak of Violence at West Rail Line Yuen Long Station〉。擷取

自 https://www.mtr.com.hk/archive/corporate/en/press_release/PS20190722E.pdf，以及
https://www.mtr.com.hk/archive/corporate/en/press_release/PS20190722E1.pdf 

 
56 《頭條日報》（2019年 7月 23日）。〈盧偉聰：與所有違法人士對立>。 

《香港商報》（2019年 7月 23日）。〈李家超強調追究元朗案違法者>。 
《信報》（2019年 7月 23日）。〈盧偉聰矢言警黑誓不兩立>。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班牛屎佬痴撚咗線，請大家瘋狂報警〉。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8884/page/1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3日）。〈警方專頁發影片 稱周日晚接逾 2 萬求助電話超負荷 望市民

諒解〉。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警方專頁發影片-稱周日晚接逾-2-萬求助電話
超負荷-望市民諒解/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5日）。〈【721警黑疑勾結】「999 接線生」指元朗警署掛起電話停接報案 

斥高層要求擋求助市民 不增派警員到場〉。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警黑疑勾
結-999-接線生-指元朗警署掛起電話停接報案-斥高層要求擋求助市民-卻不增派警員到場/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6日）。〈張建宗指元朗暴徒打市民 為警方處理致歉 籲市民 727 和平
表達勿濫用 999〉。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張建宗指元朗暴徒打市民-為警方處
理致歉-籲市民-727-和平表達勿濫用-999/ 

 立場新聞（2019年 11月 6日）。〈李家超：721 濫用 999 情況嚴重 警車三巡無異樣 林卓廷：終

極垃圾回應〉。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李家超-721-濫用-999-情況嚴重-警車三
巡無異樣-林卓廷-終極垃圾回應/ 
《成報》（2019年 7月 22日）。〈近百求助短時間致電 999  無法接聽>。 
《南華早報》（2019年 7月 23日）。〈Chief defends delayed response>。 
《大公報》（2019年 7月 23日）。〈盧偉聰：元朗暴力事件必追究到底>。 
《文匯報》（2019年 7月 25日）。〈【話你知】Telegram多個「公海」群是暴衝「大台」〉。擷取自 
http://paper.wenweipo.com/2019/07/25/HK19072500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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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現場>。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LamCheukTing.Official/videos/547539255780791/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到
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惡煞毆市民】林卓廷：嘴角被插傷需縫針 不少人傷勢嚴重 

逾一小時警未現身〉。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惡煞毆市民-林卓廷-嘴角被插傷需
縫針-不少人傷勢嚴重-逾一小時警未現身/ 

 
58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現場>。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LamCheukTing.Official/videos/547539255780791/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到
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惡煞毆市民】林卓廷：嘴角被插傷需縫針 不少人傷勢嚴重 

逾一小時警未現身〉。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惡煞毆市民-林卓廷-嘴角被插傷需
縫針-不少人傷勢嚴重-逾一小時警未現身/ 
 

59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現場>。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LamCheukTing.Official/videos/547539255780791/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到
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惡煞毆市民】林卓廷：嘴角被插傷需縫針 不少人傷勢嚴

重 逾一小時警未現身〉。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惡煞毆市民-林卓廷-嘴角被插
傷需縫針-不少人傷勢嚴重-逾一小時警未現身/ 
 

60 立場新聞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s/元朗西鐵站有多名身穿白衣男子多
次用棍棒追打現場市民又向港鐵閘內叫囂據記者所見有一名中年女子在女廁內頭破血流現場暫時未

見在任何警員立場直播期間遇襲女記者雙手右肩受/407353793207073/ 
 
61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1日）。〈元朗後生仔請小心，已經白色衫無差別打人〉。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8720/page/1 
 
62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現場>。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LamCheukTing.Official/videos/547539255780791/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到
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立場新聞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s/元朗西鐵站有多名身穿白衣男子多
次用棍棒追打現場市民又向港鐵閘內叫囂據記者所見有一名中年女子在女廁內頭破血流現場暫時未

