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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曉嵐庇馮 涉妨礙司法
促校方勿提供新證據 扮「判官」懶理事件已入司法程序
社民連譏馮「變臉」：要人幫就唔分「本土」

馮敬恩案

22 歲的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敬
恩，涉嫌今年 1 月底衝擊港大校委
會事件中，干犯刑事恐嚇、刑事毀
壞及企圖強行進入等 3 罪，前晚約

8 時在荃灣住所被捕後由探員帶到荃灣
警署，之後再被押返西區警署，至昨日
午夜被落案起訴後，獲准以一萬元現金
保釋，今日將在東區法院提堂。現任學
生會會長孫曉嵐無視事件已進入司法程
序，她化身「判官」點評案情及馮的控
罪，更公然呼籲校方停止提供新證據，
涉嫌妨礙司法公正。
■記者 姬文風、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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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護車當晚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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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敬恩被扣查期間，數十示威者在西區警署外「聲援」，大
批警員在報案室內隔着玻璃戒備。 昨日凌晨，馮獲准保釋離開
西區警署時向傳媒稱，事件已交由律師處理，自己不便再多
講。他稱，不排除會有其他同學面對同樣問題，目前最重要是
「如何幫助他們」。他又透露自己以一萬元保釋，毋須交出旅
遊證件。
孫曉嵐昨日下午就此案約見港大行政及財務副校長康諾恩與
危機小組。她在會後承認，學生會明白當時是有行為不被接
受，但又希望校方承諾不要向涉事學生追究，並建議校方成立
檢討工作小組，如日後再發生同類事件，可處理校方與學生關
係及報警事宜。她又指不排除會有更多同學被捕，又呼籲有需
要者向學生會求助。
針對馮敬恩的情況，孫曉嵐公然向媒體點評案情及控罪，又
公開要求港大校方「考慮同學利益及整體聲譽」，不要再就案
件提交其他資訊，「在法庭無頒令的情況下，學校無義務或責
任必須提供所謂閉路電視片段，或其他證據予警方。」

港大發言人回應指，事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大學不適宜作
出任何評論。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則表
示，目前警方就馮敬恩案件搜集證據，相關證據將會呈堂，若
有人阻止、妨礙證人作供，或利誘證人作出虛假、不正確的供
詞，足以構成妨礙司法公正罪，觀乎孫曉嵐的言論，認為她明
顯觸犯法例，指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監禁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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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世光病逝 享年 76 歲

父創華光船務 名列「四大船王」
趙世光出身顯赫家族，父親趙從衍是華光船務創辦人，1949 年
趙從衍由上海來港開設華光船務，曾擁六十多艘貨輪。上世紀 70
年代香港航運業蓬勃時期，趙從衍與環球航運包玉剛、東方海外董
浩雲（前特首董建華的父親）及萬邦集團曹文錦並駕齊驅，合稱香
港四大船王。趙從衍旗下的華光更於 1973 年在香港上市，風光一
時。

有消息指，律政司建議拘捕港
大學生會前外務副會長李峰琦
（小圖），理由為李當晚企圖阻
止運送港大校委紀文鳳的救護車
離開，涉嫌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
務。大律師陸偉雄接受本報訪問時指，
倘有人涉及阻礙救護員執行職務，的確
可循有關法例作出控告。
不過，他坦言，舉證充分與否非常
關鍵，「除非有確實證據，證明有人作
出明顯行徑刻意阻礙救護車行進，譬如是大字形擋車，又或者叫
囂『唔好俾救護車走』等。」，否則在人多擠迫的情況下，「好
似行維園年宵有人暈倒，行人一時三刻無法散開而阻礙了救護員
工作，亦無可奈何。」
懷疑涉案的港大學生會前外務副會長李峰琦在社交網站留言，
稱前晚約 8 時，有 5 名自稱重案組探員到他住所，要求他就案件到
警署協助調查，但他不在香港，事件已交由律師處理。警方表
示，要視乎證據才決定是否起訴李峰琦，亦不排除聯絡其他同學
協助調查。
■記者 姬文風

