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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被告不理禁令 損害法治
控方：警屢警告傳媒廣報 早悉後果明知故犯

前「學民思潮」召集人、現「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學聯

前副秘書長岑敖暉等20名「佔旺」示威者，涉於2014年10月

阻撓警方清場，違反高院禁令而遭起訴「刑事藐視法庭」罪名，

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續審。針對9名拒絕認罪的被告，控方在開

案陳辭指，法院頒發臨時禁制令後，傳媒已作廣泛報道，任何人

都必須遵守命令。警方當日採取拘捕行動前亦已多番作出警告，

各人早應清楚違反禁制令的後果。被告未有聽從法庭禁制令指示，

是挑戰法律的行為，損害法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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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大批激進示威者非法「佔領」旺角多條主要通
道，「潮聯公共小型巴士有限公司」及後
成功申請法庭禁制令，禁止「佔旺」人士
堵塞亞皆老街一帶路面。行動中，警方拘
捕一批涉嫌違反法庭禁制令、拒絕離場的
示威者。
包括黃之鋒、岑敖暉等11名被告，前日

案件開審當天已選擇認罪，其餘9名被告
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朱佩欣、郭陽煜、
趙志深、陳寶瑩、關兆宏、熊卓倫、馮啟
禧及麥盈湘，全部堅拒認罪，分別由兩位
資深大狀駱應淦和潘熙代表抗辯。

禁令已「傳通街」竟照阻執達吏
代表控方的資深大律師杜淦堃在開案陳

辭中提到，當年「佔領」由香港島延伸至
九龍，影響交通業生計，因此的士及小巴
運輸業團體申請禁制令，並由執達吏及警
方清場，而被告等當時「佔領」九龍交通
樞紐，阻礙旺角彌敦道及亞皆老街等位
置。
他續說，運輸業團體在取得禁令後，已

即時在多份報章刊登禁令，香港的傳媒亦
廣泛報道，相信「佔領」者都清楚了解法
庭的指令，但「佔領」者未有理會，最後
要由法庭委任執達吏及警方清場。
杜淦堃形容，2014年11月26日事發當

日場面非常混亂，眾被告所做出的行為大
部分被警方攝錄下來，而各人的行為明顯
是在阻礙執達吏清場。當日上午8時40
分，執達吏及禁制令代理人在現場宣讀禁

制令內容，並多次要求示威者及「佔領」
者離開，「立即收拾你哋嘅財物離開。」
9時49分，執達吏再次宣讀禁制令，並警
告會開始清場。

無視多次警告 警「有片有真相」
他續說，上午10時左右，現場情況開始

陷於混亂，執達吏要求警方介入協助清
場。警員分別以中英文緩慢讀出警告，要
求所有人立即停止阻礙清場行動，否則警
方會以藐視法庭罪作出拘捕；對任何反
抗，警方會使用最低武力作出拘捕，且不
會再次作出警告。
警方隨後展開第一輪拘捕，行動中拘捕

涉案6名被告，未幾，警方防線由亞皆老
街向山東街推進，並發出最後警告，到11

時9分，警方進行第二輪拘捕，再拘捕其
餘3名被告。
杜淦堃指出，警方有責任去維護公眾的

使用道路的權利，而「佔領」者的行動阻
礙警方清場。遵守法庭指令及維護法庭職
權非常重要，被告拒絕聽從法庭禁制令指
示，是挑戰法律，影響香港一般市民對法
律的尊重，損害法治，又強調有關人等倘
不滿法庭的指令，應從法律途徑解決，而
非公然違反及繼續「佔領」。
控方表示，本案被告行為明顯對清場造成

