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襲警指證「熱狗男」扔樽
旺暴首案開審 陳柏洋拒認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首宗涉及農曆新年

期間旺角暴亂的案件，昨在九龍城法院開審。被告

「熱血公民」成員陳柏洋涉向警員投擲水樽並拒捕，

被控襲警及拒捕兩罪，控方將會陸續傳召3名證人，

包括被襲擊的警員。遇襲警員關光華昨出庭作供，指

他當晚在現場遭一名戴黑口罩的男子，用載有水的水

樽擲向他的小腿和胸口，他旋即追上對方，惟途中對

方曾作出反抗，證人強調其視線沒有在過程中離開被

告，街道亦光線充足，「我捉住被告，佢就係扔水樽

嗰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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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去年「光復元朗」的
「反水貨客」示威中，4名示威者因襲警及阻差辦公罪成
被判囚。4人不服定罪及判刑提出上訴，法官早前裁定4
人被定罪的上訴全部駁回，但判刑上訴得直，撤回入獄
的判刑，經索取感化或社會服務令報告後，昨於高等法
院重新判刑，全部被告改判感化或社會服務令等非入獄
式刑罰。4名被告均表示後悔。

改判感化及社服令
4名被告依次為一名15歲少年、鄺振駹（21歲）、被

指「以胸襲警」的女文員吳麗英（31歲）及潘子行（23
歲）。各人同被控於去年3月1日在元朗示威時襲警及阻
差辦公，早前全部罪成判囚，15歲男生因襲警被判入更
生中心；吳麗英被控「以胸襲警」，被判入獄3個月15

日，吳的男友鄺振駹及潘子行，同因阻差辦公分別判入
勞教中心及入獄5個月1星期。
4人不服定罪及判刑於早前提出上訴，高等法院上月

29日頒下判詞，定罪上訴全被駁回，但認為判刑明顯過
重，故裁定4人全部判刑上訴得直，之前的判刑全遭撤
回。至昨日法官張慧玲在庭上讀出4名被告的新判刑，
全部獲判非入獄式刑罰，其中15歲少年接受12個月感
化令；鄺振駹接受12個月感化令；女文員吳麗英及潘子
行同接受200小時社會服務令。
張官判刑時引述各人的感化及社會服務令報告，透露

首被告15歲少年來自小康之家，曾患有強迫症，對社會
議題感興趣，但對社會意識薄弱，認為他適合判處12個
月感化令，並須遵行另外兩個附加條件，包括不可與某
些人及團體聯絡及接觸，必須參加感化官安排裨益被告

的活動。

口稱懊悔 強調再參與示威
至於次被告鄺振駹，為第三被告吳麗英的男友，他來
自中等家庭，犯案是為了保護女友，現已相當懊悔，故
認為他適合判處12個月感化令。
第三被告吳麗英犯案因魯莽及衝動，現已相當懊悔。
第四被告潘子行犯案是因一時衝動及沒有考慮後果，相
當懊悔。兩人各被判200小時社會服務令。
吳麗英及其男友鄺振駹離庭時稱：「多謝法庭畀個機

會我哋」，又表示受案件影響「困擾一定有」。兩人同
稱關心社會是公民責任，但強調日後會守法，並在合情
合理合法情況下參與類似活動。至於對事件有否後悔？
兩人均指「過咗去就算，唔好再提。」

「光復元朗」襲警 4被告上訴免囚

目前本港有兩條
條例都可以用來檢
控襲警及拒捕，分
別為《警隊條例》

第二百三十二章第六十三條及《侵
害人身罪條例》第二百一十二章第
三十六b條。兩個條例最大的分別
在於刑罰不同，前者循簡易程序定
罪後，罪成的最高刑罰為罰款
5,000元及監禁6個月；而後者可循
簡易或公訴程序審訊，罪成的最高
刑罰為監禁兩年。
至於如何決定以哪一條例去檢

控，據立法會的質詢文件顯示，如
警方要以《侵害人身罪條例》檢控
襲警，就需要先尋求律政司指引，
而律政司就會按照載於「檢控政策
及常規」內的既定原則，就每宗案
件的情況獨立地作出檢控決定，務
求適當和充分反映被告所牽涉的刑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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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稱任職侍應的被告陳柏洋，30
歲，他原本被控暴動罪，後來經

警方調查及律政司諮詢法律意見後，改
控罪名較輕的襲警及拒捕罪，陳柏洋否
認控罪。

視線沒離開被告 街道光線足
控方證人之一、當晚遇襲的警員關
光華昨出庭作供稱，他當日負責花車
巡邏的人潮管制，完成後接到指示，
於旺角砵蘭街、彌敦道一帶有公眾活
動，須前往維持秩序。
在年初二凌晨3時半左右，被告在彌

敦道行人路上，用水樽兩度掟向站在
行車路上的關胸口及小腿，關追截並
拘捕他，其間被告不停扭動身體及用
腳踢關小腿，後在其他警員協助下成
功將被告鎖上手扣，並宣佈拘捕他，
涉嫌觸犯拒捕罪。關光華供稱，其視
線沒有在過程中離開被告，而街道亦
光線充足。
關又說，事發後曾經重回彌敦道及
奶路臣街交界，想檢回有關水樽作證
物，只是地上散佈10餘個水樽，他沒
法識別，只好作罷。

