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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以儆效尤 警醒青年

衝立會13犯 改判即時入獄
上訴庭：原判違判刑原則 須阻嚇他人犯同類罪行

「聰峰」闖政總 明有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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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宗由律政司提出的刑期覆
核案，上周三已在上訴庭完成陳
辭及聽取辯方回應，法庭明天
（17日）將有判決。
事件涉及前「學民思潮」召集人
黃之鋒、「學聯」前常委羅冠聰及
前秘書長周永康3人，於2014年9
月衝入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經審訊，

裁判官張天雁裁定黃之鋒「非法集結」
罪成，判罰80小時社會服務令；羅冠聰
「煽惑他人非法集會」罪成，判罰120
小時社服令；周永康「非法集結」罪成，
判監3星期，緩刑一年。

律政司：改判3人即時監禁合適

律政司不滿3人只獲判社會服務令或
緩刑，認為刑期過輕，提出刑期覆核，
上訴庭三位法官開庭聽取律政司覆核理
據。律政司一方指，當日有過百人推撞
警方鐵馬和政總鐵閘，暴力程度不小，
造成10名保安受傷，此前輕判只會向年
輕人發出錯誤訊息，漠視非法集會的嚴
重後果，改判3人即時監禁是合適做法。
律政司代表又說，政總東翼前地當時

並無對外開放，所以示威者等同衝入政
府私人處所，屬於嚴重地、公然挑戰警
方及法律，這些全都是加刑因素。被告
煽動示威者進入政總東翼前地，明知必
受阻撓，只能硬闖，必然牽涉暴力，所
謂「和理非」根本就是「口是心非」。

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認同，黃之鋒
等人當日以「重奪」政總東翼前地為
口號，不使用暴力，「如何重奪？」
律政司一方強調，非法集結罪旨在

預防暴動發生，因數個人的集結可促
使他人加入，如雪球般一發不可收
拾，但原審裁判官判刑時過分側重3
人自身背景，會讓大眾錯誤以為年輕
人只是表達意見，即使干犯非法集結
亦不嚴重。黃之鋒和羅冠聰兩人的社
會服務令報告，已指出兩人缺乏悔
意，不符合判罰社服令先決條件。
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3人是否
需入獄服刑，明日將會揭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上訴庭昨接納律政司提出的刑期覆核申請，改判3年

前肆意衝擊立法會大樓的13名激進示威者監禁8個月至13個月，即時入獄服刑。上

訴庭副庭長楊振權表示，考慮到案件涉及的暴力程度和後果，及各被告的取態和動

機，原審判社會服務令並不是適合的判刑，強調原判是違反判刑原則。判各人即時監

禁是為阻嚇其他人干犯同類罪行，及維護公眾秩序和利益。

案中13名被告分別為梁曉暘（22歲，城市大學
學生）、黃浩銘（27歲、社民連副主席）、

劉國樑（24歲）、梁穎禮（33歲）、林朗彥（20
歲、「學民思潮」創辦人之一）、朱偉聰（19
歲）、何潔泓（24歲、「土地正義聯盟」召集
人）、周豁然（26歲）、嚴敏華（23歲、社民連成
員）、招顯聰（30歲、「港獨」骨幹）、郭耀昌
（41歲）、黃根源（25歲）、陳白山（26歲）。

分別判監8個月至13個月
除了黃根源因為認罪，判監8個月之外，其他12
名被告全部判監13個月，當中陳白山因為違反社
會服務令，已經服刑3星期，法庭要再作適當考
量。另外，其中一名被告招顯聰，迄今已失蹤逾1
年，未有出庭，法庭昨已發出拘捕令。警方晚上證
實，昨午5時許警員巡經紅磡廣場附近街頭，發現
招顯聰蹤跡，隨即上前將他拘捕。
案發於2014年6月6日，激進示威者不理警方勸諭，

