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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東北發展衝立會 13人判社服
涉竹枝撬門非法集結 官：暴力只會衍生更多暴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反新界東北發展示威者前年6月在立法會大樓外，涉以竹

枝及雨傘撬門，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和「土地正義聯盟」召集人何潔泓等人早前被裁定參與

非法集結罪成，連同早前認罪的被告一共13人，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各被判80小時至150

小時社會服務令。裁判官溫紹明判刑時強調，「暴力只會生出更多暴力，……採取激烈的手

段會引起人命傷亡，造成無可挽救嘅情況。」

■■前年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前年示威者衝擊立法會
大樓大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32歲拉丁舞女導
師李嘉瑩，前年6月在尖沙咀「重生植髮中心」接受
抽脂療程後死亡。其後警方及衛生署職員到中心搜
查，搜出165樽藥物，每樽含一毫升「派替啶鹽酸
鹽」，但未有相關的危險藥物登記冊或記錄。涉案女
醫生被票控一項「沒有備存有關危險藥物的登記冊或
記錄」罪，昨在觀塘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不成立。裁
判官指「被告唔係蠢人，不會冒着妨礙司法公正的風
險說謊」，不接納控方質疑被告在上月才交出的登記
冊是後期製作。

自辯危險藥物分冊登記
被告關孝孜醫生（33歲）昨出庭自辯，她指自己由

2012年6月開始已有用登記冊記錄「派替啶鹽酸鹽」
的數量及病人資料。由於涉案藥物與中心另外兩種危
險藥物屬不同類別，故分開兩本登記冊記錄。每次進
行手術均會使用涉案藥物，而另外兩種危險藥物則在
手術期間作評估，如有需要才着護士用藥。她每次會
先在8樓接見病人，同時在涉案登記冊上作記錄，再
到7樓進行手術，而另外兩種危險藥物的登記冊則由
護士負責記錄。
她憶述事發當日，她在7樓接見李嘉瑩後便直接為
李施手術，其後發生不幸事故後她趕到醫院，一直沒
有機會返回中心。3星期後她返回中心，發現病人的
病歷記錄及涉案藥物已經全被檢走，令她無法更新登
記冊資料。她辯稱該登記冊一向放在8樓醫生房一個
櫃內，用藥物壓着。
她前年12月收到傳票後，於去年1月向時任大狀李

穎兒提出，自己一直有保存該登記冊。惟李大狀只建
議被告考慮是否交出登記冊或再向資深大狀索意見，
關指自己雖然受過高等教育，但法律知識不足，又無

法負擔資深大狀的費用，故決定保留登記冊。直至上月再次
轉換律師後，現任律師才明確建議她將登記冊交到警方手
中。控方質疑該登記冊是被告後期製作，被告否認。

官質疑警方搜查馬虎
裁判官裁決時指，本案唯一爭議點是該登記冊是否一直存

在。控方雖認為被告是後期製作該登記冊，惟沒有指明「後
期係後到幾時」，故裁判官相信該登記冊早於去年1月時已經
存在。由於被告在證人台上清楚解釋在去年1月向律師提供登
記冊的經過，「被告唔係蠢人」，不會冒着妨礙司法公正的
風險說謊。另外，調查人員當日搜查目標只是搜出危險藥
物，而非登記冊，故在「約略」及馬虎地搜查下未有發現亦
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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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屯門良景邨於年初二晚（9
日），發生「管理員」與小販衝突，事件中3名戴口罩的「管
理員」涉毆傷4人，包括一名44歲姓黃的網媒《香港01》記
者。警方指經過屯門警區重案組多日調查，於前晚約10時
半，在黃大仙區拘捕一名25歲姓李男子，他涉嫌「襲擊傷
人」，帶署調查後已獲准保釋，須於3月上旬返警署報到。
良景邨近期因小販擺賣問題爆發連串衝突事件後，年初二

