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煽「射狗」裝修佬囚半年
官批號召襲警持攻擊武器 重挫社會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32歲裝修工人於

前年非法「佔領」期間，在facebook（fb）煽動他人趁

聖誕節到旺角彌敦道及立法會「搞領袖派對」，更着市

民帶備工具「射狗」及阻擋警察視線。他早前被裁定一

項「有犯罪意圖取用電腦」，及一項「煽惑犯涉及非法

暴力」罪名成立，昨在觀塘裁判法院被判囚半年。裁判

官強調，是案非常嚴重，被告的煽惑行為對社會安全有

一定負面影響。被告早前因在「光復元朗」襲擊途人被

判囚3個月，故連同本案共需服刑9個月。裁判官又拒

絕其保釋外出等候上訴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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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認同判監阻嚇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
激進分子近年打着「本土」旗號，示威行為愈來愈激進、暴力，倘

不幸發生傷亡，絕非只傷害到受害人的身體，更會連累到其家人一同
承受某程度的傷害。因此，類似的刑責必須具阻嚇性，更不能以所謂
「政治訴求」、「年輕無知」等理由來開脫，試圖逃避法律責任。姑
息罪犯，只會讓事件更壞，後果更難以控制。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
法官將煽動暴力的滋事分子判囚，坦白說只是「小懲大戒」，但也

說明任何人必須為其所言、所行承擔應有的後果，更不能以所謂「政
治訴求」作為免罪「擋箭牌」，來逃避一切法律責任，否則將會天下
大亂，令香港法治崩潰。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經民聯議員盧偉國：
香港百多年來，法治制度是賴以成功的基石，不能讓它崩潰。是次

法庭的判決體現出做任何事，都需要承擔後果，不能任意妄為，否則
將會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

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社會，有足夠的渠道及空間，讓所有人表達意
見，倘以藉口肆意破壞社會秩序，必須受到法律制裁，市民也會以雪
亮的眼睛看清真相。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
香港是法治之區，這些人要爭取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也必須循

正當途徑，不能任意妄為，不能以各種不成理由的理由，甚至以此作
為「免死金牌」，來肆意破壞社會秩序和法律制度。
難道為了爭取他們心目中的所謂「公義」，就可以任意殺人嗎？司

法機構應該嚴懲這種離譜的行為。

為吸收激進
「本土派」的
選票，公民黨
等不斷為旺角

暴徒辯護。該黨青年公民主席、
東區區議員鄭達鴻，在該黨昨日
發佈的所謂10周年「公民對談」
中，對旺角暴亂輕描淡寫，聲稱
暴徒只是要「篤魚蛋」，「（點
解）要迫到人家掟磚。」他更
稱，警察「擁有無上權力」，
「他向你攻擊後，你卻難以循法
律途徑追究，這些市民都會記在
心裡，然後積壓到（年）初一晚
（旺角暴亂）便爆發了。」

鄭達鴻妄圖兩面討好
在公民黨發佈的「公民對

談」中，鄭達鴻與「傘兵」、灣
仔區議員楊雪盈對談。就激進
「本土派」近期猛烈攻擊公民黨
借「本土派」名義「抽水」，鄭
試圖兩面討好，稱「其實『勇武

派』要想想『泛民主派』爭取民
主多年，也付出了很多；但『泛
民主派』也要想『勇武派』很多
人，即使不是全部，是寧願『揹
上前途盡失的風險』去喚醒市
民，也有『宏大的理想』，但這
種互相尊重在亂世之中，愈來愈
少」。

「同情」本土 楊雪盈卻割席
楊雪盈則稱，在「佔領」
後，「很多人未找到改變社會的
着力點，覺得情緒要這樣『紓
（抒）發』最好，我是很同情
的。」雖然口稱「同情」，但她
也即刻與激進本土派割席稱：
「我對沒有底線的抗爭也覺得不
安，那一派的人說議會已經無
效，只能動員人們『武裝抗
爭』，但我實在無法舉起磚頭去
當衝鋒隊，我根本不是那種
人。」

■記者 鄭治祖

為
搶
「
激
」
票
訟
黨
袒
護
暴
徒

旺角暴亂警再拘一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經深入調查後，
昨日在長沙灣李鄭屋邨仁愛樓再拘捕一名女子，懷疑她
與旺角暴亂事件有關。警方在其住所檢走一批證物，包
括八達通、口罩及一對波鞋等。消息稱，該被捕女子現
年40歲，她涉嫌參與暴動，現正被扣留調查。

