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涉嫌棄保潛逃的旺暴三疑犯
李東昇

現年24歲、就讀香港公開大

學的學生李東昇，是「本土

民主前線」成員。中學就讀

元朗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結識同校的梁天

琦。其後，他成為「本民前」創黨成員，並邀

梁天琦加入「本民前」。

2016年7月28日，李東昇「策略性」退出

「本民前」，夥拍「青年新政」梁頌恆出選新

界東選區立法會選舉，並在選舉過後「重新加

入」「本民前」。「本民前」發言人黃台仰當

時稱，李東昇是「本民前」第三把交椅，與

「青年新政」合作加強市民和「本土派」支持

者的信心。

2016年旺角暴亂，李東昇是參與者之一，

並與眾多「本民前」成員同被控以暴動罪和

襲警罪。

黃台仰

現年24歲的黃台仰，為「本

民前」召集人，亦是網絡媒體

平台Channel i創辦人。他是

2016年農曆新年旺角暴亂其中一名領導人，同

年2月21日警方在一寫字樓單位拘捕黃台仰，

並在有關單位內搜出53萬港幣現金、電磁炮、

伸縮警棍、V怪客面具、電池、大麻及上百粒

偉哥等物品。

黃台仰曾以不滿政府「打擊水貨走私不力」為

借口，多次組織各區「光復運動」，號召支持

者「抗爭」 ，結果六度被捕和起訴，包括

2014年11月因非法製造盾牌被捕；2014年

12 月在旺角「鳩嗚」被控「組織非法集

會」；2015年2月於大埔反對成立辱警罪而

被控「阻差辦公」；2015年 2月「光復沙

田」行動中被警方上門拘捕；2015年 2月

「光復屯門」行動跟警方發生衝突被捕，以及

2015年9月「光復上水」行動中被控襲警。

李倩怡

李倩怡因涉嫌參與2016年旺

角暴亂，其後被控兩項暴動

罪及一項襲警罪，准以3,000

元保釋候審，她與其餘10名

被控暴動、襲警和刑毀罪的

男被告原定今年6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科技庭

受審，開審前李倩怡棄保赴台尋求所謂「政治

庇護」，目前下落不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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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旺暴被告疑潛逃
高院頒令拘捕李東昇 梁天琦等6被告禁離港

香港文匯報早前踢爆，黃台仰早前獲准保釋候審期
間到德國出席活動，其後未有根據保釋條件如期

到警署報到及交出旅遊證件，更「音訊全無」，懷疑已
棄保潛逃，滯留在德國或英國。法庭早前按照一貫做
法，向黃發出拘捕令。被告之一梁天琦昨晨在抵達法院
時，被傳媒問到知否黃台仰身在何處、是否外遊等時一
概沒有回應。

梁天琦稱原打算聖誕外遊
在閉門預審時，被控暴動及襲警兩罪的另一被告、
「本民前」成員李東昇遲遲未到庭，即使法官宣佈押後
開庭，其後亦無現身，其代表大律師謝志浩在開庭1個
多小時後離去。
控方在庭外表示，由於黃台仰及李東昇未到庭應訊，
即未有如期歸押，高院已發出拘捕令，並將兩人的案件
與本案其餘被告分開處理。
據悉，黃台仰早前的拘捕令是指他違反保釋條件，即
未有依期交出旅遊證件，與昨日高院所頒拘捕令不同。
包括梁天琦等餘下6名被告的案件將會如期於明年1
月18日開審，預計需時80天。法官准許剩下6名被告
繼續保釋候審，但下令更改他們的保釋條件，即在原有
條件之下，另須於周一（11日）四時前交出旅遊證件，
同時不得離港。
據悉，該案第八被告林倫慶擬申請於特定日子離港，
法庭將於周二（12日）再開庭單獨處理其離境申請。
梁天琦在離開法庭後稱，他原打算在聖誕期間外遊，
現在只得取消行程。當記者問他新增的保釋條件對他有
否影響時，梁天琦反問道：「你無咗個Passport 會唔會
有影響？一定有吧！」
是次旺暴案原本有10名被告，早前獲高院批准分兩

案審理。首案8名被告分別為黃台仰（22歲）、梁天琦
（24歲）、李諾文（20歲、無業）、盧建民（29歲、
無業）、林傲軒（21歲、技術員）、黃家駒（25歲、
售貨員）、李東昇（24歲、學生）及林倫慶（24歲、
工人），共涉及10項控罪，包括煽動暴動、暴動、煽
動非法集結、參與非法集結以及襲警共5類罪行。
控罪指，兩案10被告於2016年2月8日至9日，在旺
角砵蘭街、亞皆老街、山東街及花園街參與非法暴動。
其中，梁天琦被控2項暴動、1項煽惑暴動及1項襲警合
共4罪，是本案涉及最多控罪的被告。黃台仰被控暴
動、煽惑非法集結及煽惑暴動合共3罪。

