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站踩場 13歲男童涉襲警受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正義聯盟」與「撐警大聯盟」

於今年2月1日在大埔墟火車站外擺設街站，收集市民簽名支持設
立「辱警罪」，但被「熱血公民」和「本土民主前線」成員「踩
場」，雙方一度發生衝突，場面混亂。其間，一名當時為13歲的
男童，因涉腳踢執勤警員的小腿而被拘控。他昨日否認一項襲警罪
受審。
報稱遇襲的警員陳定南昨日出庭作供時指，當日集會者原於大埔
墟火車站及新達廣場一帶聚集，後來衝出達運道的馬路，他遂與其
他負責人群管制的同袍走出馬路，勸喻及驅趕群眾返回行人路。當

時，一名男童站在他正前方，與其他人一起以粗口對警方高聲叫
罵，及後他感到左腳小腿前方疼痛，低頭便望到男童提起腳踢他的
小腿。
控方在陳作供後欲讓他在庭上認人，但遭代表被告的資深大律師
李柱銘反對，稱事隔多月，控方沒有安排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認人
程序，反而要在庭上認人，又稱環觀庭中並沒有其他年紀相若的
人，被告又坐在被告位置，根本「不可能錯」。裁判官考慮後指，
被告並非成人，「唔似大人庭有好多大人喺度，呢個處境入面根本
冇其他男童，咁樣認人價值喺邊度？」故拒絕讓陳於庭上認人。

「佔旺畫家」涉性侵女童還柙候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活躍於

非法「佔旺」行動的「佔旺畫家」潘運
塘，今年6月11日疑猥褻侵犯女童X，
昨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他否認控
罪。案件將於10月5日審訊，屆時傳召4
位控方證人，以及播放女童X的電視影
像審訊，其間被告須還柙懲教署看管。
而潘涉及的另一宗普通襲擊案件，則於9
月16日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

27歲被告自中三輟學，父母離異。他
在7月29日因在旺角花園街公共圖書館
內刑事恐嚇一男子，被判囚3個月，現在
是服刑中，且身負3宗案件的擔保下犯
案。潘更有棄保潛逃及刑事記錄。控方
補充本案證據確鑿，為防被告騷擾證人
而反對被告擔保。有到場「聲援」的團
體成員在庭外透露，潘運塘的確「躁
底」，上次出庭前也不聽律師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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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今年3月1日的「光復
元朗」反水貨客示威行動中，30歲女文員吳麗英因涉嫌
「以胸襲警」，與另外3名涉阻差辦公的被告，上月在
屯門裁判法院分別被判入獄、入更生中心及勞教中心。
暫委裁判官陳碧橋當日在判刑時透露，自裁定案件被告
罪成後，自己不斷遭到威嚇，對自己人身安全感到擔
心。本報記者事後在多個網上討論區發現有不少針對陳
碧橋的言論，有網民更留言以粗言穢語攻擊陳官，部分
更涉及恐嚇其家人。「熱血公民」一名成員因涉嫌網上
恐嚇陳碧橋，昨日在天水圍家中被警方上門拘捕。
警察公共關係科昨日證實，新界北總區重案組經深入

調查後，昨日早晨約7時30分於天水圍天耀邨拘捕一名

29歲姓陸男子，他涉嫌「刑事恐嚇」被捕，正被扣查。
「熱血時報」於昨午透露，該名「熱血公民」成員被警
方上門拘捕，家中的電腦及手機等亦被帶走。
在「以胸襲警」案判決後，記者發現在「熱血時報」

的facebook頁面上，多名激進網民留言攻擊陳碧橋。
「Tat Kwong Wong 」稱： 「陳碧橋、×爆你老母
爛××、講完！」「Louis Tse」則聲稱， 「狗官！
××啦！××××！祝願你全家有絕症死曬（晒），無
仔送終呀。」「Tak Ming Wong」則揚言：「死××，
傷天害理，天一定降災禍，連累埋家人！」