晚又再爆發同類衝突，有一批聲稱是「管理員」的大漢，在
良景邨內禁止小販擺賣的範圍出現，擬驅趕及扣押在現場擺
賣的小販車，引起聲援小販的市民不滿。其間，有市民懷疑
被人毆打，混亂中有4人受傷，包括一名網媒記者。在當日的
事件中，另一名31歲男子因行為不檢被警方拘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運輸署於2014年1月應油
尖旺區議會建議，於周一至周五取消旺角西洋菜南街的行人
專用區，及將周六及周日與公眾假期的行人專區時段，分別
縮減至僅6小時和10小時。有經常在該處表演的街頭樂隊成
員稱署方諮詢過程不公平，昨到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
求法庭頒令撤銷措施。法官在聽取雙方陳詞後押後裁決。
申請人為街頭樂隊SMS成員雷若天，答辯人為運輸署署

長。代表運輸署的律政司一方指，街頭表演發出噪音是其中
一個滋擾來源，縮減開放專用區時間可即時有效解決滋擾問
題，否認運署監管或針對街頭表演。署方已聘請專家分析情
況及新措施的影響，並願意披露文件，只是申請人沒有提出
要求。

涉良景邨傷人案「管理員」被捕

旺角行人區限開放 街頭樂隊覆核

崇光塌玻璃門 勇漢「死」頂救途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銅鑼灣崇光
百貨（SOGO）昨傍晚發生玻璃門坍塌壓傷
人意外。一扇重逾50公斤的玻璃門昨午突然
甩脫塌下，幸有勇漢奮不顧身衝前以身將門
頂住，免其他途人遭殃，但因玻璃門太重，
勇漢不勝負荷遭玻璃門壓傷，事後須送院治
理。其捨身救人英勇行為獲目擊者讚賞。百
貨公司保安事後將玻璃門抬走待維修，當局
正調查意外肇因。

遭50公斤重玻璃門壓傷手腳
捨身救人勇漢姓麥、39歲，他手腳遭壓
傷，由家人陪同送院，敷治後已無大礙。意
外現場為崇光百貨通往駱克道的出入口，門
口設有兩扇玻璃推門，每扇門約1.5米濶，兩
米高，玻璃厚度約4厘米，估計每扇重逾50
公斤。
事發昨傍晚近6時，正值百貨公司人流正旺

時間，該出入口有不少途人出入，其中一扇
玻璃門疑突「脫鉸」甩脫，整扇門慢慢向外
塌下。據目擊者憶述，勇漢當時正與家人途
經現場，見玻璃門正傾斜塌下，恐會傷及無
辜，即奮不顧身衝前企圖用身體將門頂住，
讓其他人及時四散走開，惟因玻璃門實在太
重，勇漢最終不勝負荷，遭整扇塌下的門壓
住，途人見狀慌忙通知商場保安員及報警。

途人：多謝佢幫咗好多人
保安員趕至，合力將整扇完好無粉碎的玻璃
門抬高，再用櫈托着，為受傷勇漢解困，待
數名保安員增援趕至，始合力抬走玻璃門。
勇漢因左腳受傷倒臥地上，有保安員及好心
途人即替其撐傘擋雨。

