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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毛公職行為失當表證成立
收25萬未以立會主席認可方式申報 最高囚7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社民連立法會議

員「長毛」梁國雄涉嫌於任內收受壹傳媒「肥

佬黎」黎智英25萬元「秘密捐款」，未有向立

法會申報案，昨在區域法院續審。辯方指梁國

雄或曾在立法會會議上以口頭方式作出申報，

質疑控方根本未能證明他在整個涉案時段中從

未申報。控方則反駁，強調必須以立法會主席

認可的方式作出申報，即登記在冊。法官李運

騰最終裁定被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表面證

供成立。一旦罪成，最高可判囚7年。

被告梁國雄（61歲）涉及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罪，控罪指梁國雄身為立法會議員，於2012年5月

22日至去年6月23日期間，無合理辯解或理由而故意及蓄
意作出失當行為，即沒有向立法會申報或披露，或向立法
會隱瞞他於2012年5月22日，曾透過黎智英私人助理
Mark Simon收取黎智英一筆25萬元的款項。梁國雄否認
有關控罪。

官批「一直都冇申報」
「長毛」的代表大律師李柱銘陳辭稱，控罪的犯案時間
為2012年至2016年，但控方無證據證明梁國雄在整個時
段內都未有申報，因他或已於會議前作口頭申報。控方立
即反駁，指控罪所指的是被告須以立法會主席認可的方式
來申報，即登記在冊。
辯方聞言反駁，指控方從未說過是以登記在冊的申報方
式作檢控基礎，辯方一直以為是指控梁國雄在整個涉案時
段中「從未以任何方式申報」，批評控方「個網撒到咁
盡，每次（遭質疑）收窄啲收窄啲」。法官李運騰雖認為
控罪中的犯案時間確是定得很闊，但就補充「你當事人一
直都冇申報，唔怪得人㗎喎」。

立會會議記錄准呈堂
李大狀續說，控方如此做法是僅着眼於一己利益，完全
不合作，又認為無證據顯示口頭申報而不作登記是犯法，
又指：「我哋（議員）起身講嘢都犯法，咁言論自由去咗
邊？」
法官李運騰聽畢控辯雙方陳辭後，裁定案件表面證供成
立，梁國雄稍後會決定是否出庭自辯。
李官昨亦同時接納控方將一些具爭議性的臨時證物呈
堂，事緣梁國雄一方質疑把立法會的會議記錄呈堂是「非
常有商榷餘地」，因開審前的法律爭拗已裁定相關的記錄
只能用作背景資料，而控方卻打算將相關文件，用來佐證
被告已清楚知悉他需要根據《議事規則》第83A，在立法
會會議上作出申報，但卻沒有申報。
另控方嘗試以被告的議員利益登記表，來證明被告一直
未有登記涉案的25萬元「秘密捐款」，以說明被告在會
議上不當地忽略要申報個人利益。控方舉證時指，申報記
錄顯示被告無申報涉案的25萬元並非出於疏忽，又援引
傳媒針對第三筆及第四筆收款的報道，辯方直指全是與本
案「不相關」。

控方斥梁故意隱瞞收款
控方昨在庭上回應，指第四筆收款可看到被告是因為有
傳媒廣泛報道，令事件曝光，故意改變其處理收款手法以
避開嫌疑，從中亦能顯示被告是因為知悉公眾關注此事，
而改變做法。但無論怎樣，被告由始至終的確沒有申報利
益。這幾點足可看出事件的嚴重性，同時顯示梁國雄是故
意隱瞞收款，由被告有意決定不申報那一刻開始，已構成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控罪的元素。

9名激進示威者被控去年旺角暴
亂期間干犯暴動、掟磚襲警、襲擊
致造成身體傷害及刑事毀壞等罪
名，案件昨在西九龍裁判法院科技
法庭續審。作供警員指拘捕第三被
告何錦森時，何於警誡下招認