袁國強：攻擊法官事態嚴重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其後回應表示，非常關注香港法官
受到威嚇的事件，並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要維護法
治，必須尊重法庭判決。市民對法官的裁決有表達意見
的自由，當事人對判決不滿，應根據法庭程序提出上訴
或進行其他司法程序，但任何行為、批評或意見都不應
超越法律界線，包括不應人身攻擊和辱罵法官。
他重申，若有人的行為構成藐視法庭或其他刑事行為，

律政司一定會跟進。就今次事件，律政司認為事態嚴重，
會與警方保持聯絡，在有足夠證據和其他資料時，會考慮
是否應採取相關司法程序，或其他適合的行動，又強調不
希望法官被威嚇的趨勢會變得惡劣，亦因為這個原因，律
政司對這件事極度關注，希望防止這趨勢再有惡化跡象。

「熱狗」涉網嚇法官陳碧橋被捕

「反東北」衝立會 葉寶琳等罪成
張漢賢黃根源阻門令保安受傷 官指破壞制度影響會內保安

領綜援「全職社運」張漢賢曾衝軍營

長遠發展規模大 反對派借收地搞事「反東北」示威部分被控個案
■30歲陳寧去年6月13日在立會大樓外參與集會期間，用右肘撞警員右胸令

他跌倒，又弄傷增援的警長，被判處150小時社會服務令。
■坪輋村村民張貴財及社運人士周諾恒，去年6月13日在立會停車場外掛上

示威橫額。周又被指肘擊立會保安人員胸口。兩人被裁定違反立法會行政指令
罪成各罰款1,000 元；周被指襲擊立法會保安人員的控罪則脫罪。
■26歲社民連成員曾浚瑛去年6月13日在立會大樓停車場涉扭傷保安員手指

及拒絕回答查問，被裁定妨礙正在執行職務的立法會人員罪成，被判100小時
社會服務令。
■黃洋達與支持者去年6月6日晚強闖立會大堂聲援居民示威，與負責維持秩

序保安員衝突，其後黃被裁定參與「非法集結」罪成，罰款5,000元，另一項
「強行闖入罪」則脫罪。
■27歲伍華漢去年6月13日衝擊立會大樓令兩警受傷，兩項「襲擊正在執行

職責的立法會人員」罪成，判處即時入獄27天，他不服刑期過重上訴被駁回，
需即時服刑。
■15歲中四男生去年6月13日參與衝擊立會，其後承認參與非法集結及企圖

強行進入罪，警誡下承認在父親陪同下犯案，被判1年感化令，並需遵守宵禁
令。
■15歲黃姓少年去年6月16日在高登討論區以用戶名稱「人民弊傢伙」發佈

《衝擊立法會指南》文章，叫示威者自帶工具衝擊立會，如以尖銳工具撞破立
法會玻璃，又用鐵馬撞毀障礙物等，被控有犯罪意圖而取用電腦罪，判入更生
中心。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特區政府啟
動了佔地逾600公頃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為
了回應香港人對優質生活環境的渴求和照顧
香港人長遠的房屋及就業需要而規劃，惟爭
議之聲此起彼落，除因為涉及該區逾萬戶及
安老院長者調遷問題外，有不少發展商早年
在區內以平價大幅收購相關土地，有人就質
疑發展計劃會「肥了發展商」。

4年3諮詢 反對者兩度衝擊
龐大發展工程事前諮詢多年，特區政府初

時把古洞北、粉嶺北和坪輋 / 打鼓嶺土地發
展為新界東北新發展區，作為住宅和商業
區，涉及700多公頃土地。因涉及大面積的土
地，政府曾廣泛展開諮詢工作，於2008年至
2012年的4年間，進行過3次諮詢程序吸納各
界的意見。
不過，有地主渴望發展以收取土地收益，

