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草：次被告「想將我殺埋」

馮敬恩申覆核陳文敏任命被拒
港大否決陳任副校 法院：屬大學內部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港大校委會2015年9月否決任命法律學院

教授陳文敏出任副校長，時任學生會會長的馮敬恩和外務副會長李峰琦提

出司法覆核，要求法庭頒發聲明，裁定校委會的決定違反基本法和「程序

不恰當」，未有「履行捍衛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的責任」。高等法院在

2016年12月開庭處理是否受理官司，事隔16個月，高等法院昨頒下判

詞，拒絕批出司法覆核的申請許可，並強調任命陳文敏與否是大學內部事

務，不屬於可以司法覆核的公共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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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工廈Dan6前年3月發生的
石棺藏屍案昨繼續審訊，特赦證
人「小草」何菱瑜接受代表首被
告曾祥欣「阿T」的大律師盤問，
辯方庭上讀出「小草」部分錄影
會面的謄本，透露「小草」向警
員指在台灣逗留期間，次被告劉
錫豪「想將我殺埋」，口供紙又
指第三被告張善恒曾表示要打劫
死者「阿J」，其後又稱「不如殺

埋阿J，有3,000萬（美金）」。
代表首被告曾祥欣「阿T」的大律師

昨甫盤問「小草」即稱，「阿J」已承
認阻止合法埋葬屍體一罪，所以其盤
問方向只會關注死者張萬里「阿J」之
死的前因後果。又指「阿T」承認有購
買哥羅芳及向「阿J」注射酒精。
至於所謂的「THERE」組織開會期
間，「阿T」曾向大家講笑謂「阿J個
頭 3,000 萬美金，我個頭 5,000 萬美
金」，並叫眾人殺了他然後拿5,000萬
美金。
辯方問「小草」聽到「阿T」個頭值

5,000萬難道不認為是笑話嗎？「小
草」指只記得前者，稱「如果就咁聽
係笑話，但當隔籬唔止一個人附和就
會有懷疑」，又指當時次被告劉錫豪
「阿豪」有附和，並「覺得阿豪唔會
呃我」。

與首被告同睡沒性關係
辯方指「阿T」每月給予小草8,000

元，又供她衣食住行，即使兩人同睡
在閣樓一張床，但兩人從沒發生任何
性關係，小草同意。
辯方又指「阿T」每月額外給予她

7,000元家用，「小草」否認。辯方問
「小草」是否同意「阿T」很喜歡有一
班朋友跟隨他，並以金錢去維繫友誼，
「小草」謂「我唔清楚佢嘅諗法。」
辯方又指所謂的「THERE」開會，

只是一班年輕人在聚會飲酒、吹水、
傾偈等，「小草」同意。而聚會上即
使有人討論會做什麼，但根本沒人付
諸實行。「小草」回應：「阿T有同我
講佢有做，但我唔知係咪。」又指

「我一開始嘅時候，我信，但去到後
面先覺得佢講大話。」
辯方指「小草」向警方指，三名被
告在案發3月4日下午曾經討論「點解
會死咗人」，而「阿T」當時曾提及
「乜咁搞」，「小草」同意。辯方讀
出「小草」部分錄影會面的謄本，透
露「小草」向警員指，當他們在台灣
逗留期間，「阿T」告訴她「阿豪（次
被告）想賣咗我」，以及「阿豪同另
一個台灣人想賣咗我」，警員追問
「賣咗我」是什麼意思，「小草」當
時指「（阿豪）係想將我殺埋。」
辯方又指，「阿T」曾向「小草」指

「佢哋整死咗阿J」，「小草」同意並
指她當時覺得他們三人均有份殺死
「阿J」。辯方又問及警方為「小草」
錄影會面片段的經過，指當「小草」
在閣樓聽到下層有「×你老母」爭吵
聲直至有人被揞着口發出聲音，歷時
長達1分鐘至兩分鐘，而當時「阿T」
正在閣樓，「小草」同意。
另外「小草」確認曾向警方指，