激進「港獨」分子視法
律如無物，不斷在網絡平
台散播「港獨」思想，有
人更發帖教唆網民自製危

險武器，公然煽動網民犯罪。一個自稱為
「香港獨立聯盟」的激進組織，就在其face-
book（fb）專頁教唆他人製造「空氣砲」。
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批評，有關行為已涉嫌違
反了法律，警方應主動跟進，一旦證據確
鑿，必須立即採取檢控行為。他們又呼籲年
輕人要認清這些人的真面目，不要被人利
用，以身試法，斷送自己的大好前途。

香港文匯報發現，一個名為「香港獨立聯
盟」的fb專頁，近期不斷發佈針對特區政府

及建制派議員的帖文，其中名為「馮立強」
者就貼上棍枴的照片，稱「港人應該要學習
自己打造武器」，及附上鏈接，介紹在烏克
蘭的動亂，有外地網站上載的「武器列
表」，更稱「手無寸鐵的人民也許可以用現
成的材料，製作出革命武器來對抗軍警」。
該列表介紹以石頭丟，以及用加上鐵釘等木
棒來襲擊執法人員。

在另一名為「Ken Wong」發佈的帖子
中，則「分享」了外國所謂「自製大炮」的
教學影片，有關影片詳細介紹如何以家居用
品製作「空氣砲」，其威力足以打穿一輛車
的車頭。但他們又「戴頭盔」稱，這段影片
只是「學術交流」。

陳恒鑌：惟恐不亂「無事生非」
民建聯議員陳恒鑌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

批評，香港社會有部分思想激進者，抱着惟
恐天下不亂的心態，經常「無事生非」，通
過文字散播「港獨」思想，現在更有激進分
子教唆他人自製攻擊性武器，不惜一切去破
壞社會治安，不但已涉嫌犯法，更令香港市
民生活在不安之中。不過，他相信市民的眼
睛是雪亮的，不會被他們的違法行為所蒙
蔽。

王國興：盼勿被「激」派蒙騙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坦言，自己3年前已提

醒大家，「港獨幽靈」正盤踞香港的天空。
由非法「佔領」，到「反水貨」及旺角暴
亂，完全是一小撮人有計劃、有預謀的「港
獨」行為。有人在網上教唆他人製造武器，
就是這一小撮極端分離分子所為，希望香港
年輕人不要被激進分子的花言巧語所蒙騙，
做出危險的行動。

他續說，「港獨」思潮的出現，與特區政
府自回歸至今，在宣傳香港基本法上有不足
之處，令年輕人對香港回歸的歷史、基本法
的制訂等不了解，甚至採取「視而不見、聽
而任之」的態度，希望特區政府要正視有關
問題。

葉劉淑儀：警應徹查 不姑息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網上世界非「任

意妄為」，倘觸犯法例必會受到法律制裁。
這些教唆他人自製武器者，已違反了法律，
警方應該盡快採取行動，包括詳細調查及跟
進，以免姑息養奸，助長歪風。

她強調，香港是中國一部分，根本沒有任
何獨立的條件，一小撮人以某些所謂「文化
訴求」為基礎，提出所謂「公民自決」，完
全是一種「想當然耳」的言論，任何一國的
地區試圖提出「獨立」，都需聯合國討論是
否涉及危害主權國和周邊地區的利益，而非
由一小撮人高喊「自決」就「自決」。

姚思榮：背後煽動 勿中陷阱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指，香港是一個

言論自由的社會，各人均有表達的自由，但
有少數人就濫用自由，不斷試探香港法律的
底線，以至「一國兩制」的底線，包括由暴
力示威到違法「佔中」，再演變成旺角暴亂
等，手法愈來愈激進。

他坦言，儘管至今未有傷亡，但長此下
去，並非港人之福，特別是在互聯網這個公
開平台，有人背後煽動，從不行動，以誘使
心智未成熟的少年誤中他們的陷阱，做出違
法行為而斷送大好前途，故執法機構必須嚴
正執法，加強檢控。

■記者 鄭治祖

辯方在庭上呈上4封求情信，分別由被告顧家豪的未婚妻、父母、朋友及社工
所撰寫。被告的未婚妻稱已有身孕，兩人本排期在今年5月結婚。她稱，被

告是家中的經濟支柱，一直努力儲錢與友人籌備自己的裝修公司。

荒廢英學業 案情嚴重拒減刑
被告父母均是警長，現已退休，他自幼被送到英國讀書，無奈在英國荒廢學

業，回港後輾轉做過不同職業，最終選擇成為裝修工人。被告的朋友及社工均認
為被告為人有同情心，經常做義工幫助弱勢社群。
暫委裁判官崔美霞昨日指，被告兩度使用手機上載煽惑內容，包括煽惑他人襲