但也有不少居民不希望發展，包括有租用土
地的農戶及區內的石仔嶺老人院，故在最後
兩次諮詢大會都爆出衝突，包括2012年8月
在粉嶺祥華社區會堂舉行的居民大會，及同

年9月移師至上水寶運路草地舉行的最後一次
論壇。
為減低爭議程度，特區政府在2013年7月
提出修訂，把坪輋 / 打鼓嶺剔除出發展計劃
內，只發展剩下的古洞北、粉嶺北土地，涉
及614公頃土地。發展局當時表示，古洞北和
粉嶺北可以提供超過6萬個房屋單位，容納超
過17萬新增人口，其中六成單位，即3.6萬個
為公屋和居屋單位。不過，反對者繼續提出
所謂「不遷不拆」的訴求。

示威者硬闖阻撥款 警大堂執法
2014年6月6日，立法會第五度討論新界東
北新發展區前期工程撥款申請，包括學聯、
「土地正義聯盟」、部分東北村民等示威者
突破防線，闖入立法會地下大堂。及至晚
上，有人於網上號召佔領立法會，示威者漸
增，在情況失控下，秘書處即時禁止公眾再
進入立法會及報警，立法會更罕見落閘，令
示威者不能衝入會議廳。當日是警員首次進
入大堂執法，衝突造成8名保安員受傷，有多
人被捕。

示威常客官司多 葉寶琳曾被判監

■陳碧橋裁
定案件被告
罪成後不斷
遭到威嚇。
圖為激進分
子在判刑當
日在法院外
展示用粗口
辱罵法官的
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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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去年6月6日審議新界東
北發展前期撥款時，遭大批示威者衝擊，

警方事後起訴20多人，其中包括「土地正義聯
盟」成員葉寶琳（34歲）、「香港人優先」召
集人張漢賢（42歲）及「社運人士」黃根源
（25歲）。

指葉鼓吹他人於立會內逗留
裁判官李紹豪昨日在裁決時表示，首被告葉寶
琳當日在立法會逗留近5小時，其間更以主辦人
身份發表講話，鼓吹其他人在立法會逗留。多項
證供亦顯示，張漢賢及黃根源曾以身體阻擋立法
會西門出入口，兩人破壞立法會訪客制度，間接
令多名保安員受傷。
李官續指，明白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當日的議題
受公眾關注，公眾想表達意見也不難理解。雖然
案中的示威者未有衝上立法會上層破壞會議，但
立法會已設立公眾席給公眾列席聽取會議，大樓
外亦設立示威區，公眾可以行使言論、示威自由
表達意見，但無權這樣使用立法會大堂。

官強調制度維護立會尊嚴
裁判官特別提到，立法會有重要的憲制責任，所
以有特權管理立法會，定出保安條款和範圍，限制
議員和職員以外的人進出，維持立法會尊嚴，故裁
定3人違反立法會行政指令罪名全部成立。
未有律師代表的被告張漢賢求情時稱，因患有
心臟衰竭故未能工作，一家依靠綜援維生。他又
透露自己在粉嶺成長「眼睇嘅香港唔係咁」，
「不希望香港成為中國其中一個城市」才參與
「反東北」示威。
葉寶琳求情時則稱現任職宗教團體幹事，月入3
萬，又稱自己多年來參與不同的公共事務，曾有3
次與非法集結有關的案底，均與社會事務有關而非
為私利。是次因特區政府「未有聽取民意」，才作
出行動向官員施壓，希望扭轉政府決定。

違立會行政指令可監3個月
為維持會議廳範圍的保安及確保在其內的人舉
止行為恰當，立法會主席根據第三八二章第八
（3）條發出《行政指令》。第三八二章第二十
（b）條訂明，除議員或立法會人員外，凡任何人
違反《行政指令》或根據該等指令所發出的指
示，而該等指令或指示是用以規限任何人進入會
議廳或會議廳範圍或規限這些人在其內的行為
的，即屬犯罪，可處罰款2,000元及監禁3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土