阻礙，稍後將會傳召執達吏及負責拉人的警
員出庭作供，並強調每名被告均有相關影
片，拍下他們在「佔旺」現場的情況。
控方完成開案陳辭後，下周二開始傳召

證人。

高院昨開庭審
理其中9名不認罪
「佔旺」示威者

的刑事藐視法庭案件途中，法官陳慶
偉提示辯方，表示在午飯時翻看了前
日選擇承認刑事藐視法庭責任中，被
告朱緯圇在旺角現場出現的錄影帶，
發現與同意事實、辯方求情誓章內容
有出入，要求辯方代表律師再向被告
釐清誓章內容，重新考慮早前的求情
內容，於下周一（10日）向法庭交
代。
代表辯方的資深大狀駱應淦前日在
為朱緯圇求情時稱，案發時，朱緯圇
到現場是想了解發生了什麼事，原來
打算在警方清場前夕離開，惟未能趕
及尾班車離開，遂留在現場及在帳幕
睡覺，到翌晨醒來發現被警察包圍，
把他按在地上及拘捕。
陳官昨日指，他看過控方的片段

後，完全看不到上述情節，包括在片
段中看不到任何帳幕，同時見到朱偉
圇當時是在另外兩名被告黃浩銘及黃
之鋒的身旁等。
他續指，其他已承認責任的被告周

蘊瑩、張啟康、蔡達誠也可能出現上
述情況，如周蘊瑩聲稱與友人失散後
突然被捕，均與控方的說法不盡相
同。
陳慶偉重申，被告一旦承認罪責，

他們的認罪案情必須清清楚楚。被告
既然選擇認罪，法庭不想見到控辯雙

方說法有不一致之處，故着令駱應淦利用周末
時間，趁控方未完成舉證前，重新檢視各項證
據。駱應淦回應指，困難在於證據涉及多段影
片，多名警員在不同時段出現，要綜合案情頗
為複雜，他稍後會再向被告朱緯圇索取指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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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
眾志」立法會議員羅冠聰今年1月到台灣
出席政治團體「時代力量」主辦的座談
會，他返港抵達機場時，被一批愛國示
威者圍堵，更報稱遭人襲擊及潑灑不明
液體。早前因涉嫌「參與非法集結」罪
名在法院提訊的七旬退休漢，昨再聯同
另外兩男兩女被控「非法集結」及「襲
擊」罪被告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5名
被告中，3人表示需時索取法律文件，押
後6星期才答辯，另外兩人則否認控罪，

案件押後至8月18日答辯及預審。
5名被告依次為印尼裔送貨男工高傑飛

（53歲）、退休漢唐發祥（72歲）、家
庭主婦林錦嫦（68歲）、退休漢劉必泉
（71歲）及主婦鄺桂嬋（67歲）。各人
均面對一項參與非法集結罪。
除劉必泉外的其餘4人，則另被加控普

通襲擊罪。控罪指，眾被告於今年1月18
日在機場一號客運大樓接機大堂A區襲擊
羅冠聰和非法集結。
年屆71歲的被告劉必泉，早前提訊時

曾稱「反對『港獨』有錯嘅咩」。他昨
日聯同涉案另一名七旬退休漢唐發祥堅
持不需要律師代表，及在庭上否認控
罪。劉必泉在答辯時說「唔認罪，我冇
罪，唔使律師代表」。
有律師代表的高傑飛、林錦嫦及鄺桂

嬋，則表示需時索取法律文件，要求押
後6星期才進行答辯，獲裁判官批准。

5人獲准保釋外出
控方昨日透露本案共有29名證人，裁

判官提醒不認罪的唐及劉須閱讀控方呈
遞的文件，及確認哪些證人毋須傳召，
以節省法庭時間。5人最終獲准以原有條
件現金500元至1,000元保釋外出。
案件開審前，「珍惜群組」及「愛港
之聲」率領大批支持被告的人士坐滿整
個法庭。案件結束後，聲援人士在「愛
港行動」召集人陳淨心帶領下，在法院
外高舉國旗、播放國歌及其他愛國歌
曲，又高呼口號要保持國土完整，反對
「港獨」無錯。

羅冠聰遇襲案 兩被告：我冇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有文青女神

之稱的ViuTv女藝人袁澧林（Angela），遭
經理人公司種星堂入稟法院控告違約。袁被
指未經經理人同意私下接洽工作，種星堂要
求袁交出所賺取的酬勞及賠償，並要求法庭
頒下禁制令，禁止袁私下繼續接洽外間工
作。
原訴人種星堂（香港）有限公司（Starz

