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份推動暴亂 掟磚侍應囚34月
官批行為罔顧他人安全 要為整件事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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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旺角暴亂暴動罪成者刑期一覽
姓名

麥子晞

薛達榮

許嘉琪

楊家倫

羅浩彥

連潤發

楊子軒

鄧浩賢

蘇德成

陳柏洋
（「熱血公民」成員）

陳浩文

陳宇基

陳卓軒
(「紅磡人紅磡事」成員 )

*許嘉琪，麥子晞和薛達榮的案件合併一案處理，三人均被控一項暴
動罪。根據法例，參與暴動罪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監禁10年。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年齡

20歲

33歲

23歲

31歲

20歲

26歲

19歲

26歲

28歲

30歲

17歲

20歲

27歲

職業

學生

廚師

港大學生

技術員

運輸工人

工人

運輸工人

侍應

廚師

侍應

兼職侍應

補習老師

廚師

控罪

暴動罪*

暴動罪*

暴動罪

暴動罪、
縱火罪

暴動罪

暴動罪

暴動罪

暴動罪

兩項刑事
損壞罪

襲警罪及
拒捕罪

傷人罪

兩項襲警罪

在公眾地方
作出擾亂秩
序罪

刑期

入獄3年
（排期上訴中）

入獄3年
（排期上訴中）

入獄3年
（排期上訴中）

暴動罪囚4年9
個月，縱火罪囚
4年3個月，兩
罪同期執行。

入獄3年

入獄3年

入教導所

入獄 2 年 10 個
月

兩項控罪合共判
囚4個月

入獄9個月

感化18月

一項襲警罪成，
入獄3個月

入獄21天

犯案時任職侍應的26歲被告鄧浩賢上午由囚車押送到法院聽取
判刑。控罪指，被告2016年2月9日凌晨時分，在旺角山東

街及彌敦道連同其他人參與暴動，鄧在警誡下曾聲稱：「我貪得意
至搖咗幾下路牌同掟咗一次磚，我冇惡意嘅。」而旺暴當晚合共
有29名警員被示威人群用磚頭掟傷。

有警員因而受傷
法官葉佐文判刑時指，事件的參與者人數遠多於在場警務人員的人
數。被告當時位於前線與警方對峙，有片段顯示他於路牌下拾起磚
頭，並向警方掟磚，有警員因而受傷，而他亦承認自己曾搖動路牌。
葉官表示，暴動罪的判刑原則，除了考慮暴力程度及暴動規模，亦

要考慮是否有預謀，有多少人參與。對於經常有律師向法庭求情，稱
要單獨考慮個別人等的行為，他認為是在嘗試淡化暴力行為。
葉官指出，被告所擲的磚頭雖無擊中任何人，他亦無動身毆打警
員，但法庭不能單獨考慮暴動罪犯事者的行為。在參考過往案例，
被告在現場辱罵和威嚇執勤警員，顯示他有份推動暴亂和毆鬥行
為，因此他需要為事件整體負責。

認貪玩犯案 獲減刑半年
被告承認因「貪得意」而罔顧其他人安全，決定以5年為量刑起

點，被告認罪可獲扣減三分之一刑期，再考慮到被告患有專注力失
調及過度活躍症，醫生亦評估他是衝動下犯案。當時，其他參與事
件的人大多戴上帽子或口罩，而被告則沒有戴帽或口罩遮蓋自己的
樣子，顯示他沒有預謀參與犯案，只因貪玩無顧後果掟磚，再額外
減刑6個月，最後判監兩年10個月。
辯方早前在求情時稱，被告認罪是「承擔責任」的表現，又稱被告

只擲了一塊磚頭，與擲十塊磚頭者的量刑應有分別，嚴重性必定較
輕，倘若被告跟他們全部罪責均等，量刑不分責任輕重，或會影響示
威者日後選擇不約束一己行為，或不設法減少其行為所造成的損害。

「只要是暴亂一分子都屬嚴重」
法官昨日重申，任何參與集結者，無論參與程度，只要是暴亂事
件一分子，都屬於嚴重。
辯方續稱，被告難以集中精神及遵循指令，倘若被判監，他在獄
中將比一般囚犯承受更多苦痛。法官反駁，有關報告並無如此解
釋，辯方亦無呈上專家意見證明此說。
葉官在判刑時並引用另外兩宗旺角大衝突的案例，在楊子軒一
案中，達到100人參與事件，更有人於涉案地點生火。楊子軒因
手持玻璃樽、站於起火位置附近，被認為是積極參與者，量刑起
點為3年6個月；在楊家倫一案中，楊家倫於涉案地點縱火燒的
士，同時亦曾向警方掟磚，楊犯案時戴上帽子，案件終以5年為
量刑起點。
案情指，當日凌晨約4時，大批聚集在山東街的人群向設立防線