「係，我係喺旺角」，而接受警方問
話途中，何錦森要求致電社民連議員
「長毛」梁國雄代找律師，但梁國雄
沒有接聽電話。
報稱職業為演員的37歲被告何錦

森，涉嫌於去年2月9日凌晨在旺暴現
場向警員掟磚，被控一項暴動罪。

警誡時供稱「喺旺角」
案發時隸屬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

查科A2第二隊的偵緝警員黎劍鴻供
稱，事隔17天之後他到何錦森位於九

龍鑽石山龍蟠苑的住所，將他拘捕並
進行警誡，何於警誡下稱「係，我係
喺旺角」，警員繼而在其寓所搜查，
檢獲一張八達通卡及一部手提電話。
何其後被帶返黃大仙警署補錄口供，
惟當時沒有律師在場，故該份口供並
沒有簽名作實。
法庭隨後播放何錦森的錄影會面片

段，何提出致電予社民連議員梁國
雄，以協助他聯絡律師，警方同意暫
停會面。黎劍鴻稱他陪同何致電梁國
雄，但無人接聽電話，何提出聯絡律
師楊學勉，惟何致電後指對方不會代
表他。
何錦森後來同意單獨錄取口供。何

承認於案發當晚有到旺角，自己當日
與一名女友人到旺角「搵嘢食」，其
間發現有「好多人」及「好嘈」，但

不清楚發生什麼事，後來從無牌熟食
小販口中得悉，當晚警員和小販發生
衝突。何堅稱自己沒有衝擊警方防
線，也沒有接觸軍裝警員。
警員黎劍鴻播放一段社會紀錄頻道

（SocREC）影片，片中一名金髮沒有
戴眼鏡並身穿白色T恤男子，在旺角瓊
華中心對出馬路向警方掟磚，之後回
頭望了鏡頭一眼，該名男子與被告何
錦森的樣貌、髮色和髮型均相似，何
承認當晚去過旺角，但否認該男子是
自己。

播片頂證拿磚男貌似何
午飯後何錦森進行第二次錄影問話，

何對問話警員聲稱忘記了當日有否在現
場執拾物品，並否認曾衝擊警方防線。
警方於何的住所中檢取手套等物品，何

否認旺暴當日曾使用過以上物品，指自
己於運動時才會戴手套。
法庭之後再播放四段錄影片段，當

中拍到一名頭染金髮、耳戴藍芽、身
穿白衣並拿起磚頭的男子，黎劍鴻指
此人正是第三被告何錦森。
案中首被告侍應莫嘉濤（18歲）控3

項暴動和1項刑毀罪，次被告清潔工人
鍾志華（30歲）及第三被告演員何錦
森（37歲）共同被控一項暴動罪，其
餘6名被告侍應霍廷昊（24歲）、無業
陳和祥（71歲）、運輸工人鄧敬宗
（29歲）、無業李卓軒（20歲）、冷
氣學徒林永旺（22歲）及冷氣技工葉
梓豐（18歲），分別被控暴動及襲警
共6項控罪。
案件今日續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涉掟磚「金毛」曾致電長毛幫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社民
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於去
年11月在立法會有關橫洲發展的事務
委員會會議上，涉強搶時任發展局副
局長馬紹祥放在桌上的文件夾，馬紹
祥其後報警。警方向梁國雄發出傳
票，控告他一項「藐視立法會」罪
名，案件昨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梁
透過律師否認控罪，案件將於8月7日
預審。
控方甫開庭即申請修改中文傳票的

內容，將會議「事」，修正為會議
「時」，梁國雄的代表不反對，裁判
官批准有關申請。修改後的控罪指，
梁國雄（61 歲）於 2016 年 11 月 15
日，在立法會2號會議室立法會委員
會舉行會議時，引起擾亂，導致該立
法會委員會的會議程序中斷或相當可

能中斷。

馬紹祥麥美娟將作證
控方透露將會傳召3名證人，包括馬

紹祥、會議主席麥美娟及一名警員，
並會呈交 3段共長 14分鐘的錄影片
段，當中包括立法會會議錄影片段、
閉路電視及新聞傳媒片段。
官司纏身的「長毛」，本身因涉嫌

收取壹傳媒「肥佬黎」黎智英捐款未
申報案，正在區域法院受審，昨晨他
先前往東區裁判法院就強搶文件案應
訊，惟案件被安排稍後才處理，「長
毛」等不及，惟有把案件交給代表律
師，提早離庭趕返區院繼續應審。
事件起因於有份參與橫洲規劃的