有途人更稱讚勇漢「真係好多謝佢，幫咗咁
多人。」稍後救護員趕至，將勇漢送院治理。
崇光百貨對傷者致以深切慰問及歉意，並

對顧客所造成的影響及引起之不便致歉。
發言人表示，自開業以來並沒有發生過類

似事件，相信純屬個別意外。該玻璃門已被
移離現場，等待有關專業技術人員檢查倒下
原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居於半山
的女子日前入稟高等法院，指律政司及選
舉管理委員會未有作出適當安排，令去年
於區議會選舉當日正住院的人士不能參與
投票，違反香港基本法及《人權法》。她
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庭頒令律政司及選
管會在全港醫院設立投票站，及制定措施
令住院人士可參與投票。
入稟人為居於港島半山區的姓賴女子，
被告分別為律政司及選舉管理委員會。入
稟狀指，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選管會負責進行及監督選舉，並作出安
排，或採取適當的步驟或事情，以確保選
舉是公開、誠實及公平地進行，而基本法
保障香港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
選舉權。
入稟狀稱，現時醫院沒有投票站，亦缺
乏可行的措施使需留院人士能參與投票，
令住院人士因未能前往票站而無法投票。
這些不合理的限制侵犯了住院人士在憲法
底下擁有的投票權，令他們投票的機會被
身體及病理狀況剝奪，這亦違反了基本
法及《人權法》中人人平等的條文。
入稟人要求法庭頒令律政司及選管會需
在全港醫院設立投票站，及制定可行措
施，令住院人士亦可參與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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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中區干諾道
中昨午發生奪命交通意外。一名清潔工人推着
滿載垃圾的木頭車，在干諾道中西行線涉違規
逆線而行，被一輛馳至閃避不及的客貨車撞
倒，當場飛彈數米外倒地重創，送院搶救終告
不治。肇事客貨車司機因涉「危險駕駛導致他
人死亡」被捕，警方正調查肇事原因。
死者姓冼、59歲，現場消息稱他是清潔工

人。有認識冼的行家表示，死者外號「矮仔
佬」，接下多間餐廳的外判清潔工作，每日朝6
晚 8工作，但大家工作忙碌至「休息時間都
無」，不清楚對方個人生活及家庭背景。
肇事客貨車司機姓張、41歲，在現場協助警

方調查後，因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

被捕，帶署後已獲准保釋候查。
事發昨日下午12時49分，現場為干諾道中50

號對開西行線。現場消息稱，當時一名男子推
着一架滿載一袋袋垃圾的木頭車，在上址馬路
中央的快線逆線而行。一輛客貨車沿快線駛
至，司機疑冷不防竟有人推着木頭車迎面而
來，閃避不及下將對方連人帶木頭車撞倒。
男子當場被撞至飛彈數米外倒地重傷昏迷，

木頭車上多袋垃圾亦散落馬路上。救援人員趕
至將傷者送院搶救，惜抵院終告不治。
警方事後封鎖現場調查，導致干諾道中西行

線一度癱瘓，港島北岸亦因此大塞車。下午3時
半左右，車龍龍尾伸延至東區走廊近北角碼
頭。

清潔工推車逆線行 遭客貨車撞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一名保險經紀
疑近日婚變與妻分居，努力「箍煲」苦苦哀求妻子
復合無望後感到生無可戀，昨凌晨駕車到青朗公路
汀九橋，將車停在橋邊落車跨欄跳海自盡。消防員
約個多小時後將其撈起，惟已氣絕身亡。警方調查
後相信事件無可疑，列作「自殺」處理，正調查事
主輕生原因。
死者姓羅、34歲，據悉是一名保險經紀，生前

與妻子及約5歲女兒同住元朗上竹園村。村民昨驚
聞他離世消息均表惋惜。有村民指，羅一家三口租
住村屋約一年多，平日夫婦表現恩愛，未聞有吵
架。羅較早前意外跌傷，其妻更四處奔走向鄰居借
用急救用品。不過，鄰居指羅上月尾已把車位退
租，近日亦不見其蹤影，只剩下妻女二人。
現場消息稱，羅近日疑與妻子婚變大受打擊，極
力「箍煲」，更曾WhatsApp妻子以死要挾揚言跳

橋自殺。
昨凌晨約3時16分，青馬管制區人員在青朗公路
汀九橋往九龍線發現一輛七人車停在路肩，司機不
知所終，於是報警。警員到場在車上檢獲一個背
囊，內有手機及手錶、特區護照，以及涉小額錢債
案件的法庭傳票和銀行信件等；翻看大橋閉路電視
錄影後，發現七人車司機將車停下，落車繞過車頭
然後攀過圍欄一躍而下跌落海中。