「美國隊長」涉6罪分開審理
次案涉及另外兩名被告，人稱「美國隊長」的容偉

業（32歲）以及袁智駒（25歲、設計師），二人的案
件將會與首案分開審理。容偉業共涉及6項罪名，包
括3項參與暴動、1項煽動非法集結、1項非法集結及
1項襲警。
根據法例，參與暴動罪一經定罪，可判處監禁10
年；煽動參與暴動罪成可判處監禁7年；非法集結和煽
動非法集結罪一經定罪，可判監禁5年（簡易程序定罪
判監3年及2級罰款，現為5,000元）；襲警罪一旦罪
成，可判監禁6個月及判處罰款5,000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繼「本土民

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後，再有一名涉嫌煽動

旺角暴亂者懷疑棄保潛逃。高等法院昨日就包

括黃台仰、「本土民主前線」另一發言人梁天

琦等8名激進示威者，被控暴動和煽動暴動罪

名一案閉門預審，已「潛水」的黃台仰未見露

面，另一被告李東昇亦未有到庭應訊，懷疑已

棄保潛逃。據悉，高院法官向兩人發出拘捕

令，兩人的案件亦將與本案分開處理，並下令

更改餘下6名被告的保釋條件，即在原有條件

之下，須於周一4時前交出旅遊證件，並不得

離港。

棄保反映自知有罪
陳先生：在旺角街頭

放火、用玻璃瓶和磚頭
等物品攻擊警察，手法
激進和暴力，應該要接

受法律制裁，部分被煽動參與當日
示威的示威者都已經被定罪，但黃
台仰卻棄保潛逃、李東昇拒絕出庭
應訊，等同出賣其他被他們煽動參
與的年輕人。
如果他們認為自己當日行為沒有

做錯，就應該到庭應訊，讓法庭還
他們「清白」，棄保反映他們知道
自己有罪，但又不願負上責任。

潛逃等同再次犯法
黎小姐：即使對政府有不滿，都

不應該違法，黃台仰等人當日涉嫌
煽動其他人以違法手段抗爭，過程

暴力，並非香港社會
可以接受的水平。犯
法被起訴當然要到法
庭應訊，他們現在逃

避審訊，是再一次有法不依，對香
港司法制度構成損害，令司法制度
無法正常運作。

示範逃避懲罰惡例
王小姐：雖對政治議

題不熟悉，但我覺得尊
重法律是必須的。既然
黃台仰等人當初選擇以

暴力及激烈手法作抗爭，就應該明
白最終要受法律的制裁，而既然已
承諾要出庭，為何最終未有現身？
一方面不尊重法庭，另一方面或會
向其他年輕人作逃避法庭、逃避懲
罰的壞例子，我認為不妥。
我亦不贊成用暴力手法作抗爭，畢

竟香港講秩序，守秩序，在任何情況
下，我不贊成以暴力解決問題。

縮頭烏龜不負責任
王先生：我猜測黃

台仰不會回來啦！我
不認同黃台仰、李東
昇等人棄保潛逃的行

為，既然當初在旺角暴亂時做得
出，就要有心理準備承擔後果，無
論審判結果如何，都不能不聲不響
搞失蹤。況且，他們當初涉嫌發起
暴亂，鼓動其他人犯法，自己然後
就做縮頭烏龜，是不負責任的。

我也不贊成用暴力解決問題，無
論歷史或現代，暴力最終受害人均
是市民，不希望香港社會有這種風
氣。若他們真的不喜歡香港，可以
移民去其他地方。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再有一名涉及煽動
旺角暴亂的疑犯涉嫌
棄保潛逃，不少網民

狠批「港獨」頭目煽人去衝，結果人哋要面
對監禁，佢哋自己就輕易借助撐佢哋搞亂香
港嘅外部勢力，同埋唔知邊度得返嚟嘅資金
施施然走佬，仲質疑法院點解會輕易批准呢
種人保釋期間呢度去嗰度去，等佢哋有機會
搵路着草喎！

「 本 民
前」黃台
仰及李東

昇昨日未依期歸押，法庭向兩人發
出拘捕令，並要求餘下6名被告不
得離港。有法律界人士昨日分析，
黃李兩人「走都唔走得耐」，因為
倘任何人在外地如沒有合理解釋、
條件而逾期居留，當地政府都會將
他遣返，而兩人目前僅涉嫌干犯暴
動罪，國際社會同情兩人的機會不
大，倘要申請外國「政治庇護」有
相當難度。

愚蠢走上不歸路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

大律師馬恩國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坦言，根據《逃犯條例》，倘
有人犯了如謀殺、縱火等嚴重罪行，
和香港簽訂了引渡條款的國家才會
作出引渡，但目前李東昇只是涉嫌
違反暴動罪，或未構成嚴重罪行，故
目前的確存在法律漏洞。
不過，他認為李東昇「走都唔走

