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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錦滿認藐視法庭罪 遲到兼玩手機被官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014
年11月25日執達吏到旺角，就違法「佔
旺」執行禁制令，包括「熱血公民」成
員鄭錦滿在內的17人涉違反禁制令，前
年遭律政司控告刑事藐視法庭，案件昨
在高等法院審理。被告鄭錦滿及歐煜鈞
認罪，法官押後判刑。不過，鄭錦滿昨
日在出庭時遲到，當其代表資深大狀進
行求情時鄭又坐在旁聽席上玩手機，被
法官當面斥責，質疑其認罪誠意。

「點睇到你係有誠意道歉？」
28歲被告鄭錦滿昨晨遲到出庭，法官

陳慶偉更一度責備在席上使用手機的他
不尊重法庭，質疑他是否真誠致歉：
「唔好玩手機，你嚟呢度做咩？唔係你
鍾意嚟就嚟，玩就玩，點睇到你係有誠
意道歉？」
代表兩名被告的資深大狀麥高義承

認鄭的行為不尊重法庭。就鄭的控

罪，麥高義未有提出求情理由，只提
及鄭的背景資料，包括他差少許就可
以完成大學學位，現為議員助理，每
月薪酬約為15,000元，又承認案發時
鄭背後有政治組織。鄭在庭外透露認
罪是因為不想再跟對方糾纏，希望
「盡快完結這事」。
麥高義為另一被告歐煜鈞（23歲）求
情時指，歐向法庭存檔誓章並誠懇地道
歉。歐並無任何政治聯繫，而他參與

「佔領」只為向政府表達不滿，而非為
挑戰法庭。根據案情，歐在案發時「不
慎」抓傷警員只是出於「即時反應」，
並無意圖傷及警員。他當時的情緒只是
針對警方而不是反法庭。
麥高義又稱，明白「公民抗議」並非

辯護理由，但在數百名參與者中，總有
些人是屬於愚蠢和無知的，而歐後來已
明白律政司與警方是不同角色，故希望
法庭可考慮罰款處理。

拒清場漠視禁制令被控
案情指，2014年11月25日，執達吏

於旺角執行佔旺禁制令。當日下午3時
02分，歐從人群中跑出來，警員欲上前
阻止。雙方糾纏期間，歐抓傷一名警員
的左前臂，隨即被捕。鄭則被指於同日
一直停留在旺角亞皆老街一帶。兩人漠
視禁制令而停留在有關範圍內，屬故意
違反禁制令，並構成刑事藐視法庭罪。

旺暴三被告暴動罪表證成立
第三被告拒認掟樽 稱「人跑我跑」被官質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去年農曆新年旺角發生暴亂，事後

多人被拘控，其中兩男一女被控暴動罪，是首次有旺角暴亂被捕者就

暴動罪受審，案件昨日於區域法院續訊。控方舉證完畢，法官裁定表

證成立，押後至下月3日結案陳詞。法官同時裁定5條公眾媒體片

段，即從無綫電視新聞網頁下載及youtube下載的片段，不獲接納呈

堂，而首、次被告的口頭和書面招認都不獲作呈堂證物。

網頁下載新聞片youtube片拒獲呈堂
辯方前日反對將首被告及第三被告的招
認口供呈堂，稱被告的回應是否屬於招
認，需要視乎警員當時的提問時間及內
容，又聲稱警方當時以襲警罪作警誡，其
後卻控告他們暴動罪。由於舉證元素不
同，此舉對被告不公平云云，又稱需研究
七警案判詞內有關錄影片段的部分，研究
控方能否將本案的錄影片段呈堂。
3名被告依次為港大女生許嘉琪（23
歲）、學生麥子晞（20歲）及廚師薛達
榮（33歲）同被控一項暴動罪。首、次
被告不自辯，沒有辯方證人，但次被告
有一品格證件；而第三被告選擇出庭自
辯，但沒有辯方證人。
薛達榮在自辯時稱，他於去年2月8日
晚上到奧海城吃團年飯，約10時乘的士
往旺角創興「唱K」，直至翌日凌晨4時
左右打算離開，但看見樓下有多人聚
集，有人告訴他「今晚有差人開槍」，
於是跟其他人一起站着看發生什麼事。
他續稱，當時有一班人將垃圾桶推往

旺角方向，然後又很快衝回後方。他聲
稱：「我見人跑，我跟住一齊跑，跑嘅
時候有人從後打我，之後就暈咗。」
他稱自己醒過來後已被警察鎖上手銬

帶回警署，又聲言當晚沒掟玻璃樽和雜
物。在被扣上手銬後，他有問警長岑偉
強：「阿Sir，做乜拉我？」但對方以粗
口回應，亦無人告知發生什麼事。
控方質疑薛看見現場很多人，又聽到

有人說警察開槍，何以不離開現場。薛
稱，由於當時馬路有很多人，馬路封閉
亦沒有車輛。不過，控方質疑若薛要離
開是可以的，薛同意，但稱自己因為好
奇，覺得很轟動。

稱憂被誤作示威者 官：可站一旁
控方又質疑為何「人跑你又跑」，薛

解釋因為人身安全，所以跟其他人一同
跑。他又解釋，擔心跑的人會對他構成
危險，因為不知道對方的身份，又稱不
想被誤會作示威者之一。法官質疑，若
薛不希望被誤會作示威者，見到其他人
跑的時候可以站在一旁，但他卻選擇