People(HK) Limited），被告人袁澧林。原訴
人於入稟狀指，公司與被告人於2015年5月
簽訂為期3年的經理人合約，有效期至2018
年8月6日。合約訂明原告人是袁的唯一經理
人，負責接洽及安排她所有關於電視、電
影、雜誌拍攝等工作，被告人卻違反合約。
事緣袁在未得經理人同意下私下接洽工

作，原訴要求法庭聲明合約仍然有效，並要
求頒下禁制令，禁止袁在2018年8月6日合
約期完結前，進行非由公司安排的工作，並
交出其他工作得來的收入。
模特兒出身的袁澧林（Angela）現年23

歲，與連詩雅、陳瀅、王宗堯前女友黎紀君
（Christy）同屬一間模特兒公司。2015年袁

獲美心集團邀請拍賀年廣告而有「美心少
女」雅號，亦拍過電影《碟仙碟仙》。現為
ViuTV藝員，2016年4月因協助ViuTV拍開
台預告節目《WeIU》而開始為人認識，被
譽為「ViuTV女神」，又因為在該套節目形
象似文青，被譽為「文青女神」。
Angela早前亦為Dear Jane《哪裡只得我共

你》和連詩雅《為何要我愛上你》的MV亮
相演出，有一定演技。

「文青女神」疑「秘撈」經理人控違約

■曾稱「反對
『港獨』有錯
嘅咩」的劉必
泉（左三穿深
色 衫 揮 手
男）。

■被指違約的袁澧林。 網上圖片

■否認控罪的4
名社民連成員。
左 起 ： 陳 寶

瑩、黃浩銘、趙
志深、關兆宏。

■控方指，法院頒發臨時禁制令後，傳媒已作廣泛報道。圖為市民在街頭閱讀禁制令內容。
資料圖片

一項最新研究顯示，本港多達一成的中學
生曾經萌生過輕生念頭，情況令人擔憂。青少
年輕生一宗也嫌多，全社會都會因此感到痛心
惋惜，各方必須攜手合作，將慘劇發生的可能
性降至最低。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視察香港時
指出：全社會都要「關心、支持、幫助青少年
健康成長」。政府有關部門、學校、家長乃至
社會團體，都應負起各自相應的責任，共同探
討造成部分青少年極端負面情緒的深層次原
因，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問題的方法，給予青
少年更多的關懷和指引，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
人生觀價值觀，增強抵禦壓力和煩惱的能力，
保證廣大青少年擁有健康向上的人生。

香港理工大學研究團隊進行了兩項分別歷
時5年及6年的追蹤研究，了解新高中學制下
學生的心理健康及學業適應問題。研究顯示有
逾一成參與研究的學生曾想嘗試自殺，其中中
二生是相對高危的群組，更有接近5%初中學
生出現過自殺行為，包括自殘、鎅手等。學者
分析指，香港中學的生命技巧教育不足，普遍
學生抗壓能力較低；不少中學雖然於中一「駐
重兵」關顧新生，但當學生升讀中二時，照顧
就相對減少，或令學生出現不適應導致出現自
殺的念頭。因此，學者建議政府增撥資源，全
面加強學生心理健康教育。

的確，政府對此責無旁貸。特首林鄭月娥
在就職伊始，即公佈每年增加50億教育經費

的方案，充分顯示她對青少年的重視。不過，
細閱具體建議，用於加強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的部分似乎墨不多，當局應當考慮是否需要
為此增撥經費。公帑當然應該善用，但學校除
了教授學業以外，思想情操的教育同樣重要，
兩者不可偏廢。當局亦應撥出一部分資源用於
改善教師工作環境、減輕工作量，以便教師騰
出更多時間和精力關愛學生。有研究顯示，自
殺學生大多與親友欠缺良性溝通，而他們大都
曾在遺書中表示自己長期受自殺意念困擾，但
不敢告訴家人。如果校方能及早發現，必然可
以減少許多悲劇。當然，除了政府和學校外，
家庭的責任同樣重要，家長應抽出更多時間呵
護、引導子女健康成長。