見在任何警員立場直播期間遇襲女記者雙手右肩受/407353793207073/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1日）。  〈【睇片】元朗站惡煞木棒打人 《立場》記者市民被追打受傷 

事發半小時未見警員執法〉。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站惡煞手持木棒打人-市民
記者被追打受傷-未見警員執法/ 
 

63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現場>。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LamCheukTing.Official/videos/547539255780791/ 
立場新聞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s/元朗西鐵站有多名身穿白衣男子多
次用棍棒追打現場市民又向港鐵閘內叫囂據記者所見有一名中年女子在女廁內頭破血流現場暫時未

見在任何警員立場直播期間遇襲女記者雙手右肩受/407353793207073/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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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香港 01》及立場新聞的新聞片段。 
 

64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現場>。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LamCheukTing.Official/videos/547539255780791/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到
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立場新聞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s/元朗西鐵站有多名身穿白衣男子多
次用棍棒追打現場市民又向港鐵閘內叫囂據記者所見有一名中年女子在女廁內頭破血流現場暫時未

見在任何警員立場直播期間遇襲女記者雙手右肩受/407353793207073/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1日）。  〈【睇片】元朗站惡煞木棒打人 《立場》記者市民被追打受傷 

事發半小時未見警員執法〉。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站惡煞手持木棒打人-市民
記者被追打受傷-未見警員執法/ 
 

65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現場>。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LamCheukTing.Official/videos/547539255780791/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到
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立場新聞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s/元朗西鐵站有多名身穿白衣男子多
次用棍棒追打現場市民又向港鐵閘內叫囂據記者所見有一名中年女子在女廁內頭破血流現場暫時未

見在任何警員立場直播期間遇襲女記者雙手右肩受/407353793207073/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1日）。  〈【睇片】元朗站惡煞木棒打人 《立場》記者市民被追打受傷 

事發半小時未見警員執法〉。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站惡煞手持木棒打人-市民
記者被追打受傷-未見警員執法/ 
 

66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現場>。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LamCheukTing.Official/videos/547539255780791/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到
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立場新聞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s/元朗西鐵站有多名身穿白衣男子多
次用棍棒追打現場市民又向港鐵閘內叫囂據記者所見有一名中年女子在女廁內頭破血流現場暫時未

見在任何警員立場直播期間遇襲女記者雙手右肩受/407353793207073/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1日）。〈【睇片】元朗站惡煞木棒打人 《立場》記者市民被追打受傷 

事發半小時未見警員執法〉。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站惡煞手持木棒打人-市民
記者被追打受傷-未見警員執法/ 
 

67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現場>。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LamCheukTing.Official/videos/547539255780791/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到
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立場新聞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s/元朗西鐵站有多名身穿白衣男子多
次用棍棒追打現場市民又向港鐵閘內叫囂據記者所見有一名中年女子在女廁內頭破血流現場暫時未

見在任何警員立場直播期間遇襲女記者雙手右肩受/407353793207073/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1日）。  〈【睇片】元朗站惡煞木棒打人 《立場》記者市民被追打受傷 

事發半小時未見警員執法〉。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站惡煞手持木棒打人-市民
記者被追打受傷-未見警員執法/ 
 

68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現場>。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LamCheukTing.Official/videos/54753925578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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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1日）。〈元朗要人開緊大片〉。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9142/page/1 
 
70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現場>。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LamCheukTing.Official/videos/547539255780791/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到
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立場新聞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s/元朗西鐵站有多名身穿白衣男子多
次用棍棒追打現場市民又向港鐵閘內叫囂據記者所見有一名中年女子在女廁內頭破血流現場暫時未

見在任何警員立場直播期間遇襲女記者雙手右肩受/407353793207073/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1日）。  〈【睇片】元朗站惡煞木棒打人 《立場》記者市民被追打受傷 

事發半小時未見警員執法〉。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站惡煞手持木棒打人-市民
記者被追打受傷-未見警員執法/ 
 