「阿T」向她透露殺人計劃是第三被告
提出，他們曾討論只打算行劫。辯方
指「小草」庭上供稱首被告「阿T」事
發後仍「笑笑口」講述搬屍入廁所的
情況，而她卻向警方指三被告在案發
後感到驚惶和不知所措，問她到底三
被告在案發後有何反應，「小草」回
應「我好肯定佢哋畀我嘅感覺係唔知
點算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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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人事資源副校長的職位已懸空多
年，2014年12月，負責遴選副校長的

委員會在全球招聘後，決定推薦時任香港大
學法律學院院長的陳文敏為該職位的唯一人
選。

陳文敏涉包庇戴耀廷收黑金
不過，陳文敏一直被批評在違法「佔
中」期間，縱容身為港大法律系副教授的
「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包括爆出戴耀
廷經由不明來歷的匿名捐款人得到合共145
萬元，其中陳文敏代表法律學院收取了戴
耀廷轉交的30萬元捐款，部分用作支援所
謂「和平佔中商討日」、「全民投票」及
相關研究。
港大校委會在調查後批評戴耀廷拒絕披露
捐款人身份，表現未達期望，在使用捐款時
更有利益衝突的問題，同時未有確保依照捐
款人意願，做法有違指引。
陳文敏等則在接收捐款時未有核實捐款人
身份，表現未達期望的標準，並押後討論副
校長任命問題。

馮敬恩李峰琦暴力衝校委罪成
其後，由反對派政黨的所謂「港大關注
組」，發動示威者圍堵港大校委會，馮敬
恩及李峰琦等更因暴力衝擊而罪成。其
後，陳文敏的任命被校委會否決。
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直

指，否決任命陳文敏為副校長是因為對方
的能力和學歷未達標。馮敬恩及李峰琦就
此提出司法覆核申請。
法官昨日在判詞中指，香港大學已在
2016年5月31日委任區潔芳教授出任副校
長（學術及人力資源），該職位最少有3年
時間至2019年不會懸空，港大校委會在短
時間內亦不會再重新考慮是否委任陳文敏或
其他人出任該職位。
他續說，兩名申請人馮敬恩和李峰琦在

2016年12月本案聆訊之時，均無要求推翻
區潔芳的委任，令是宗司法覆核申請無法達
至任何有用之目的，僅流於學術討論，故法
庭毋須進一步聆訊，因而拒絕受理，兩人毋
須支付訟費。

就申請人一方引用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條
「各類院校均可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
由」，稱港大校委會有責任保障港大的自主
和學術自由，要求批准就該學術性討論進行
司法覆核。法官反駁，基本法是賦予院校一
項權利，若院校的自主和學術自由受侵犯，
院校可直接向法庭提出，而非施加一項責任
給院校。

法庭不會作政治考量
法官重申，法庭只能是處理法律及按照法

例判決，這次人事任命或有牽涉政治範圍，
但這非法庭應該考慮，法庭從來不會也不應
作政治考量。

至於校委會反對覆核的理據之一，指任命
陳文敏是大學內部事務，不屬於可以司法覆
核的公共法問題。法官對此未有定奪，指鑑
於覆核流於學術討論，現階段沒必要亦不適
宜判斷否決陳文敏是否可受司法覆核。
法官強調，申請人亦承認未必所有港大教

職員的委任都可被司法覆核，法庭因此要按
個別個案判決，即使今次批准，也不會對其
他委任帶來廣泛性指引，法庭亦看不到有大
量類似的案件存在，因此拒絕批出有關司法
覆核的申請許可。

李峰琦無資格提覆核
法官並裁定申請人李峰琦並無足夠資格提

請覆核，因為港大校委會否決委任陳文敏做
副校長的決定，受較大和直接影響的人顯然
是陳文敏，挑戰該決定的人應是陳文敏，李
未能證明否決陳文敏的決定與他的本科生身
份有重大關係，或證明決定如何實際地損害
他的利益。但法官對馮敬恩的資格不作定
論。
判詞又指，校委會一方質疑沒有證據顯