青少年心智還不成熟，不懂妥善應對各種
挫折和困難，諸如家庭中的不和諧，同伴相
處中的不快，學業上的壓力，甚至是對自我
表現的過分苛責等等，都容易導致青少年產
生不健康的心理，從而做出傷害自己、令人
痛心的傻事。 因此，學校、家長和社會應給
予更多的關愛和引導，除了耐心傾聽、積極
交流，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人生
觀和價值觀，提升抗壓能力，學會樂觀、積
極地應對逆境，以迎接未來社會上更嚴峻的
挑戰。一旦發現學生有任何異常，就必須盡
快提供輔導，幫助他們盡快擺脫陰影，防止
發生意外。

加強心理健康教育 杜絕學童輕生念頭
遼寧艦航母編隊已抵港，參加香港回歸祖國20周

年，及駐港部隊進駐20周年慶祝活動，今明兩日本
港市民可登艦參觀。昨日適逢「七七事變」80周年
紀念日，遼寧艦抵港，展示中國國防發展的最新成就
和國力日盛，意義非凡，可以提醒所有華夏子孫牢記
「落後就要捱打」的教訓，今後更須加倍努力振興中
華，竭力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中國航母圓夢，
香港功不可沒。遼寧艦船體由國外購運，最終成功服
務國家，港商在背後發揮了重大作用，證明香港「以
己之長，配合國家所需」，可在很多方面為國家作出
特殊貢獻，港人應該以更大自信和努力參與國家發
展。

80年前的7月7日，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爆
發，揭開了中華民族全面抗戰的序幕，中國一度陷入
國破家亡的危急邊緣；隨着國家逐步淪陷，香港亦經
歷3年零8個月被日軍侵佔的苦難歲月。勇敢的中華
兒女不屈不撓，經過14年艱苦抗戰，最終戰勝日本
侵略者。如今中國國力今非昔比，擁有自己的航母，
保衛國家安全和權益的能力更強大。遼寧艦航母編隊
選擇在「七七事變」紀念日來港，一方面展示中國軍
力發展突飛猛進，提升港人的愛國熱情；另一方面提
醒港人，即使長期生活在安穩富庶的和平年代，也不
能忘記「國弱必遭欺、軍弱必慘敗」的歷史教訓。

中國正處在由大到強的關鍵階段，面對深刻變化的
國際戰略格局和複雜嚴峻的國家安全形勢，香港作為
東西交匯的國際都市，外部勢力近年加緊利用香港干
擾、影響中國發展，因此更要高度重視維護國家安全

和發展利益，才能繼續成功落實「一國兩制」，保障
香港的繁榮穩定。日前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視察時曾
鄭重表明：「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
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
許的。」香港已回歸祖國20年，與國家命運與共，
港人必須擔當起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重
大責任，完善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制
度，加強對國家歷史、民族文化的宣傳教育，堅決抵
制一切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的不法行為，不讓國家的
發展進程被打斷，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

中國能擁有自己的航母，實現幾代人的夢想，香港
功不可沒。遼寧艦作為中國首艘航母，船體是蘇聯航
母瓦良格號。瓦良格號之所以能到中國，是香港愛國
商人徐增平利用港商、港資的特殊身份，成功購回瓦
良格號。如今瓦良格號華麗變身，成為中國人引以為
豪的遼寧艦。遼寧艦的來龍去脈，足以證明香港對國
家的貢獻並非局限於經濟層面，香港在國家發展的不
同歷史時期、不同方面，都作出了足以載入史冊的貢
獻。今天，國家發展一日千里，香港佔國家經濟總量
的比例不斷下降，相對優勢亦有所減弱。但是，有
「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以及由歷史演變而形成的
國際化網絡和巨大商業服務能力等，香港仍具備內地
任何城市都難以取代的地位，加上中央堅定不移支持
香港發展，香港只要發揮自身所長、配合國家所需，
主動思考如何更好地為國家的長遠發展服務，並積極
付諸行動，香港仍然大有前途，大有作為。

航母圓夢香港有功 奉獻國家鞏固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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