日誌矢志做「負責任有愛的男人」
水警及消防輪奉召在現場海面搜索，約個多小時

後消防小艇終於發現羅並將他撈起，但他當時已沒
有反應，送院證實不治。警方隨即聯絡上事主父母
及妻子，得知事主早前失去聯絡，家人已於昨凌晨
時分到深水埗警署報案。羅妻及父母趕到醫院，聞
悉噩耗悲慟痛哭。羅母哭訴：「你走咗我哋點算？

係咪我地逼得你太緊要？」要在旁丈夫攙扶。
警方在羅的車廂內檢獲一些保單及一些字條，其

中一張的內容似是其行事日誌，上面寫有羅的洋名
Eric及個人目標，包括陪太太女兒做幾項事情，包
括「帶女兒跳舞、游水、和父母飲茶」，又說目的
是為「創造家庭美好關係」並不斷鞭策自己說要
「全部按時完成，百分百投入」。另一張工作紙
上，又寫上「負責任、承諾、有愛嘅男人」。

「箍煲」失敗 分居男汀九跳橋亡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熱線： 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 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2389 2222
○生命熱線： 2382 0000
○向晴熱線： 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熱線: 18281
○醫管局精神健康專線

(24小時精神健康熱線諮詢服務)： 2466 7350

■■客貨車客貨車
((後後))撞撼手撞撼手
推車及事推車及事
主後主後，，衝衝
前約前約 1010 米米
始停下始停下。。

■■肇禍客貨車司機在現場肇禍客貨車司機在現場
向警員講述事發經過向警員講述事發經過。。

■保安用櫈托住塌下的玻璃門（紅圈內）。 網上圖片

■■救護員將受傷勇男救護員將受傷勇男
送院救治送院救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黃浩銘（26歲）、何潔泓（23歲），和城大學生梁
曉暘（21歲）、「社運人士」招顯聰、「佔領中

環」行動秘書處義工陳玉峰胞弟陳白山等共13人，於
前年6月13日分別以竹竿撬門、阻礙立會大樓關上，及
召喚其他示威者等，早前被裁定「參與非法集結」罪名
成立。梁曉暘另被加控「妨礙正在執行職責的立法會人
員」，亦被裁定罪成。
何潔泓昨日在庭上求情時稱，她在事發後靜坐等待被
捕，「可能會有人覺得我哋好蠢」，又認為自己要承擔
後果。黃浩銘則在庭上聲言，他將來會繼續做他認為
「正確」的事，「為公義、基層繼續奮鬥。」
裁判官溫紹明昨日在判刑時表示，留意到不少被告並
非在東北發展下家園被毀的居民，認為他們為基層權益
「發聲」的行為是「好事」，又相信各被告事發當日只
想「和平地集會」，只是眼見他們所反對的議案即將要

通過，才以激烈的手法衝入立會，造成多處損毀。

官問犧牲別人安全是否公平？
溫官稱，相信各被告並非為傷害別人或以武力改變

別人的想法，但強調「暴力只會生出更多暴力，如果
係好嘅事，採取激烈的手段會引起人命傷亡，造成無
可挽救嘅情況」，又着各被告思考，「做對的事時犧
牲自己，沒有人能阻止，但若要犧牲別人的安全又是
否公平？」
溫官最後指，猶幸事件無造成人命傷亡，又早已預計
各被告不會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後悔，但他接納被告「願
意接受後果」也算是「有悔意」，遂判各人接受80小
時至150小時社會服務令，又寄語各被告將來可以「更
聰明的方法抗爭」。
在13名被告中，只有陳白山（22歲）及招顯聰（29

歲）不獲建議接受感化。陳白山聲稱，自己已比約定早
一天見感化官，但溫官反駁道：「咁你唔噚日兩點半嚟
聽判刑？」他批評陳「仿如活在另一時空」，但最後仍
判兩人接受150小時社服令。

黃浩銘稱判刑公道 就定罪上訴
黃浩銘在庭外稱判刑公道，但仍會就定罪提上訴，又
聲言會繼續以非暴力的方式「抗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