71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現場>。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LamCheukTing.Official/videos/547539255780791/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到
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立場新聞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s/元朗西鐵站有多名身穿白衣男子多
次用棍棒追打現場市民又向港鐵閘內叫囂據記者所見有一名中年女子在女廁內頭破血流現場暫時未

見在任何警員立場直播期間遇襲女記者雙手右肩受/407353793207073/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1日）。  〈【睇片】元朗站惡煞木棒打人 《立場》記者市民被追打受傷 

事發半小時未見警員執法〉。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站惡煞手持木棒打人-市民
記者被追打受傷-未見警員執法/ 
 

72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到
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1日）。〈【睇片】元朗站惡煞木棒打人 《立場》記者市民被追打受傷 

事發半小時未見警員執法〉。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站惡煞手持木棒打人-市民
記者被追打受傷-未見警員執法/ 
 

73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現場>。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LamCheukTing.Official/videos/547539255780791/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到
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立場新聞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s/元朗西鐵站有多名身穿白衣男子多
次用棍棒追打現場市民又向港鐵閘內叫囂據記者所見有一名中年女子在女廁內頭破血流現場暫時未

見在任何警員立場直播期間遇襲女記者雙手右肩受/407353793207073/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1日）。  〈【睇片】元朗站惡煞木棒打人 《立場》記者市民被追打受傷 

事發半小時未見警員執法〉。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站惡煞手持木棒打人-市民
記者被追打受傷-未見警員執法/ 
 

74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現場>。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LamCheukTing.Official/videos/547539255780791/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到
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立場新聞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s/元朗西鐵站有多名身穿白衣男子多
次用棍棒追打現場市民又向港鐵閘內叫囂據記者所見有一名中年女子在女廁內頭破血流現場暫時未

見在任何警員立場直播期間遇襲女記者雙手右肩受/40735379320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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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1日）。〈【睇片】元朗站惡煞木棒打人 《立場》記者市民被追打受傷 

事發半小時未見警員執法〉。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站惡煞手持木棒打人-市民
記者被追打受傷-未見警員執法/ 
 

75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現場>。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LamCheukTing.Official/videos/547539255780791/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到
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立場新聞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s/元朗西鐵站有多名身穿白衣男子多
次用棍棒追打現場市民又向港鐵閘內叫囂據記者所見有一名中年女子在女廁內頭破血流現場暫時未

見在任何警員立場直播期間遇襲女記者雙手右肩受/407353793207073/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1日）。〈【睇片】元朗站惡煞木棒打人 《立場》記者市民被追打受傷 

事發半小時未見警員執法〉。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站惡煞手持木棒打人-市民
記者被追打受傷-未見警員執法/ 
 

76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現場>。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LamCheukTing.Official/videos/547539255780791/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到
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立場新聞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s/元朗西鐵站有多名身穿白衣男子多
次用棍棒追打現場市民又向港鐵閘內叫囂據記者所見有一名中年女子在女廁內頭破血流現場暫時未

見在任何警員立場直播期間遇襲女記者雙手右肩受/407353793207073/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1日）。  〈【睇片】元朗站惡煞木棒打人 《立場》記者市民被追打受傷 

事發半小時未見警員執法〉。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站惡煞手持木棒打人-市民
記者被追打受傷-未見警員執法/ 
 

77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現場>。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LamCheukTing.Official/videos/547539255780791/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到
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78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3日）。〈元朗黑夜 還原白色恐襲 8小時>。 
《香港 01》2019年 7月 21日）。〈【元朗黑夜】白衣人元朗疑伏擊示威者 西鐵站爆衝突 共 45人
受傷>（。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突發/354584/元朗黑夜-白衣人元朗疑伏擊示威者-西鐵站爆
衝突-共 45人受傷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元朗現場〉。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LamCheukTing.Official/videos/547539255780791/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 真相是到場前少女已成

頭血〉。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354821/元朗黑夜-林卓廷帶隊挑釁白衣人-真相是到
場前少女已成頭血 
立場新聞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s/元朗西鐵站有多名身穿白衣男子多
次用棍棒追打現場市民又向港鐵閘內叫囂據記者所見有一名中年女子在女廁內頭破血流現場暫時未