「奧雅納工程顧問公司」涉嫌挪用政
府資料，引起議員關注，要求政府提

供顧問公司就事件的書信來往，2016
年11月15日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與
發展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討論事
件，出席會議的時任發展局副局長馬
紹祥表示無帶相關文件開會。

擅交朱凱廸閱覽機密文件
梁國雄疑不滿局方未能提供文件，

離開座位走到馬紹祥座位前，取走其
枱面上的文件夾，聲稱「要睇吓馬紹
祥係咪真係無帶（文件）」，主持會
議的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勸長毛「唔好
搶嘢」、「請你坐返埋位」，有份出
席會議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亦
幫口說，「佢（馬紹祥）可能真係無
帶嚟嘛」。「長毛」最終被趕離會議
室。
發展局兩日後發聲明譴責梁國雄，

指馬紹祥當日放在桌上的文件夾，被
梁國雄公然搶去，並在未經馬紹祥同
意下，交給另一名立法會議員朱凱廸
閱覽文件夾中的機密文件，由於事件
嚴重，馬紹祥已於11月17日報警處
理。
警方其後將案件列作「求警調

查」，交由中區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
進調查。
梁國雄是繼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之

後，第二位因涉及立法會內部糾紛而
被起訴的立法會議員。
早於2014年7月，時任立法會議員
黃毓民在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上，向
特首梁振英掟玻璃杯，事後梁振英報
警，經審訊後，黃毓民被裁定襲擊罪
成判監兩星期，獲准保釋外出等候上
訴，上訴案仍在排期中。

■■長毛收受長毛收受「「肥佬肥佬
黎黎」（」（右圖右圖））2525萬萬
元元「「秘密捐款秘密捐款」」未未
有申報有申報，，裁定表證裁定表證
成立成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一些來自台灣民進黨及「時代力量」的「立法
委員」，昨日在台北成立所謂「台灣議會關注香
港民主連線」，他們還借被控參與旺角暴亂的香
港青年李倩怡跑到台灣躲避、受「台獨」組織保
護之事，揚言要推動修訂台灣的「港澳關係條
例」，要給予港人「政治庇護」云云。香港反對
派的立法會議員朱凱廸、「香港眾志」羅冠聰及
「人民力量」陳志全，連同違法「佔中」的積極
參與者黃之鋒及周永康等人，也跑到台北參與組
織成立活動。這是「台獨」與「港獨」勢力進一
步合流，「台獨」勢力公然企圖干預香港事務的
最新動作，香港社會嚴厲譴責這種圖謀破壞香港
法治和搞亂香港社會的惡劣行為，呼籲港人要共
同抵制「兩獨」合流，遏止分離思潮，保持香港
社會的繁榮穩定。

據該連線發起人聲稱，這次希望邀集台灣跨
黨派「立委」，共同關注、支持香港爭取民主
並提供協助。他還稱「連線」成立後，「時代
力量」會推動在「立法院」修改「港澳關係條
例」，給予港人「政治庇護」。「時代力量」
是在前幾年由反對與大陸簽訂服務貿易協定的
「太陽花學運」等人發起成立，以「台獨」等
分離訴求為主要目標的團體，它對香港的所謂
關注、支持，甚至是提供協助，是旨在用「協
助香港爭取民主」的名義，企圖協助在香港推
動分離主張，形成「兩獨」合流的態勢，為其
分裂行動壯大聲勢。至於其明目張膽庇護香港
旺角暴亂的參與者，還要為香港的違法者提供
「政治庇護」，則更是赤裸裸地干預香港事
務，對香港法治和社會穩定造成嚴重破壞和衝

擊，必須予以嚴厲譴責，並採取果斷而有效的
措施，斬斷「台獨」分裂勢力伸向香港的黑
手。

國家統一是時代發展所不可阻擋的浩蕩潮
流，「台獨」分裂勢力有違中華民族的發展利
益，影響國家的領土完整，受到包括台灣同胞
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國家已經制定
了《反分裂法》，列明國家會用一切手段來維
護統一，反對分裂。因此，「台獨」是注定不
可能實現的。「台獨」勢力插手香港，企圖影
響香港的發展進程，也將注定失敗。香港某些
人企圖靠勾結外部勢力來實現「港獨」圖謀，
同樣也是打錯算盤。而且，這些做法不僅衝擊
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底線、破壞香港社會繁榮穩
定，也違反了國家和香港的法律。因此，奉勸
這些人必須看清形勢，迷途知返，否則必受應
得懲罰。