警、普通襲擊、刑毀、管有攻擊性武器、參與大型活動及工具製作方法等，這些
煽惑行為對社會安全有一定負面影響，案情非常嚴重。雖然被告有支持他的父
母、等待他出獄的未婚妻，而被告亦將為人父，但崔官不認為這些背景可作為減
刑因素。

辜負父母 質疑無深切反省
法庭早前要求為被告索背景及社會服務令報告，惟感化官不建議被告履行社務

令。崔官引述報告指，被告自幼的學業成績未如理想，即使有支持他的父母送他
到英國讀書，他亦沒有盡力讀書及考試，只顧着去當兼職。崔官批評他荒廢學業
及辜負了父母的心意，回港後又一直沒有穩定工作。感化官質疑被告有否就一己
所為作過深切反省。

證據確鑿難推翻 官拒保釋
辯護律師提出讓被告保釋外出等候上訴，稱怕排期上訴時，被告已服刑完畢。
控方反對，認為本案證據確鑿，被告同意的案情已足以證明被告干犯控罪，推翻
定罪的機會不大。裁判官認同，他找不到任何上訴理據，故拒絕保釋申請，又拒
絕將被告在另一宗襲擊案的刑期與本案同期執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
名任職電訊公司工程人員男子，於前
年11月29日非法「佔旺」期間，在
旺角麥花臣球場向一名警司擲水樽，
令警司左面頰流血。該男子經審訊後
早前被裁定襲警罪成，判監14天，他
不服定罪及刑罰，並於昨日在高等法
院提上訴，被法官當庭駁回，即時入
獄服刑。
上訴人雲維泰（29歲）的代表大律
師昨日稱，當時「情況混亂」，兩名
證人所見的未必是同一事件。法官張
慧玲質疑，上訴人身高5呎10吋，
「零舍高過人」，且擲樽時只距離警
司兩呎，「點認錯呀，（喺）佢面前
喎！」
當時，目擊案發經過的探員事後一

直尾隨被告，並在半小時後在同袍協
助下將他拘捕。上訴人代表大狀稱，
當時「環境混亂，不能抹殺探員可能
『跟錯人』」。
張官反駁，在聆訊時並沒有相關

的證供，「『佔旺』個班人唔係坐
响度，就係企响度……唔覺得混
亂。」張官相信探員受過訓練，不
會認錯。
該大狀又稱，探員一直站在上訴人

的右後方，沒有看見其正面，再遭張
官批評是在斷章取義，「人係會郁
（㗎）……憑咩話冇睇到個樣。」張
官駁回被告上訴，又押後頒下裁決理
由。

「港獨」網教做「空氣砲」涉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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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旺角暴亂女子，被押返李鄭屋邨住所搜證。

■有自稱為
「香港獨立
聯盟」的組
織，在網頁
上載連結，
教人製作有
殺傷力「空
氣砲」。

fb截圖

■■非法非法「「佔領佔領」」期間期間，，示威者經示威者經
常挑釁警員常挑釁警員，，引發衝突引發衝突。。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網上號召網上號召「「射狗射狗」」
的裝修工人顧家豪的裝修工人顧家豪，，
被判監半年被判監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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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涉
及西貢蠔涌亞視舊片廠炸彈案的其中
兩名被告，於去年「光復元朗」遊行
當日，被警員發現身穿膠製保護盔
甲，更分別被搜出攜有5支及1支含
辣椒素類物質的噴劑。兩人昨日就兩
項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在
屯門裁判法院受審。

穿盔甲 辯稱赴元朗「做救護」

兩被告為無業漢陳耀成（34歲）
及地盤工人鄭偉成（29歲），被控
於2015年3月1日，於元朗安寧路
附近攜有辣椒素、二氫辣椒素及異
丙醇的混合噴劑。時任重案組警員
黃天成作供稱，當日巡邏時見到兩
被告身穿膠製盔甲及黃色反光背
心，問被告陳耀成到元朗所為何

事，陳稱「做救護囉」。

搜出摺刀5噴霧樽含啡黑液

黃天成同僚在陳的袋中，搜出1
把摺刀及5個透明噴霧膠樽，內載
有啡黑色的液體，陳稱是辣椒油。
辯方指陳耀成當時有向黃警員指出
是「用嚟自己食」，黃否認，但黃
認同當時兩人身處的位置沒有遊行
或衝突發生。
衛生署法醫潘偉明供稱，案中液體

混合物的辣椒素類物質，雖可引致他
人身體灼熱、剌激等不適反應，但其
濃度遠低於一般胡椒噴霧產品，故只
會造成輕微不適，感覺如被陽光暴曬
或吹沙入眼。潘醫生同意辯方指，辣
椒素及二氫辣椒素可同時存在於天然
的食物及植物中。案件今續審。

攜噴椒劑 兩「光復」漢受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