見在任何警員立場直播期間遇襲女記者雙手右肩受/407353793207073/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1日）。〈【睇片】元朗站惡煞木棒打人 《立場》記者市民被追打受傷 

事發半小時未見警員執法〉。擷取自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站惡煞手持木棒打人-市民
記者被追打受傷-未見警員執法/ 
 

79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1日）。〈唔洗去元朗，元朗白衫一走警察即到。〉。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9502/page/1 

 
80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1日）。〈[文宣] 元朗西鐵站嘅事一定要比國際睇睇下香港警黑合作幾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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縫〉。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9722/page/1 

 
81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 白衣人施暴的冇警 5

小時〉。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54982/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白衣人
施暴的冇警 5小時 
《成報》（2019年 7月 22日）。〈近百求助短時間致電 999  無法接聽>。 
立場新聞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s/元朗西鐵站有多名身穿白衣男子多
次用棍棒追打現場市民又向港鐵閘內叫囂據記者所見有一名中年女子在女廁內頭破血流現場暫時未

見在任何警員立場直播期間遇襲女記者雙手右肩受/407353793207073/ 
《蘋果日報》、有線新聞、《紐約時報》、香港電台、立場新聞及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的新聞片段。 
 

82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1日）。〈黑警同黑社會合作得好好〉。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9841/page/1 

 
83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2日）。〈被鬧警黑合作 總督察兇市民>。 

《am730》（2019年 7月 22日）。〈元朗白衣人疑追打反修例遊行人士>。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 白衣人施暴的冇警 5
小時〉。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54982/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白衣人
施暴的冇警 5小時 
《頭條日報》（2019年 7月 22日）。〈元朗白衣人持棍西鐵站追打示威者>。 
《明報》（2019年 7月 23日）。〈周前聞青年擬元朗撬山墳鄉紳憤怒有人勸說傳言或假未阻白衣襲
擊>。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時序】機動部隊到場遭指罵後離開 白

衣惡煞折返再逞兇〉。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時序-機動
部隊到場遭指罵後離開-白衣惡煞折返再逞兇/ 
立場新聞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standnewshk/videos/元朗西鐵站有多名身穿白衣男子多
次用棍棒追打現場市民又向港鐵閘內叫囂據記者所見有一名中年女子在女廁內頭破血流現場暫時未

見在任何警員立場直播期間遇襲女記者雙手右肩受/407353793207073/ 
《星島日報》（2019年 7月 22日）。〈元朗白衣人襲西鐵站多人濺血>。 
《蘋果日報》、有線新聞、《紐約時報》、香港電台、立場新聞及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的新聞片段。  
 

84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1日）。〈今晚元朗絕對證明到警黑合作>。 
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39914/page/1 
 

85 香港討論區（2019年 7月 21日）。〈元朗西鐵站大混戰 live>。 
擷取自 https://www.discuss.com.hk/viewthread.php?tid=28384649 
 

86 高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1日）。〈[LIVE]元朗現場>。 
擷取自 https://forumd.hkgolden.com/view.aspx?type=CA&message=7086781&page=1 
 

87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 白衣人施暴的冇警 5
小時〉。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54982/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白衣人
施暴的冇警 5小時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時序】機動部隊到場遭指罵後離開 白

衣惡煞折返再逞兇〉。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時序-機動
部隊到場遭指罵後離開-白衣惡煞折返再逞兇/ 
 

88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 白衣人施暴的冇警 5
小時〉。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54982/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白衣人
施暴的冇警 5小時 
《頭條日報》（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暴力】西鐵站封站多位市民報警未能接通〉。擷取自 
http://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1549476/即時-港聞-元朗暴力-西鐵站封站-多位市民報警未能
接通 
香港電台（2019年 7月 21日）。〈被質問為何太遲到現場警員指「無睇錶」〉。擷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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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RTHKVNEWS/videos/被質問為何太遲到現場-警員指無睇表
/514093529132702/ 
《星島日報》（2019年 7月 22日）。〈元朗白衣人襲西鐵站多人濺血>。 
《晴報》（2019年 7月 22日）。〈元朗白衣人亂打人林卓廷柳俊江濺血>。 
 