世界民主的發展歷史充分證明，每個國家和
地區的民主發展進程，都要根據自身的歷史和
現狀來進行，並沒有一個固定和一成不變的模
式。香港回歸以來，在「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方針下，按照基本法循序
漸進地推動民主發展，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
果。香港未來的民主進程，也必須按照基本法
的原則和有關規定進行，不能迷失方向，更不
能受到外部勢力的不良影響而誤入歧途。因
此，香港的從政人士都要堅守「一國兩制」的
原則底線，嚴格遵守基本法辦事，在正確的方
向和軌道上，努力推動香港社會的發展和進
步。 （相關新聞刊A13版）

「台獨」「港獨」公然勾連 圖搞亂香港
選舉事務處於今年特首選舉當日，遺失兩部載

有全港選民、選委資料的手提電腦，私隱專員公
署昨發表調查報告，發現處方在處理個人資料時
違規，形容處方「非常粗疏、蕭規曹隨」，並向
選舉事務處送達執行通知，以糾正違規事宜及防
止事故重演。本港洩漏私隱的事件屢見不鮮，反
映政府和民間對保障私隱的軟硬件都落後於發展
的需要，與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市的地位極不相
稱。私隱專員公署須加強執法力度，提升本港重
視保障私隱的意識和成效。

選舉事務處遺失載有約1,200名選委會成員及約
378萬名地方選區選民個人資料的手提電腦，埋下
大規模洩漏私隱的重大隱患，全港高度關注。私
隱公署經過調查發現，選舉事務處處理有關個人
資料存在明顯紕漏，包括處方應用私隱的指引不
清晰、不依從，亦無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確保
選民的個人資料不會意外喪失；更令人驚訝的
是，選舉事務處未能向私隱公署提供任何批准使
用有關資料的依據，甚至不能確認使用已獲批
准。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保障資料原則第四項
規定，「資料使用者必須採取適當的保安措施去
保護個人資料。他們必須確保個人資料得到足夠
保障，以避免有人在未獲准許或意外的情況下，
去查閱、處理、刪除或者使用該等資料。」選舉
事務處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保障資料原
則，私隱公署批評其工作粗疏、平衡失據、警覺
性不足，一點也不為過。

選舉事務處遺失個人私隱資料只是本港保障個
人私隱問題的冰山一角。一直以來，本港洩漏私

隱的事件層出不窮。曾有警務人員遺失警察記事
冊，及涉嫌經網上分享軟件foxy，意外洩漏個人
資料；警監會被報章揭露，有2萬名曾經投訴警
察的市民，其個人資料被上載互聯網；聖雅各福
群會延續教育中心曾遺失存有逾千人資料的外置
硬盤。最離譜的是，八達通公司閙出出售客戶個
人資料圖利的醜聞。這些事件反映，保障個人私
隱的措施不足，根本是本港政府、公營、民間機
構的通病。

如今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同時盜取資料、
洩漏私隱的手段亦變本加厲，對保障私隱提出更
高要求。但是，本港保障私隱的意識和措施遠遠
未能跟上實際所需。早前審計署批評政府對慈善
籌款活動監察不足，有違規個案署方要遲1年多
時間才發出警告信。署方解釋，是因署方電腦系
統陳舊，且僅靠一位職員人手處理有關工作。連
政府部門對處理資料的技術和人手都嚴重滯後，
更何況其他商業、民間機構，難怪洩漏私隱的事
件一再發生。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專員公署可
向有關資料使用者發出執行通知，指令其停止進
行違規行為及採取必要補救措施。如果違反執行
通知的規定，即屬犯法，可被判處罰款或監禁。
受害人亦有權循民事訴訟向犯錯者索償，可惜多
年來鮮見有洩漏私隱者受罰。為切實加強保障私
隱，私隱專員公署應嚴格依法辦事，從嚴執法，
讓洩漏者付出沉重代價，形成有效的阻嚇作用，
並配以宣傳教育，多管齊下，促使政府和民間重
視保障私隱，有效防範洩漏私隱的事件重演。

（相關新聞刊A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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