胸瘀傷5厘米 膝擦傷2厘米
根據控辯雙方同意的案情，被告押
送警署後作醫療檢查，關光華胸口有
一處5厘米大的瘀傷，膝部亦有2厘米

長的擦傷。
辯方律師盤問關光華時，質疑眼鏡

是認人其中一個重要特徵，被告有戴
眼鏡，惟關沒有在口供紙上提到襲擊
他的人有戴眼鏡。關供稱，當時沒有
留意向他扔水樽的人有否戴眼鏡，辯
方質疑當時不是被告向他扔水樽，關
不同意，強調：「我捉住被告，佢就
係扔水樽嗰個。」

稱「無粗暴」拘捕 沒「夾口供」
辯方亦質疑，關及其他警員要求被

告跪低和絆倒被告，關亦嘗試從後抱
起被告，關不同意。辯方認為，如警
員沒有使用粗暴手法，被告不會配合
警員，關聞言稱：「我手法無粗
暴。」
辯方又指，關與其餘兩名涉案警員

口供有多處用詞非常相似，質疑是
「夾口供」。關回應稱3人沒有夾口
供，相似純屬巧合。關稱，被告多次
以中等力度踢其小腿，惟他承認小腿
沒傷勢，而關稱當日被告穿黑色外
套，但警方為被告拍攝的照片顯示其
外套為綠色。
庭上昨亦播放了兩段位於彌敦道金

至尊出入口外的閉路電視片段，兩條
影片主要圍繞被告已被警方拘捕的階
段。
該案件今早續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今年2月
8日（年初一）晚上至9日（年初二）凌
晨，激進分子策動旺角暴亂。大批暴亂
者堵塞馬路與警方發生推撞，繼而用木
板、磚頭、玻璃瓶、垃圾桶等雜物攻擊
警方，且縱火焚燒雜物阻擋警察推進，
其間有警員曾向天開槍示警。

90警及35市民受傷
旺暴共造成90名警員及35名市民受傷。

警方至今共拘捕85人，包括74名男子及11
名女子，分別涉及參與暴動、煽動他人參
與暴動和藏有違禁武器等罪名，多人已被
落案起訴相關罪名。
其中被控煽動暴動罪的「本土民主前

線」發言人黃台仰及梁天琦，連同「美國
隊長」容偉業等共10人的案件，日前已在
東區裁判法院完成轉介高等法院審訊程
序，案件將正式轉到高院審理。案件一旦

排期在高院開審，很大機會由陪審員協同
審訊，亦即不會由法官單獨審理旺角暴亂
案。警方早前曾表示，案件轉到高等法院
審理，絕對反映旺角暴動事件的嚴重性。

煽暴罪大 黃台仰梁天琦轉高院審

■■吳麗英及鄺振駹強調吳麗英及鄺振駹強調，，
日後仍會參與類似的示威日後仍會參與類似的示威
活動活動。。

■■吳麗英在衝吳麗英在衝
突中鼻孔流突中鼻孔流
血血，，被警員送被警員送
往救護車往救護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左起︰黃台仰和梁天琦左起︰黃台仰和梁天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柏洋昨出庭受審。

■■涉旺角暴亂的首宗案件涉旺角暴亂的首宗案件，，昨昨
在九龍城法院開審在九龍城法院開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德勤中國預計，今年香港集資額2000億港元，繼續
排名全球第一。香港擁有法治、金融、人才等制度
化、國際化的優勢，內地至今仍以香港作為海外上
市、向外發展的首選平台，香港蟬聯全球上市集資額
總冠軍，凸顯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充分體現「發揮香港所長、配合國家所需」的獨特優
勢。港人應珍惜這一安身立命的特殊優勢，摒棄政爭
內耗，遏止一切「港獨」、「自決」等損害兩地互利
合作的言行；如果不能善用、甚至破壞這種優勢，香
港只能坐困愁城，前途黯淡，更遑論維持繁榮穩定、
安居樂業。

香港法律受到國際尊重，商業和會計等專業制度健
全成熟，市場直接與國際接軌，融資成本低，又無外
匯管制，成為國際投資者和資金的匯集地。2016年美
國傳統基金會發佈的全球經濟自由度排名中，香港連
續22年蟬聯榜首；聯合國《2016年世界投資報告》亦
指出，香港2015年FDI資金流入1,750億美元，在全
球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近年來全球經濟金融形勢
風雲變幻，不確定性因素和風險事件不斷增加，相反
香港吸引國際投資者的固有優勢並未削弱，國際資金
來港，尋求增值創富機會，為首次集資活動提供肥沃
土壤。2009年至2011年期間，香港曾是全球第一大的
IPO目的地，2015年香港取代紐約，重新成為全球最
大的IPO市場。

香港IPO市場之所以能在全球表現突出，內地經濟
保持穩健增長，內地企業以香港作為向外發展的窗口
和跳板是關鍵因素。近年全球經濟面臨調整轉型壓
力，海外公司來港上市步伐有所減緩，內地企業的支