89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3日）。〈警遲到場：睇唔到錶>。 
香港電台（2019年 10月 4日）。〈Hong Kong Connection: 721 Yuen Long Nightmare〉。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me/hkce/episode/597483 
《星島日報》（2019年 7月 23日）。〈【元朗暴力】被指與白衣人打交道「八鄉指揮官」名字電話簿
中消失〉。擷取自 http://std.stheadline.com/instant/articles/detail/1050613/即時-香港-元朗暴力-被指與
白衣人打交道-八鄉指揮官-名字電話簿中消失 
香港電台的新聞片段。 
港鐵新聞稿（2019年 7月 22日）。〈Outbreak of Violence at West Rail Line Yuen Long Station〉。擷取
自 https://www.mtr.com.hk/archive/corporate/en/press_release/PS20190722E.pdf，以及
https://www.mtr.com.hk/archive/corporate/en/press_release/PS20190722E1.pdf 
 

90 Facebook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1510034482611881/videos/2321585051252803/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 白衣人施暴的冇警 5
小時〉。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54982/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白衣人
施暴的冇警 5小時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時序】機動部隊到場遭指罵後離開 白

衣惡煞折返再逞兇〉。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時序-機動
部隊到場遭指罵後離開-白衣惡煞折返再逞兇/ 
 

91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 白衣人施暴的冇警 5
小時〉。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54982/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白衣人
施暴的冇警 5小時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時序】機動部隊到場遭指罵後離開 白

衣惡煞折返再逞兇〉。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時序-機動
部隊到場遭指罵後離開-白衣惡煞折返再逞兇/ 
《蘋果日報》及《香港 01》的新聞片段 
 

92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2日）。〈【無警時分】飛天南通波仔蘇醒聲稱被打檢查發現身上無傷
痕〉。擷取自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breaking/realtime/article/20190722/59849181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3日）。〈「飛天南」蘇醒 稱被打無傷痕>。 
《巴士的報》（2019年 7月 22日）。〈元朗大佬「飛天南」曾誤傳死訊險釀更大打鬥〉。擷取自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4765603-元朗大佬「飛天南」曾誤傳死訊-險釀更大打鬥 
ETtoday新聞雲（2019年 7月 22日）。〈影／白衣男打人後「心臟病發」倒地 網傳他是黑幫老大

「飛天南」〉。擷取自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722/1495691.htm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2日）。〈講真，元朗大佬飛天南死左，何君堯要負全責〉。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42478/page/1 
《明報》（2019年 7月 22日）。〈元朗無警執法白衣人暴打市民逞兇近兩小時最少 15人送院>。 
《蘋果日報》及《香港 01》的新聞片段 
《紐約時報》（2019年 7月 29日）。〈‘Please Stop Beating Us’: Where Were Hong Kong’s Police?〉。擷
取自 https://www.nytimes.com/video/world/asia/100000006624535/hong-kong-protest-police-triad-
investigation.html 
《英文虎報》（2019年 7月 24日）。〈Suspected gangster regains consciousness.〉。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ard.com.hk/section-news/section/11/209952/Suspected-gangster-regains-
consciousness 
中央通訊社（2019年 9月 18日）。〈元朗毆人心臟病發飛天南癒後遭警拘捕〉。擷取自 
https://tw.news.yahoo.com/元朗毆人心臟病發-飛天南癒後遭警拘捕-034122659.html 
 

93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 白衣人施暴的冇警 5
小時〉。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54982/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白衣人
施暴的冇警 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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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時序】機動部隊到場遭指罵後離開 白

衣惡煞折返再逞兇〉。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時序-機動
部隊到場遭指罵後離開-白衣惡煞折返再逞兇/ 
《蘋果日報》、《香港 01》及香港電台的新聞片段。 
 

94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2日）。  〈講真，元朗大佬飛天南死左，何君堯要負全責〉。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42478/page/1 