地正義聯盟」成員葉寶琳、「香港人優

先」召集人張漢賢與另一名「社運人

士」，涉嫌於去年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前

期撥款期間，在立法會會議廳範圍內逗

留時無遵守秩序，昨日被判「違反《立

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發出的行

政指令」罪名成立。案件押後至本月28

日，等候各被告的背景及社會服務令報

告判刑，其間3名被告可續保釋。裁判

官李紹豪裁決時指，明白立法會有責任

聽取民意，接納阻擋立法會的門是一種

示威行為，但認為即使是行使憲法權

利，阻門都是破壞立法會的訪客登記制

度，令保安員未能檢查訪客的物品，影

響會內保安。

現年34歲的葉寶琳畢業於香港大
學社工系，並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
碩士，曾任職記者、議員助理、社
工，多年來在公餘時間參與民間團
體示威，過往屢次因參與示威而惹

上官司。
2003年成立的參政組織「七一人民批」，葉寶

琳為成員之一。同年，她參與區議會選舉，出選
沙田區廣康，但落選。2005年葉開始參與「社
運」，擔任「民陣」副召集人。2007年則以「本
土行動」成員身份參與保衛皇后碼頭，開始為人
熟悉。2008年，葉加入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
會。
2009年12月至翌年1月間，政府爭取立法會通過

600多億元撥款興建高鐵，葉與其他社運人士策動

萬人包圍立法會反對；她亦是「菜園村關注組」成
員，2011年7月「菜園村關注組」與「中西區關注
組」等10多個團體組成「土地正義聯盟」，葉亦是
成員。2012年，葉擔任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
發言人，要求無限期擱置國教科。
葉過往屢次因參與示威惹上官司，2011年3月

6日，葉與社民連主席陶君行及成員黃浩銘等參
與反預算案遊行期間，一度據守中環德輔道中與
雪廠街交界馬路，被警方分別控以協助組織及參
與非法集會罪名。她與另一社運人士葉浩意其後
獲撤控，簽保5,000元及守行為一年。
2011年6月4日舉行晚會後，葉與其餘多人被
控非法集結等9罪，其中葉寶琳及王浩賢被判監4
個月，緩刑1年。至2012年5月19日，王浩賢與
葉寶琳宣佈訂婚。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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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42歲的「香港人優先」召集人張漢
賢在大埔區長大，其身形肥胖，據悉因他
自稱有心臟病，心臟功能只餘正常人的兩
成，故現時一家五口靠領取綜援過活，而
他則「全職從事社運」。

張並非民主黨黨員，但2004年立法會選舉競選期間，
他曾為黃成智助選，2005年又為民主黨區議員余智成工
作。有指張後來轉投公民黨新界北支部，傳有人因生意
上的金錢轇轕與黨友有爭拗，之後不單從大埔遷往長
洲，更連電話號碼也更改。張之後曾是「我哋係香港
人，唔係中國人」核心成員，後來退出。
他過往亦曾多次違法，2013年12月26日，張與「香

港人優先」成員招顯聰、謝詠雯及陳姓學生手持港英旗
闖入添馬艦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各被控無許可證進入
禁區罪，張漢賢及謝詠雯認罪，各被罰款2,000 元。
2014年「八一」建軍節， 張漢賢等6名「香港人優
先」成員，在中環碼頭背對駐港部隊軍營，上演「焚燒
軍旗」的鬧劇。同年10月，張漢賢等3名「香港人優
先」成員，又到中環駐港部隊軍營門外揮動「龍獅
旗」，結果被帶上警車送走。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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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漢賢故意「阻門」亦罪成。
資料圖片

■葉寶琳破壞立會制度，昨日罪成
候懲。 劉友光 攝

■黃根源阻擋立法會西門出入口，間
接使保安員受傷。 劉友光 攝

■去年6月初衝擊立會的「反東北」示威者圖搶奪鐵馬，釀成混亂。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