的警員掟磚，有片段拍攝到被告向警員掟物件。警方受襲後要向彌
敦道後撤，但人群繼續攻擊，示威者超過200人，不足半小時共釀
成29名警員受傷，約為當時60名警力的一半。
被告鄧浩賢承認他事發時是暴亂參與者之一，但他並無憎恨警

察，只是受現場的環境氣氛影響，請求法庭不要將29名警員受傷
的責任全放在他一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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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農曆大年初一晚至年

初二清晨發生旺角暴亂，涉

向警員掟磚的男侍應鄧浩賢

早前承認一項暴動罪，昨在

區域法院被判入獄兩年10個

月。法官在判刑時強調，任何參與集結者，不論參與

程度，只要是一分子都屬於嚴重。被告雖然基於一時

衝動，因「貪玩」而犯案，惟當時的確有警員因掉下

來的磚頭受傷，其行為明顯罔顧他人安全，加上被告

呼籲及鼓動他人參與暴亂，都是推展了毆鬥行為，所

以要為整件事負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葛婷）包括「本土
民主前線」前發言人
梁天琦等5名激進示威
者，涉參與2016年農
曆新年旺角暴亂，被
起訴煽動暴動、參與
暴動、非法集結和襲
警等罪名，案件昨日
在高等法院續審。面
對3項暴動罪的第五被
告林倫慶於警誡下稱
「我見人哋執石頭掟
我又跟住掟」。控方
昨在庭上播放林被捕
後的錄影會面，林指

當晚有人站着圍觀，有人在馬路
上將膠樽和木板掟向警方，而他
也承認自己有份掟。
24歲工人林倫慶兩年前向負責

錄口供的警員表示，2月8日（年
初一 ）晚上他與朋友在旺角逛
街，當晚朗豪坊附近有小販擺
賣，亦有警察巡邏，之後看見小
販、警察站在一起，他即上前看
看發生什麼事。
其後，他隨人群行出亞皆老街，

有人站着圍觀，有人在馬路上「掟
嘢」、「有咩就掟咩」，包括將膠
樽和木板掟向警方防線。

現場拍片認出被告
負責拘捕林倫慶的高級警員邱

樹明出庭供述，旺暴案開審其
間，即今年4月1日，邱向警方錄
取了一份新口供，並在暴亂現場
拍攝的不同片段中認出被告。
邱樹明解釋，他與被告林倫慶

接觸了最少兩天，故認出一名眼

窩深及戴口罩的男子為被告。
邱警員表示，2月9日清晨5時，

他到達旺角山東街一帶，並於早上
7時開始拍攝。案發後，他曾在電
視中看過有關旺角衝突事件的片
段，亦曾看過由警方拍攝的片段。
控方隨即播出2016年3月5日凌

晨邱為被告錄取的會面影帶，被
告在會面中稱，2月8日他打機期
間，網友「阿軒」邀約他到深水
埗逛街，他應邀出席。兩人其後
逛至旺角，被告見有很多人聚集
在朗豪坊，及有小販擺檔。
林說他在該處逗留了一會後，

跟隨人群走到亞皆老街，見到有
交通警員被人包圍，亦有人在馬
路擲樽。他上前隨手拾起雜物向
前擲出。「我行上前面，執起啲
嘢，但唔記得係咩，隨手執嚟
掟，好似係樽，唔記得啦！」

林倫慶：估自己掟了5分鐘
他解釋稱自己當時行為皆因「人

掟我又掟」，強調沒有任何指示和
利益，他估計自己掟了5分鐘，但
沒有掟傷任何人。然後他便到了旺
角山東街戲院，該處也有人聚集掟
樽、磚頭，亦有火種，林說他當時
站在人群中，面向警方防線。
邱樹明當時有問過林倫慶有沒

有戴口罩，林表示忘記了。邱遂
表示見被告身體搖晃，質疑被告
是否適合繼續錄取口供，被告指
感到睏倦。邱遂准許被告休息。
邱昨在庭上表示，錄影完畢

後，警方帶被告到其寓所搜屋，
直至凌晨3時許再返回警署。其
後，被告聘用律師，在第二次錄
影會面時行使緘默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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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非大晒 煽暴亂難逃法網
�&�2