撐作用更加突顯。今年上半年H股及紅籌股首次集資
316.31億港元，佔香港IPO總額的7成有多，內地企
業積極尋求來港上市，配合未來發展，成為香港IPO
市場的最大亮點。如今國家銳意推動國企改革，加大
金融市場開放力度，鼓勵更多國企和金融機構來香港
集資上市，而隨着滬港通的開放，深港通的即將落
實，兩地交易平台的互補性越來越強，更進一步鞏固
香港在內地資本市場所擔當的角色。

金融業互利合作，是香港與內地保持密切關係重要
性的縮影。有國際知名會計機構負責人指出，金融服
務業仍將是香港IPO市場的主力，因為這些交易的規
模遠遠大於消費和製造企業。國家發展倚重香港，香
港在國家發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發揮自己
所長，配合國家發展的需要，是香港的最大價值，成
為香港創富的重大機遇。

港人應該看到自己的優勢所在，未來的大勢所趨。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香港政爭氾濫，拖延了發展的步
伐，固有優勢正在流失，更令人憂慮的是，近期「港
獨」、「自決」思潮抬頭，激進勢力不斷挑戰香港法
治，動搖香港社會根基。政治經濟，息息相關。本港
選舉結束後，國際評級機構穆迪也警告，香港新一屆
立法會議員有機會令拉布情況惡化，拖慢施政步伐，
可能不利信貸評級。香港經濟的成功來之不易，靠的
是精中集力、抓緊機遇謀發展，從來都不是靠政治鬥
爭。「一國兩制」、背靠國家，這是香港最大的優
勢，希望廣大香港市民珍惜、善用這一優勢，抵制一
切衝擊、摧毀這一優勢的惡行，捍衛香港的繁榮穩
定，保障港人的最大利益。

香港蟬聯IPO冠軍的內在優勢必須珍惜
去年「光復元朗」行動中，「以胸襲

警」的女示威者及另外3名被告，襲警及阻
差辦公罪成，原本分別被判入獄、入更新
中心、勞教中心等刑罰，但高等法院昨日
裁定有關人等刑期上訴得直，改判感化令
或社會服務令了事。本案被告蓄意挑戰法
治，尤其是女被告「以胸襲警」，惡意抹黑
警察，情節嚴重、用心險惡。高院法官用道
德判斷代替法律判斷，令挑戰、妨礙警方執
法的代價太輕，對社會傳達非常錯誤的信
息。律政司理應提出刑期覆核，力求公正懲
處衝擊法治的行為，維護本港法治尊嚴。

高等法院法官對被告改判較輕刑期，是
因法官認為被告行為良好，與家人相處融
洽等非涉及案情的核心因素。不過翻查屯
門裁判法院暫委裁判官陳碧橋的判詞，吳
麗英的襲擊雖然無令對方受傷，但其大叫
「警察非禮」，誣衊警務人員，令輕微的
襲擊變得嚴重，其本來的量刑考慮是以入
獄4個月為起點，考慮到吳有良好品格、
教育和職業，終判其入獄3個半月。言下
之意，原審法官的判刑，已經將被告的家
庭背景、個人品格等因素考慮在內，並為
此而減輕刑期。如今高等法院法官卻因為
同樣的家庭背景、個人品格等因素，將刑
罰由入獄改為社會服務令，不禁令人質
疑，為何同一個理由可以一減再減？更令
人費解的是，女被告在眾目睽睽下誣衊警

察非禮，企圖顛倒是非，挑動不明真相的
市民對抗警察，用心惡毒，如此惡劣的違
法行為，從輕發落理據何在？

違法「佔中」之後，街頭暴力猶如瘟
疫，不斷散播，給法治、穩定帶來巨大傷
害。但是較早前，羅冠聰、周永康、黃之
鋒前年9月帶頭衝擊政府總部、掀起「佔
中」序幕的案件，罪行嚴重，法官卻以他
們「是真心表達政治訴求」和「年輕人行
動純真」為由而輕判。連續多宗類似案件
都沒有得到具阻嚇性的判決，「警員捉
人、法官放人」不斷重演，長此下去，不
僅令前線警員氣餒，更會影響執法的有效
性，縱容違法暴力，情況堪虞。

法治精神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要維護這
一核心價值，就必須嚴正執法、不枉不
縱。當前少數人不惜以身試法，濫用暴力
表達政治訴求，法官一再以「政治理想」
為由輕判肇事者，用道德判斷代替法律判
斷，有損司法專業和尊嚴，更向社會傳達
錯誤的信息。

近日，有「佔中」搞手和「港獨」分子氣
焰愈加囂張，叫嚷要到立法會及政府總部示
威遊行，「紀念」「佔中」云云。這正是違
法暴力行為沒有受到應有懲處的惡果。本港
司法界必須正視問題的嚴重性，律政司亦應
該就這些案件提出上訴，要求覆核刑期，務
求讓違法者得到應有懲處，彰顯法治公義。

輕判暴力惡行 傷害法治尊嚴和公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