跑，希望辯方在結案陳詞時可以補充。
負責拘捕薛達榮的警長岑偉強早前出

庭作供時曾憶述拉人過程。岑指，初期
有搞事者向他們掟玻璃樽，警告仍無
效，隨後見有 6名至 7名男子衝前，
「零零舍舍有一個人沿行人路，向我哋
防線衝埋嚟。」
他續指，該男子跑至創興廣場外失重

心向前仆，他上前拘捕時被對方掙脫，
最終在其他警員協助下將他制服地上。
控方在開案陳詞指3名被告在事發時，

向警員投擲玻璃樽及約2米長的竹枝，竹
枝更擊中一名警員的小腿，警方當場拘捕
3人，案發經過有警方錄影、公眾媒體及
閉路電視片段佐證。

暴動罪（Rioting）是《公
安條例》其中一條，指明任

何人如參與 3人或以上的非法集結，而該集
結破壞社會安寧，即屬暴動，集結的人最高
可判監10年，若涉及摧毀建築物或交通工具
更可判監14年。但要達至定罪，控方需先確
定被告參與非法集結，並證明被告的相關行
為會令人合理地害怕被告會破壞社會安寧。
根據資料，2000年喜靈洲戒毒所發生暴
動，約400名越南籍和本地囚犯集體打鬥，
更向警員和懲教員拋擲硬物並焚燒監倉。警
方施放催淚彈後始能平息事件，事件釀成多
人受傷。逾20名涉事者其後被裁定暴動罪
成，被判監2年至10年。 ■記者 杜法祖

暴動罪最高囚10年

去年 2 月 8 日
（年初一）深夜
至 翌 日 （ 年 初
二）凌晨，激進
「本土派」組織
包括「本土民主
前線」、「熱血
公民」等成員，
藉食環署人員在
旺角管理無牌熟
食小販而製造暴亂，造成90多名警員
及35名市民受傷。
根據警方記錄，自暴亂後，警方迄今

已拘捕90名涉案者，包括79男及11
女，年齡介乎14歲至70歲，大部分已
先後被落案起訴及上庭應訊。首名涉案
受審被告為「熱血公民」（熱狗）成員
陳柏洋，去年10月初在九龍城裁判法院
因襲警和拒捕罪，被重囚9個月，成為
旺角暴亂首宗定罪個案。
此外，多名分別被控煽動暴動等罪的

被告，包括「本民前」發言人黃台仰及
梁天琦等，早前已正式轉介到區域法院
及高院審訊。警方表示，案件轉到高等
法院審理，絕對反映旺角暴亂事件的嚴
重性。 ■記者 杜法祖

首宗定罪個案
「熱狗」重囚9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為打擊
涉及黑幫非法活動及收入來源，西九龍總區早
前部署一項代號「翡翠刀」反黑行動，派出臥
底探員滲入區內3個黑幫組織搜集罪證，至昨
晨「收網」，動員重點搜查組等逾400警力，
突擊搜查8間目標酒吧，共拘捕151名男女，包
括多名黑幫現任及前任「坐館」，並搜獲逾30
件武器、毒品及酒類等證物。
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警司（行政及支援）

陳永祥表示，被捕 151 名男女（16 歲至 80

歲），各人涉嫌行劫、非法集會、藏有攻擊
性武器、嚴重傷人、藏毒、販毒及有關三合
會罪行被扣查。
消息稱，案中涉及3個黑幫，包括「新×
安」、「和×和」及「十×K」，而被捕黑幫
高層包括「和×和」綽號「寸仔」的現任「坐
館」，3名前任坐館「肥堅」、「沙灘雀」和
「寶明」，及「佐敦之虎」、曾聲言「12點鐘
後佐敦道我話晒事」的「英傑」、「新×安」
的426紅棍「家樂」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深井
消防局一名48歲署理消防隊目，前日
傍晚在局內候命期間與同袍打排球操練
體能時，突告不適暈倒昏迷。同袍雖即
時施救，包括以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電
擊，惜送院不治。警方不排除事主猝死
與心血管隱疾有關，將安排驗屍確定死
因。死者妻子與親友昨到葵涌殮房認屍
時神情哀傷，消防處福利組正向家屬提
供適切協助。
候命期間猝死的署理消防隊目姓陳
（48歲），據悉曾任職懲教署，並認
識現於大欖女懲教所工作的妻子，18
年前才轉職消防處，派駐深井消防局
至今，主要負責滅火及救援工作。夫
婦育有一名20多歲女兒及一名約10
歲大兒子。

消防處：跟進家庭需要
消防處發言人表示，事發昨日下午
6時25分左右，據初步了解該署理消
防隊目在暈倒前並沒有遭排球擊中或
發生碰撞，福利組正跟進陳的家庭需
要。
香港消防處職工總會主席聶元風亦
對事件感到難過。他指工會已派員探