任職侍應的
26 歲 的 鄧 浩
賢，2016 年大

年初二凌晨在旺角暴亂中，涉及向
警員掟磚等行為，去年底承認一項
暴動罪，昨日在區域法院被判入獄
兩年10個月。此案的判決有兩點深
刻意義：第一、自由是有界限的，
只要觸犯法律，就要承擔法律責

任；第二、不能簡單化理解所謂
「以言入罪」，煽動別人攻擊警
察，煽動暴動，即使無參與行動，
一樣難辭其咎。

法官指，鄧浩賢承認案發當日是
「貪得意」和「想嚇下」警察，因
此搖動路牌和擲一塊磚。法官又特
別舉出例子，指鄧就算沒有向警察
擲雜物或參與實際襲擊，但他在現

場作出辱罵和威嚇行為，顯示他有份
推動騷亂，因此要為事件整體負責。

一直以來，反對派將言論自由無
限擴大，以此作為替違法言行開脫
的借口。只要政府、公眾稍有批評
譴責，反對派就反駁是「打壓言論
自由」、「以言入罪」。這次法官
的判詞說明，言論自由絕對有界
限，例如煽動他人攻擊警察，煽動
暴亂，哪怕自己無參與行動，都一
樣難辭其咎。因為言論本身不能割
裂理解，言論一旦對法治、秩序造

成傷害，亦要負上法律責任。
這不禁令人想起近日以「言論自

由」為自己開脫的戴耀廷。戴耀廷
2014年策劃違法「佔中」，煽動年
輕人「違法達義」。近日，他又在
台灣參與「五獨」論壇，鼓吹「港
獨」。戴耀廷能說自己的煽動言論
與「佔中」、「旺暴」毫無關係
嗎？出得來行、遲早要還，參照鄧
浩賢案的判決，戴耀廷應受到什麼
懲處，市民可以作出判斷。

■林暉

■林倫慶承認
自 己 有 份 掟
石。

資料圖片

■掟磚男侍應
鄧浩賢判囚兩
年10個月。

資料圖片
■旺角暴亂時有示威者向警員投擲磚頭。 資料圖片

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昨日在海南博鰲論壇宣佈，自
5月1日起，將滬深港互聯互通的每日額度擴大四
倍。這是對香港的重大利好，顯示國家進一步開
放，帶給香港源源不斷的實際好處且即刻體現。有
關措施將進一步完善內地和香港資本市場互聯互
通，確保6月內地A股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進
程順利，強化香港在內地開放資本市場的重要角
色，鞏固香港國際中心地位。面對機遇，香港要更
快行動，加快金融基建、金融科技發展，提高監管
水平，確保互聯互通暢順運作，在助力國家資本開
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進一步鞏固提升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近年，國家推動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內地
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等措施成功落實，凸顯香港作
為內地市場與國際接軌的橋頭堡角色。此次滬港深
互聯互通額度提升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出乎市
場預期，北水流港將更加洶湧，並吸引全球資金到
港，促進香港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建設，同時人民
幣跨境流動渠道加寬，對香港作為國際上最重要的
離岸人民幣中心發展有積極意義。正如財政司長陳
茂波所指，香港的資本市場將會為內地資本市場面
向全球雙向開放發揮更大作用和作出更大貢獻。

目前，外資北上投資A股的每日額度限制在130
億元人民幣，內地南下投資港股的額度為105億元
人民幣。調整後，北上（滬股通、深股通）的每日
額度將為520億元人民幣，南下港股通的每日額度
為420億元人民幣。雖然互聯互通開通至今，額度
用完的天數尚不多，但今年6月，MSCI新興市場
指數將納入A股，擴大滬、深港通的每日額度，正
是因應境外資金配置A股的需要，以應對外資湧入

的巨大壓力。
互聯互通額度大幅提升，對香港既是機遇，也是

挑戰。首先要確保互聯互通機制的高效暢順運作。
香港金管局為配合MSCI新興市場指數納入A股，
近月已與銀行、證券業界以及香港交易所商討，以
確保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流動性及交收安排達致高效
運作。同時，兩地監管部門要加強合作，強化跨境
資金流動監測和監管協作，加快落實交易監管安
排，切實保障互聯互通機制平穩運行，促進兩地市
場共同繁榮。