衝擊立法會大樓，以竹枝強行撬開立法會大樓玻璃門
及拉扯鐵馬等，意圖阻止立法會審議新界東北發展的
撥款申請。2016年2月，一眾被告在東區裁判法院被
裁定非法集結罪成，分別判罰80小時至150小時社會
服務令，律政司不服判刑過輕，要求覆判。上訴庭三
位法官副庭長楊振權、法官潘兆初和彭偉昌，經過一
連兩日聆訊後，決定改判各人即時監禁。
副庭長楊振權昨重申，雖然判處「有抱負」的青年
人入獄，並非法庭所願，但判刑要阻嚇其他人干犯同
類罪行，及維護公眾秩序和利益，決定以15個月監
禁作為量刑起點，考慮各被告已完成社會服務令，及
案發已超過3年，酌情扣減當中兩個月刑期。

朱偉聰死撐為保衛家園
被告朱偉聰昨在庭上重申當日的事件是為了保衛
東北家園，故不會後悔。楊振權指法庭並不是要針
對示威者表達意見的權利，而是過程中展示的暴力
或違法行為，質疑朱是否仍認為當時使用武力或暴
力是對的，故不感到後悔？朱仍口硬地堅稱當時為
保衛家園而進入立法會，手段是有需要的。
另一被告周豁然指事件可標誌着她參與社運的開
端，但承認自己於當日的行動可能未有經過深思熟

慮，同時亦指針對自己的行為認為自己沒使用暴
力，並不覺得有錯，不感後悔。楊官表示，年輕人
想為社會的不公發聲是「值得鼓勵」，但重申本案
需針對示威者的違法行為。
被告陳白山亦指出，他的社會服務令早前已被撤銷，

被改判3星期監禁，律政司現時是覆核其失效的判刑，
故認為此已足夠法庭駁回律政司申請。

律師：13答辯人擬上訴終院
據悉，除了這兩天沒有到庭應訊的招顯聰外，其

餘12名被告待索取書面判詞後，表示將會提出上
訴。 據代表部分答辯人的大律師郭憬憲表示，13
名答辯人均打算上訴至終審法院。
代表律政司的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萬德豪，在首

天聆訊時已強調，當日涉案13名被告夥同逾100人，
並非獨立犯案，而是大規模非法集結。事實上，當日
的肆意衝擊行為，造成立法會42萬元財物損失，多
名保安員骨折受傷，衝擊只造成小部分人受傷是十分
幸運，可見各被告的犯罪行為有多嚴重。除即時監禁
外無其他合適刑罰，法庭應向日後有可能干犯同類案
件的人傳達明確信息，做出如此嚴重違法行為會帶來
嚴重法律後果。

上訴庭判決內容要點
■原審判社服令違反判刑原則，且明顯過輕。

■刑罰須能阻嚇其他人干犯同類罪行。

■法庭須維護公眾秩序和利益。

■判監已考慮到案件暴力程度、後果和被告對
事件的取態。

■以15個月監禁作為量刑起點。

■各被告已完成社服令及案發超過3年，酌情
扣減兩個月刑期。

■下令拘捕缺席聆訊的被告招顯聰。

資料來源：上訴庭判詞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鄧學修）2014
年反對東北發展前期撥款而肆意衝擊立法會的
13名激進示威者，昨被上訴庭推翻原審社會服
務令，改判即時監禁。香港社會各界均歡迎上
訴庭的判決，表示大快人心，相信對日後的違
法暴力行為能夠產生阻嚇作用，今次判決也有
效守護香港社會安全秩序，對社會釋放出正面
訊息，香港對任何違法行為都是「零容忍」。

蔡毅：判監合情理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
長蔡毅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暴力
行為必要加以阻嚇性判決，倘只以輕判，便無
阻日後的暴力事件發生。今次上訴庭對13人
改判監禁刑罰，合情合理合法，讓採取違法暴
力的人士為自己行為負上應有責任。他強調，
香港是法治社會，所有人都必須遵守法律。

施榮懷：激進分子罪有應得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北京交流協進會會長

施榮懷表示，這批激進示威者是罪有應得，
今次上訴庭改判監禁是大快人心，顯示香港
法治得到彰顯。今次判決向社會傳遞一個正
面訊息，任何衝擊社會法治和安全的行為，
都將依法受到嚴厲懲處。

王惠貞：能起阻嚇作用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

惠貞憶述當日示威者衝擊立法會的行為非常恐
怖，倘若這種暴力行為最後只是輕判了事，會

給予年輕人一種錯覺，令他們認為即使犯法也
可以獲得「包容」，繼而自恃年輕而肆意挑戰
法律底線。她非常支持上訴庭加重刑罰，認為
能夠產生阻嚇作用，有效守護香港社會安全。