望陳的家人，並會保持聯繫盡力提供
協助。聶元風稱，打排球是消防員平
日的體能訓練活動之一，當在局內候
命期間，若時間許可，主管會安排隊
員進行跑步、健身及球類活動等體能
訓練，其中球類活動既可操練體能，
亦可訓練團體合作與默契，是慣常的
訓練項目。
有急症室醫生指出，運動期間昏迷

猝死事件時有發生，大多數與心血管
隱疾有關。

局內打排球練體能 深井消防隊目猝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公司與東
華三院由昨日起，舉行為期兩星期的募捐行
動，支援於早前列車縱火案中入院的傷者。公
眾可於下月2日或之前，透過兩個指定銀行賬
戶(香港匯豐銀行：004-848-772992-003、中國
銀行(香港)：012-875-0-054711-4)，或於全港任
何一間OK便利店捐款予東華三院。港鐵公司
與員工合共會捐出最少200萬元。
港鐵行政總裁梁國權表示，港鐵同事與公眾

在該宗不幸事件中展現出的關懷，令人深受感
動，港鐵及員工會捐款支援需要留院接受治療

的傷者及其家人。他說：「有見於社會大眾的
關注，所以公司與東華三院舉行這次公開募
捐，結合社會的力量為他們提供進一步支
援。」
是次募捐所得善款，將由東華三院和港鐵經

考慮專業醫療意見後，由東華三院全數分發予
受傷乘客。公眾如對募捐有任何查詢，可於辦
公時間致電港鐵熱線2881-8888。任何公眾人
士如因今次事件需要輔導服務，亦可聯絡港鐵
熱線作出跟進。東華三院保留權利將募捐所得
之款項分發及用於協助受傷入院的乘客。

港鐵東華募捐助縱火案傷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上周五（10
日）港鐵發生縱火案，一名60歲男子被控一
項有意圖而縱火罪，案件昨於九龍城裁判法院
再次提訊。據悉被告傷重，現時情況依然危
殆，仍於威爾斯醫院留醫，再次缺席提訊。法
官將案件押後至下周三（22日）再訊，控方則
指被告若能出院，將會提早帶他上庭應訊。
60歲被告張錦輝被控一項有意圖而縱火罪。控

罪指，被告於本月10日，在一列由港鐵金鐘站往
尖沙咀站行駛中的列車第一個車卡內，無合法辯解
而用火損壞屬於被告和其他乘客的衣物，意圖損壞

該財產或罔顧該財產是否會被損壞，並意圖藉損壞
上述財產以危害其他乘客的生命。

台遊客好轉 可自行呼吸
事件共造成19人受傷送院。其中38歲台灣女

遊客張欣茹一度傷重垂危，經救治後情況已好
轉，據了解其氣管消腫已可移除呼吸機自行呼
吸，現仍於伊利沙伯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情
況穩定。至於15歲中四女生高芷楠與其餘一男
3女傷者情況同為穩定，其餘12名傷者已出
院。

被告危殆留醫押後訊

臥底滲西九黑幫 警拘「坐館」等151人
香港文滙報訊（記者 杜法祖）澳

洲執法當局早前在來自香港的一個貨
櫃中檢獲162公斤冰毒，估計市值達
1.62億澳元（折合逾9億港元）。警
方追查後至前日（16日）先後拘捕兩
名疑涉販毒及藏毒的男子，包括一名
22歲香港青年。
澳洲警方及邊防局是於本月初在悉尼

的碼頭檢查一個來自香港的貨櫃，該貨
櫃裝有380個報稱為廚具的紙箱。
澳洲邊防局新南威爾斯地區指揮官表

示，經邊防局人員以人手檢查後，確認
當中142個紙箱底部，均藏有密封包裝
的膠袋，每個膠袋內都含有晶體物質，
最終測試顯示是安非他命（冰毒）。
澳洲警方根據資料追查，至本周四

（16日）拘捕兩名男子，其中一名22
歲香港男子涉嫌協助進口毒品，另一
名42歲澳洲男子則涉嫌藏毒。兩人昨
日已在悉尼中央地區法院出庭應訊，
若罪成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

港青涉運9億冰毒
澳洲落網或囚終身

上水石湖新村前年5月發生的
水泥埋屍案，昨日在高院開審。
點心師傅涉因金錢問題與同居女
友在上水劏房住所內爭執，扼頸
4分鐘將對方勒死，其後用行李
篋載屍往石湖新村空地挖洞並以
水泥埋屍。

控罪指，35歲被告郭威成於2015年5
月13日，在上水新祥街寓所內謀殺同
居女友錢思月（39歲）。被告在庭上
否認謀殺罪，只承認非法埋葬屍體。

■記者 杜法祖

水泥埋屍案
點心師傅否認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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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隊目在深井消防局內訓練打排
球時猝死。

■警方檢獲大批武器。 鄧偉明 攝
■西九龍總區總部警方交代代號「翡翠刀」
行動。 鄧偉明 攝

■旺暴案三名被告，左起：麥子晞、薛達榮、許嘉琪。 資料圖片

■旺暴案首宗定罪
個案被告陳柏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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