根據易綱公佈的中國擴大金融開放的具體措施和
時間表，國家將在今年6月底前落實一系列金融開
放舉措，包括取消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
持股比例限制，內外資一視同仁，允許外國銀行在
內地同時設立分行和子行等。目前內地各部門正抓
緊修改法律法規和相關程序，爭取在幾個月內落實
有關金融開放措施。內地金融進一步開放，對香港
發展意義重大，香港也應加快工作節奏，配合國家
金融開放的步伐，認真制定對接國家開放機遇的戰
略方案。

內地金融開放正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地推
進，不斷帶給香港驚喜和動力。香港是國家的國際
金融中心，是國際上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
心，是內地企業國際上市首選的平台。香港的自由
市場和成熟監管制度，為國家金融開放提供了風險
可控的「試驗田」，理應承擔更多協助國家資本市
場開放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重任。國家大力支持
香港，香港要格外珍惜這種信任和關愛，積極行
動，加快發展，讓香港成為國家金融實力不斷壯大
過程中最可倚重的力量。

國家擴大開放利好即現 把握機遇搞好互聯互通
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前年在立法會會議廳倒插國

旗及區旗，立法會相關調查委員會一致認為，有
足夠理據譴責鄭松泰違反立法會誓言及行為不
檢。身為公職人員，尊重國旗及區旗是最基本的
義務和要求，是不可挑戰的底線，鄭松泰明知故
犯，公然侮辱國旗及區旗，明顯以身試法，違反
誓言，理所當然應受到立法會的譴責並褫奪其議
員資格。但是反對派的態度是包庇護短，以保障
表達自由為由力保鄭松泰，顯示他們根本不尊重
憲制和法律，只講親疏、不問是非。

國旗、區旗是國家和香港的象徵，尊重愛護國
旗、區旗，是每位作為中國公民的香港居民最起
碼的公民義務。鄭松泰參選、當選立法會議員，
必須嚴格遵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法定誓言，他在立法會公開及故意羞辱國
旗區旗的行為，顯然違背法律規定和市民對立法
會議員的期望。

鄭松泰去年已在東區法院被裁定侮辱國旗、區
旗兩罪罪成。主審裁判官引用吳恭劭、利建潤
1998年遊行期間高舉破爛且塗污的國旗及區旗一
案，時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頒下的判詞。
該判詞指出，《國旗及國徽條例》和《區旗及區
徽條例》第7條的禁制條文，旨在保護國旗及區
旗的獨有象徵，以及保護旗幟免受蓄意侮辱。裁
判官又指出，正常、合理的人必定明白，被告倒
插旗幟的行為，必然會損害旗幟的尊嚴；公開及
故意倒插旗幟的行為，已構成以玷污方式侮辱國
旗及區旗。

鄭松泰侮辱國旗、區旗違憲違法，違背公眾期

望，與立法會議員的要求格格不入。如今立法會
專責委員會經過公平公正的調查，一致通過譴責
鄭松泰，指出其在立法會會議廳倒插國旗和區
旗，構成行為不檢及違反誓言。若譴責動議獲得
通過，可令鄭松泰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這彰顯
了立法會作為制定法律的機構、議員作為民意代
表，首先要以身作則，要對議員作出必要的、基
本的約束，對不尊重國家和香港象徵、不尊重國
家憲制秩序的行為，立下不可逾越的紅線，警告
不履行立法會議員最基本義務的人，一定會付出
代價。

按照程序，譴責動議將以議員議案方式提交立
法會，倘得到在席三分二議員支持並通過，鄭松
泰將被褫奪議員資格。目前反對派共有26名議
員，只要反對派議員全部出席有關會議並不支持
動議，譴責難以通過。反對派議員已事先張揚力
保鄭松泰，毛孟靜聲言嚴陣以待、「一個不能
少」，不會令意外發生；又指鄭松泰在會議廳倒
插國旗屬表達自由，不應受到譴責。

天下古今幾多罪惡，假借「自由」之名而行！
反對派議員口口聲聲尊重法治核心價值，都曾信
誓旦旦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戴耀廷鼓吹
「港獨」，反對派咬定是神聖不可冒犯的言論自
由；鄭松泰公然倒插國旗區旗，已經被法庭裁定
罪成，在反對派眼中仍屬表達自由。這僅僅因
為，戴耀廷、鄭松泰都是自己友，鼓吹「港
獨」、侮辱國旗區旗，都無問題。

由此可見，是否支持譴責鄭松泰就是一塊試金
石，可以識破反對派有多尊重法治、是否真誠遵
守成為立法會議員的誓言！

鄭松泰明知故犯應受譴責 議員行為要守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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