得耐」，因為倘任何人在外地如沒
有合理解釋、條件而逾期居留，當
地政府都會將他遣返，「因為這些
人無合理逗留條件，而且外國通常
都不會收留這些人，難道外國會希
望這些人在自己地方搞暴亂嗎？」
馬恩國形容，李東昇的行為非常

愚蠢，是走上一條不歸路，「現在
審訊都未開始，坐不坐（牢）都未
知，但他如果棄保就要付出沉重代

價，可能永遠都返不到來，要與香
港家人決裂，說得嚴重一點，父母
去世時都不能送終。」

棄保潛逃屬重罪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執

業大律師、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
芬也指，棄保潛逃是非常嚴重罪
行，「無得返來，而且是罪加一
等。」李東昇等人目前只是涉嫌干
犯暴動罪，要求申請外國庇護是相
當有難度，「雖然他的行為是有政
治目的，但政治價值成疑，而且暴
力方式是全世界都不允許的，外國
也要考慮與中國的關係，所以國際
社會對他同情的機會不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網民閙爆
Amy Chan：點可以俾（畀）黄台仰呢 D
（啲）咁嚴重罪案嘅嫌疑犯保釋架（㗎）？
應該即時收監！

Lee Sonny：仲唔快啲搵人講返句冇成本又可
以玩野（嘢）點解唔做呀……仲唔快啲搞時代
革命？

Wong Si Si：革命尚未成功，大佬已經着草。

Lee Sandy：時代着草革命。

CW Chan：最諷刺嘅係講「無成本，又可以
玩野（嘢），點解唔做」個（嗰）位走咗，
留向（響）度等審嘅人就承受惡果。

Paulina Tang：黑狗得食，白狗入咗冊！有
冇交代大筆現金去向？

資料來源：fb留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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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暴動罪難申外國庇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繼黃台仰懷疑棄保潛逃匿藏
英國後，另一「本民前」頭目李
東昇未有依期歸押，法庭向他們
兩人發出拘捕令。香港各界人士
均指，這顯示他們只憑一股衝動
而違法，現在後悔莫及，年輕人
必須對此有所警惕。他們並強
調，棄保潛逃此風是不可長，任
何人都要承擔自己的法律責任，
倘有悔意日後仍可重新做人，而
法庭日後必須更嚴謹處理保釋申
請，不能再讓同類事件發生。

盧瑞安：逃避刑責前途盡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國

旅行社榮譽董事長盧瑞安昨日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再
有「本民前」成員懷疑棄保潛
逃，反映這些年輕人只是憑一股
衝動而違法。他強調，任何人面
對刑責都是不能逃避，否則只會

前途完全盡毀，「其實他們是逃
不到去什麼地方，去到哪裡都是
會被人找到的。」
他認為，事件反映年輕人應有所

警惕，不要再盲目衝動、被美麗的
謊言鼓動而作任何違法行為，而棄
保潛逃此風實不可長，法庭日後必
須更嚴謹處理保釋申請，不能再讓
同類事件發生。

陳勇：青年人切莫再做炮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

會理事長陳勇指，這些懷疑棄保潛
逃的人都是年輕人，也不是法律專
業人士，明顯是受到部分所謂法律
中人的說話唆擺、利用，現在可能
後悔「被人呃」，值得他們的支持
者看清楚，「當初被人利用了熱
情、激情去破壞法治，但現在就走
得比任何人都要快，早知今日又何
必當初？青年人要好好反思，不要
再做別人炮灰。」

他強調，逃避絕不是合適的做
法，任何人都要承擔自己的法律責
任，倘有悔意，香港法庭也會相對
減刑，日後也可重新做人，「逃避
是有家歸不得，難道他們一世都與
難民一樣？」

何俊賢：私利凌駕公眾利益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則指，

這顯示這些年輕人是將自己利益凌
駕於公眾利益，現在卻後悔自己當
初的如意算盤未能打響，「當初以
為可以靠旺角暴亂撈取政治利益，
以為香港社會是不敢懲罰他們，但
怎知道原來不是這回事，現在後悔
但又不敢面對刑責。」
他認為香港市民在此事上可明白

清楚一點：「『港獨』、極端行為
是沒有出路，只有建制派一直倡議
的溝通才可令香港社會進步，民主
是沒有捷徑的。」大家應要共同支
持「行正路，不要走歪路」。

各界各界：：收緊保釋杜絕後患收緊保釋杜絕後患

煽人暴亂踎監
自己攜金走佬

■本報12月1日獨家報道黃台仰疑棄保匿藏英國。

■網上流傳疑
為李倩怡照片

李東昇李東昇 黃台仰黃台仰

梁天琦梁天琦

■■旺暴被告旺暴被告
梁天琦昨有梁天琦昨有
到庭應訊到庭應訊。。

■■20162016年年22月月88日日
晚至晚至 22 月月 99 日凌日凌
晨晨，，旺角發生暴亂旺角發生暴亂
事件事件，，造成警民多造成警民多
人受傷人受傷，，財物損失財物損失
巨大巨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