馮敬恩因涉
嫌今年 1 月港
大校委會衝擊
事件被落案起
訴多項控罪，
有可能面對嚴厲的監禁後果。
其中的刑事毀壞及刑事恐嚇，
最高刑罰分別可被判監 10 年及
5年。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二
百章六十條「摧毀或損壞財
產」，任何人無合法辯解摧毀
或損壞他人財產，即屬犯罪，
最高刑罰可判監10年。
另外第廿四條「禁止某些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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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律師：干預案件礙司法公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一代船王趙從衍第四
子、年前曾中風入院的華光航業集團主席趙世光（見
圖），前日於養和醫院病逝，享年 76 歲，家人正忙於
為他籌備後事。趙世光三哥趙世曾昨日接受傳媒詢問
時亦證實胞弟死訊，並慨嘆：「當然傷感，我們 4 兄
弟，走剩我一個！」
趙世光自 2004 年中風後行動不便，據悉其後數年曾
多次中風和心臟病發入院，每次都能大步檻過。但至
2010 年 12 月接受心臟手術後，忽然腦中風，需緊急送
入深切治療部留醫，經治療後情況好轉。其子女過去
出席公開場合被問到父親狀況時，亦稱他身體狀況不
錯。

李峰琦涉阻白車隨時「落鑊」

控罪多「周身蟻」刑毀可囚10年

港大：不宜作出任何評論

大律師陸偉雄指，當案件進入司法程序後，個別的人如有目
的地利用所言所行，意圖干預或影響案件，即屬妨礙司法公
正。就孫曉嵐的言論，他指需要視乎其說話目的而論，「正如
有人呼籲目擊者多出來作證，或呼籲目擊者不要出來作證，兩
者都會影響到案件，關鍵在於呼籲者的目的」，並要衡量呼籲
者言談間的用字、上文下理，故未能三言兩語肯定孫是否觸
法。

的成員暴力衝擊，被當時的「雙學」
出賣，結果自「佔領」失敗後雙方就
勢成水火，互相攻擊。
一直支持激進「本土」的港大前學生會會長馮敬恩被
捕，社民連成員周諾恆即時在其 facebook（見圖）轉載
了相關新聞，更貼文稱，「（馮）然後又係搵泛民律師
幫。然後泛民尤其是 D（啲）律師被本土××既（嘅）
時候，呢D（啲）契×弟咪又係唔出聲食花生。」
不少社民連及傳統反對派支持者紛紛留言讚好。
「Janet Lau Hiu Ming」稱：「本土派 Logic（邏輯）
好 好 笑 ， 人 地
（哋）幫你，你
take it for granted
（當作奉旨），唔
肯幫，比（俾）人
鬧足咁耐，跟著
（着）呢啲時候要
人幫就出嚟講冇分
本土唔本土，又唔見
鬥左膠嗰陣咁講？」
「Gordon Wong」也
稱：「如果班律師唔
肯幫既（嘅）話又會
被××，話係出賣本
土義士之類。」
■記者 羅旦

專家解讀

的港大研究大樓開會時，有
人企圖衝入大樓。警方表示
當晚收到保安員報案，要求
警方協助。事件中大樓一道
玻璃門、一道防火門、一個
保安站崗台及四支路燈有損
壞。當晚新任校委會主席的
李國章和校長馬斐森離開大
樓時，被在場的人阻塞，一 ■ 港 大 學 生 會 現 任 會 長 孫 曉
資料圖片
度要退回大樓。警方表示， 嵐。
經徵詢法律意見後採取拘捕行動。
警方重申。有責任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亦提醒參與公眾活
動的人必須守法，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意見，並呼籲他們不
要作出一些暴力或激烈的行為。如有人作出危害公共安全、破
壞社會秩序的違法行為，不論任何背景，警方定會採取果斷的
執法行動。