 
95 《am730》（2019年 7月 23日）。〈元朗黑夜白衫見人就打警指揮：不見人持武器>。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3日）。〈被指撬閘 元朗區會副主席辯稱勸交>。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3日）。〈柳俊江義載變血人>。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3日）。〈元朗黑夜 還原白色恐襲 8小時>。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3日）。〈休班紀律部隊自發趕到救人>。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 白衣人施暴的冇警 5
小時>（。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54982/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白衣
人施暴的冇警 5小時 
《頭條日報》（2019年 7月 23日）。〈下班途經也捱打「廝殺列車」45傷>。 
《香港商報》（2019年 7月 23日）。〈白衣人港鐵元朗站襲擊釀 45傷>。 
《明報》（2019年 7月 22日）。〈元朗無警執法白衣人暴打市民逞兇近兩小時最少 15人送院>。 
《都市日報》（2019年 7月 23日）。〈暴力衝擊 45傷警拘 6人元朗變「死城」>。 
《明報》（2019年 7月 23日）。〈元朗襲擊拘 6人警被質疑放白衣報案 35分鐘才支援盧偉聰否認
「警黑合謀」>。 
《明報》（2019年 7月 23日）。〈否認助施襲王威信：勸架捱棍骨折>。 
《明報》（2019年 7月 23日）。〈周前聞青年擬元朗撬山墳鄉紳憤怒有人勸說傳言或假未阻白衣襲
擊>。 
《紐約時報》（2019年 7月 29日）。〈‘Please Stop Beating Us’: Where Were Hong Kong’s Police?〉。
擷取自 https://www.nytimes.com/video/world/asia/100000006624535/hong-kong-protest-police-triad-
investigation.html 
香港電台（2019年 7月 22日）。〈白衣人元朗站棍打乘客最少 36人傷 警方未作拘捕行動〉。擷取

自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469648-20190722.htm 
香港電台（2019年 7月 22日）。〈【六分鐘紀錄】重組元朗周日晚 白衣人襲市民事件〉。擷取自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469828-20190722.htm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時序】機動部隊到場遭指罵後離開 白

衣惡煞折返再逞兇〉。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時序-機
動部隊到場遭指罵後離開-白衣惡煞折返再逞兇/ 
《成報》（2019年 7月 23日）。〈元朗驚恐一夜前記者柳俊江縫八針>。 
《晴報》（2019年 7月 23日）。〈遇襲市民：換藍衫亦被打元朗黑夜 45人傷>。 
《蘋果日報》、《紐約時報》、香港電台、南華早報及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的新聞片段。  
 

96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 白衣人施暴的冇警 5
小時〉。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54982/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白衣人
施暴的冇警 5小時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時序】機動部隊到場遭指罵後離開 白

衣惡煞折返再逞兇〉。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時序-機動
部隊到場遭指罵後離開-白衣惡煞折返再逞兇/ 
Now新聞及《香港 01》的新聞片段。 
 

97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有市民拍到白衣人遭黑衣人追暴圍毆！>。 
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1510034482611881/videos/2321585051252803/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 白衣人施暴的冇警 5
小時〉。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54982/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白衣人
施暴的冇警 5小時 
《香港 01》（2019年 7月 21日）。〈【721遊行・全日總覽】上環示威者散去 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攻

擊〉。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政情/354411/721遊行-全日總覽-上環示威者散去-元朗白衣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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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攻擊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時序】機動部隊到場遭指罵後離開 白

衣惡煞折返再逞兇〉。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時序-機動
部隊到場遭指罵後離開-白衣惡煞折返再逞兇/ 
Now新聞及《香港 01》的新聞片段。 
 

98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2日）。〈【無警時分】當值警見白衣人即轉身走防暴警入村仲拍背搭膊
頭〉。擷取自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90722/59849252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3日）。〈指揮官拍膊與黑幫論形勢>。 
《頭條日報》（2019年 7月 23日）。〈白衣團夥徹夜村口集結>。 
香港電台（2019年 10月 4日）。〈Hong Kong Connection: 721 Yuen Long Nightmare〉。擷取自 
https://www.rthk.hk/tv/dtt31/programmeme/hkce/episode/597483 
Facebook（2019年 7月 21日）。〈有市民拍到白衣人遭黑衣人追暴圍毆！〉。擷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1510034482611881/videos/2321585051252803/ 
《蘋果日報》、《紐約時報》、香港電台及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的新聞片段。 
 