張學修：加刑得民心民意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張學修指，所有暴力及違法行為均應依法重
判，早前原審社會服務令的刑罰實在太輕，
難以產生阻嚇作用，今次上訴庭改判監禁，
裁決合情合理合法，也是大快人心。
他強調，香港社會講求法治，絕不允許任

何違法行為，今次加刑是得民心、得民意，
為香港社會帶來希望。

簡松年：警醒無視法紀者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創會主

席簡松年律師表示，今次判決能夠以儆效尤，
對一眾無視法紀的年輕人予以警醒，日後採用
不恰當的暴力行為表達意見前應該要三思，否
則將有機會坐監和留案底，影響終身。

葉順興：暴力應「零容忍」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婦聯主席葉順興表示，

立法會是莊嚴的議事堂，一眾示威者無視法紀，
肆意衝擊和破壞，社會對這類暴力行為絕對是
「零容忍」。今次上訴庭對13人改判監禁，
以正視聽，有效維護香港法紀和社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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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當日暴力衝擊立法會示威者當日暴力衝擊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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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成員林子健聲稱被人「擄走虐打」事件，昨
天峰迴路轉。據警方調查，完全看不到林子健被人擄
走的事實根據，林也因涉嫌誤導警務人員而被捕。翻
看林子健之前記者會的說法，他原來並不想報警，但
在李柱銘和何俊仁等民主黨「大佬」的「勸說」下，
最終同意召開記者會和報警。也就是說，林子健走到
涉嫌違法這一步，並非出於本意，而是被某些泛政治
化病毒「上腦」的操控者擺上枱，最終成為了犧牲
品。由於此事已經引起公眾高度關注，民主黨必須向
公眾交代為什麼，以及如何游說林子健改變初衷的內
情；警方也應進一步調查，事件中是否涉及有人串謀
妨礙司法公正。

根據林子健此前的聲稱，他在上周四下午，在旺角街
頭被操普通話口音的人迷暈擄走，還受到釘書機釘大腿
的酷刑。初步的事實顯示，林或者出於某些難以言喻的
隱情，「作」了一個匪夷所思的「故事」，本意只是想
用一個謊言掩蓋某些不欲被人知的事情，至少他並沒有
擴大事態的意圖，所以沒有第一時間報警，他和家人也
反對召開記者會及報警，這個取態是很清晰的。但林子
健當晚和民主黨「大佬」談及此事後，就被李柱銘和何
俊仁說服而改變初衷，在第二天舉行記者會，大肆宣揚
此事，並且毫無根據地指控是內地「強力部門」所為。
很顯然，如果林子健沒有被人「說服」，事件就是林子
健的私事，根本不會發生涉嫌誤導警務人員的違法事
件，也不可能成為引起香港社會廣泛關注的公眾輿論事
件。因此，公眾有理由相信，「游說」林子健召開記者
會及報警，是令到林子健走上這條涉嫌違法的不歸路的
直接原因。可以說，涉嫌「作古仔」的始作俑者是林子
健，而令事件變成涉嫌誤導警務人員的違法性質，責任
就不僅僅是林子健一個人，說服林改變初衷的李柱銘和

何俊仁，以及為其高調舉行記者會的民主黨，都負有不
可推卸的責任。

民主黨現任主席胡志偉聲稱，召開記者會公佈此事，
是「為了保障香港市民的安全」云云。這種說法，表面
上看好像「大義凜然」。但從事件的實情看，民主黨高
調宣揚此事，意欲何為卻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眾所
周知，任何指控都必須以事實為根據，如果以一些聳人
聽聞但純屬子虛烏有的「古仔」，引發社會不必要的恐
慌情緒，結果是保障還是危害了市民安全，道理不辯自
明。