所謂「私怨大過天」。在違法「佔

&1 領」期間，部分現為激進「本土派」

至上世紀80年代航運業遇低潮，華光遭遇財務危機
欠債數十億港元。趙從衍為挽救華光，除出售地產業
務套現外，更高調拍賣數百件古董珍藏應急。1986年
華光成功展開資產重組，至1992年終還清巨債。

承父業掌航運 擁15億身家
1999 年趙從衍逝世，由於次子趙世儀早年潛水意
外喪生，航運業務就交由長子趙世彭和幼子趙世光
打理。而三子趙世曾則主力從事地產業務。
2001 年趙世彭因心臟病去世，趙世光接手打理家
族事業，出任華光船務董事長及主席，讓華光重拾
輝煌，近年頻頻建造新船。他亦有投資房地產，早
年有估計其身家逾15億元。
趙世光與前邵氏女星何琍琍結婚至今43年，育有三
女一子，包括趙式明、趙式和、趙式慶及趙式平。長女趙式明為華光副
主席，自2004年趙世光中風後已漸掌公司業務。
趙世光在感情事方面較為低調，婚後一直甚少緋聞，直至前亞姐
譚玉梅出現。譚於 1994 年參加華姐選美時與趙世光認識，並傳出緋
聞，但當時兩人一直否認，直至被傳媒拍攝到兩人同遊的合照，緋
聞始正式曝光。

嚇作為」，任何人干犯刑事恐
嚇罪，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
入獄5年。
至於馮敬恩另一項被起訴的
「強行進入」罪名，根據《公
安條例》第廿三條，任何人如
果以暴力方式進入任何處所，
不論他是否有權進入該處所，
亦不論該暴力行為是否包括向
任何其他人施加實際武力、作
出恐嚇或砸開任何建築物，或
集合數目不尋常的人，均屬犯
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
被判處第二級罰款及監禁 2
年。
■記者 姬文風

港人德遇襲案 桐桐錄音報平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4 名港人
在德國火車遇襲事件，香港入境處日前
已派出 4 名人員到德國協助。正在當地
的入境處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湯敬軒表
示，入境處人員前日先後到醫院探望 4
名火車遇襲事件傷者，傷勢較重兩名男
傷者，情況仍危殆，有生命危險，但未
有惡化跡象。另外兩名女傷者傷勢較穩
定，其中一人在紐倫堡醫院留醫，當她
身體狀況許可時，入境處會安排傷者轉
送到維爾茨堡大學醫院接受治療，以便
家人照顧。
入境處人員又稱，傷者家屬前日亦與
當地警方開會，家屬十分關注事發經過
及警方調查進度，入境處曾向當地警方
反映家屬關注。據了解，案件已提升至
由德國聯邦警察作深入調查，如果調查
有任何最新調查進展，入境處會即時通
報給傷者家屬。
仍在德國紐倫堡醫院留醫的邱家三女
邱曉桐（Tracy）昨日透過手機錄音，
向香港親友報平安。有關錄音在傍晚流

出，錄音中邱曉桐似乎精神不錯，更稱
會先好好休養，多謝大家關心：「我係
桐桐，我依家喺德國醫院休息緊，你叫
大家唔使擔心喇，我會喺度好好休養
先，多謝晒大家。 」
香港旅客在德國火車上遇襲，德國總
理默克爾前日首次回應事件，形容是難
以置信的殘暴行為，向受傷的香港及德
國人致最深切慰問。她冀傷者身心早日
康復，並感謝警員及醫護人員的努力。
德國當局被指在火車斬人案後反應過
慢，事發後大半天才回應事件。默克爾
強調，自己一直從內政部聽取相關匯
報，承諾政府將查明真相，盡力制止所
有極端主義行為。內政部長德邁齊埃則
稱，兇徒是受煽動獨自犯案，正調查他
是否虛報國籍。
維爾茨堡醫院昨日稱，兩名重傷男傷
者情況仍然危殆，但有跡象轉趨穩定，
早前在紐倫堡接受治療的 26歲傷者邱曉
桐將按照家屬意願，轉送到維爾茨堡繼
續留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