99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3日）。〈指揮官拍膊與黑幫論形勢>。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3日）。〈白衣團夥徹夜村口集結>。 
《香港 01》2019年 7月 21日）。〈【721遊行・全日總覽】上環示威者散去 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攻

擊>（。擷取自 https://www.hk01.com/政情/354411/721遊行-全日總覽-上環示威者散去-元朗白衣人
無差別攻擊 
 
《都市日報》（2019年 7月 23日）。〈暴力衝擊 45傷警拘 6人元朗變「死城」>。 
《明報》（2019年 7月 23日）。〈元朗襲擊拘 6人警被質疑放白衣報案 35分鐘才支援盧偉聰否認
「警黑合謀」>。 
《明報》（2019年 7月 23日）。〈周前聞青年擬元朗撬山墳鄉紳憤怒有人勸說傳言或假未阻白衣襲
擊>。 
Now新聞（2019年 7月 22日）。〈警南邊圍村調查 大批白衣人經過防線離開〉。擷取自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356250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時序】機動部隊到場遭指罵後離開 白

衣惡煞折返再逞兇〉。擷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元朗懷疑警黑勾結事件時序-機動
部隊到場遭指罵後離開-白衣惡煞折返再逞兇/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惡漢群毆市民 元朗區助理指揮官：未拘捕任何人 穿白衣不等

於參與打鬥>。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惡漢群毆市民%E1%85%A0元朗區助理指揮官-
未拘捕任何人%E1%85%A0穿白衣不等於參與打鬥/  
《星島日報》（2019年 7月 23日）。〈南邊圍村檢鐵通帶走一人>。 
《英文虎報》（2019年 7月 23日）。〈'Stretched' police response defended.>。 
《文匯報》（2019年 7月 23日）。〈「白衣黑漢」肆虐警搜元朗拘 6 李家超：不能姑息任何暴力一
哥：與違法者勢不兩立>。 
 
《蘋果日報》、《香港 01》、Now新聞及有線新聞的新聞片段。 

100 連登討論區（2019年 7月 22日）。〈一圖說明元朗鄉黑白衫人事件>。 
擷取自 https://lihkg.com/thread/1343885/page/1 
 

101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3日）。〈指揮官拍膊與黑幫論形勢>。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3日）。〈元朗黑夜 還原白色恐襲 8小時>。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3日）。〈白衣團夥徹夜村口集結>。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元朗群毆市民】36人受傷ㅤ 1人危殆ㅤ白衣漢曾於南邊圍村聚

集ㅤ其後乘車離去>。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元朗群毆市民-36人受傷%E1%85%A01人危
殆%E1%85%A0白衣漢凌晨於南邊圍村聚集/ 

 立場新聞（2019年 7月 22日）。  〈惡漢群毆市民 元朗區助理指揮官：未拘捕任何人 穿白衣

不等於參與打鬥>。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惡漢群毆市民%E1%85%A0元朗區助理指
揮官-未拘捕任何人%E1%85%A0穿白衣不等於參與打鬥/    

 《英文虎報》（2019年 7月 23日）。〈'Stretched' police response def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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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新聞、《香港 01》及香港電台的新聞片段。  
 
102 《am730》（2019年 7月 23日）。〈元朗黑夜白衫見人就打警指揮：不見人持武器>。 

《蘋果日報》（2019年 7月 23日）。〈白衣團夥徹夜村口集結>。 
《香港經濟日報》（2019年 7月 23日）。〈元朗西鐵站襲擊案 6人被捕>。 
《香港 01》（2019年 7月 22日）。〈【元朗黑夜】重組「無警時分」漫長一夜 白衣人施暴的冇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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