民主黨的幾位「大佬」，都是大狀或律師，以他們的
專業造詣，沒有理由不會分辨林子健說法的真偽。但
是，他們不顧林子健說法破綻百出，有許多不合常理之
處，就「游說」林子健舉行記者會和報警，指控事件是
內地「強力部門」所為。他們為什麼會這樣輕易就喪失
了專業判斷能力？民主黨作為一個老牌的政黨，其領導
層的智力及判斷能力如此之低，實在是令人驚訝。唯一
可以解釋的理由，就是他們被政治狂熱左右，「泛政治
化」病毒嚴重「上腦」，一聽到有對內地的指控，如逐
臭的蒼蠅發現了腐肉，就迫不及待地撲上去，大肆渲染
發揮，甚至不惜做出涉嫌違法的事情。「泛政治化」的
危害如此之大，不僅令林子健成為犧牲品，也令民主黨
的政治誠信喪失殆盡。事件又一次說明，「泛政治化」
實在是香港社會的一大禍害。

目前，雖然林子健已經被捕，但還有很多疑團有待揭
開，林子健為什麼要做出這樣的行為？民主黨「大佬」
們是如何說服林子健改變初衷，在這其中是否涉及串謀
「報假案」和「妨礙司法公正」等等，是公眾關注的焦
點。廣大市民支持警方對此進行深入調查，務求令真相
大白。民主黨也有責任向社會作出完整交代。

林子健是反對派泛政治化病毒「上腦」的犧牲品
美國總統特朗普14日簽署一份行政備忘

錄，授權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審查所謂的
「中國貿易行為」，企圖以過時的國內法為
依據，對貿易夥伴實施制裁措施。這種做法
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和國際法，令貿易
戰風險大增，只會導致兩敗俱傷。特朗普上
任以來，在美國國內推動的政策接連受挫，
在國際上遭遇朝鮮半島局勢等棘手難題，在
這個時候對中美經貿關係發出威脅，帶有明
顯的政治動機。但目前的中美經貿已發展成
為多層次、多維度的成熟關係，任何出於政
治考慮而啟動的貿易戰，都只會造成雙輸局
面，最終將令美方承受更大的損害。

據分析，萊特希澤可能按照美國《1974
年貿易法》發起所謂「301調查」。該項調
查是以過時的美國國內法試圖制裁貿易夥
伴，違背世貿組織的多邊貿易規則。美國在
1995年世貿組織成立後已經很少使用這一
「老掉牙」的調查，因為這項法例不公平、
不公正，亦不符合國際法。中國商務部新聞
發言人昨日明確表示，如果美方不顧事實、
不尊重多邊貿易規則而採取損害雙方經貿關
係的舉動，中方絕不會坐視，必將採取所有
適當措施，堅決捍衛中方合法權益。

今年4月，中美兩國領導人在海湖莊園舉
行歷史性會晤，為兩國經貿關係確定正確方
向，同意擴大中國從美國的進口，而不是減
少中國向美國的出口。雙方並建立了中美全
面經濟對話等四個高級別對話機制，實施中
美合作百日計劃，明確了未來一年經濟合作

的方向。兩國本應沿着這個方向，繼續通過
談判縮小分歧，而非訴諸極端的保護主義舉
措。美方在這個時期出此下策，據分析是與
特朗普在美國國內和國際關係中所遭遇的挫
折等因素有關。對中國發起「301調查」只
是特朗普「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估計將有
長時間的「討價還價」。

但無論如何，將中美經貿關係與其他政治
議題拉上關係，無疑是特朗普的「政治豪
賭」，隨時會對美國自身造成重大傷害。過
去數十年，歷屆美國政府都要求其他國家遵
守全球貿易規則，如果特朗普政府繞開世貿
組織，採取不合時宜的單邊制裁措施，其他
國家亦將可對美國展開合法報復，令國際貿
易秩序無形中瓦解。這不僅無助於解決問
題，還可能傷及美國本國消費者和進出口企
業的利益。貿易保護主義向來是把雙刃劍，
「殺敵一千，自損八百」。針對美國的
「301調查」，中國亦有自己的應對手段。
一旦美國企業因此而不得不放棄不斷增長的
中國市場，特朗普必遭國內商界的反噬。

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
一，而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
過去30多年，中美貿易額增長了200多倍，
去年雙邊貿易額已超過5500億美元。在中
美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下，打
貿易戰沒有贏家，只會雙輸。希望特朗普採
取理性的態度和建設性的措施，與中方進行
溝通協商而不是訴諸威脅，合情合理地解決
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 （相關新聞刊A8版）

以政治考慮開啟貿易戰，美方受損更大

社
評

W
E
N
W
E
I
E
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