示，時任校委的馮曾就委任問題向校委會
投訴，他現在直接申請司法覆核乃濫用程
序。但法官指校委會內容須保密，馮可能
無法自由交代他在校委會做過什麼，因此
現階段不肯定校委會一方的質疑是否成
立。

▶港大學生馮敬恩
及李峰琦早前暴力
衝擊校委會。

資料圖片

▲陳文敏早前遭
港大否決任副
校。 資料圖片

■「小草」何菱瑜：次被告「想將我殺
埋」。 星島日報圖片

「本土民主前線」
前發言人梁天琦等 5
人，涉參與2016年年
初一至初二的旺角暴
亂，被起訴煽惑暴動及

參與暴動等罪名，案件昨在高院續審。代表第五
被告林倫慶的大律師聲稱，林被捕後曾進行多次
錄影會面，惟首次會面時因回答未令警方滿意而
腰斬，負責盤問的警員亦未有交出有關記錄。不
過，負責保管證物的警員周健邦則否認此說法。
林倫慶於2016年3月4日被捕後，先後押往青
山和屯門警署進行錄影會面。參與拘捕、負責保
管證物的警員周健邦昨出庭作供。林倫慶的代表
大律師聲稱，記錄顯示周在警署提取了共4套光
碟進行錄影，惟現時只有兩套光碟，另外兩套
「不知所終」。
周解釋，每次錄影只須一套光碟，但為防出現

故障，每次會提取兩套光碟。在林倫慶的兩次會
面中，他共提取了4套光碟，由於沒發生故障，
故只用了兩套。至於其餘兩套未用光碟，警方並
沒有指引須歸還，他亦沒考究背後原因，亦不知
其餘兩套未用光碟的最終去向，但一般而言都會
放在行動背囊或房間。
辯方再質疑稱，第五被告在3月5日凌晨進行
首次錄影會面之前，警方已做了另一次會面，但
因林回答問題時令警方「不滿意」，所以「腰
斬」會面，而發問的警員沒有把該次的光碟交給
周。其後，林從青山警署轉往屯門警署途中，有
警員在警車上「威嚇」林，迫他承認指控和按警
方教導作供。周不同意辯方說法。
案件下周一（16日）續審。控方透露舉證接
近尾聲，下周一傳召最後一名控方證人予辯方盤
問後，會讀出部分控辯雙方同意的案情，控方案
情舉證便會完結。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前
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涉
嫌在去年4月在立法會示威區襲
擊「珍惜群組」一名成員，他早
前被警方「預約拘捕」控以一項
普通襲擊罪，梁昨在東區裁判法
院否認控罪，裁判官將案押後至
下月14日預審。
梁國雄昨日上午在無律師代表

下到庭應訊。他被控於去年4月
12日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外示威區
襲擊男子劉必泉。庭上，他稱剛
收到控方文件，暫時未決定是否
需要聘請律師，又聲言會考慮找
辯方證人作證。控方則表示可在4
星期後安排預審。
案發當日，「珍惜群組」成員到立法會門外請願，要求

立即停止4名非建制派議員的職務。成員其後與同場的社
會民主連線及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成員發生罵戰，而時
任立法會議員的梁國雄被指向一名「珍惜群組」成員踢腳
襲擊後，迅速離開返回立法會內。遇襲的「珍惜群組」成
員其後報警求助，及至本月4日梁到中區警署接受警方
「預約拘捕」及准予1,000元保釋。

涉襲擊示威者「長毛」拒認罪

■視頻可見「長毛」
懷疑踢阿伯。視頻截圖

屯門兩女疑遭同一色狼非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觀塘
麗港公園疑現「迷暈」拐子佬。網上
近日瘋傳一則懷疑企圖拐帶兒子訊
息，指上周三（4日）一名4歲男童險
遭一名年約70多歲的老伯拐走。母親
當時大叫兒子名字，但兒子卻顯得神
情呆滯迷惘，疑遭「迷暈」。男童母
親事後就事件報警備案，再揭上月中
同一公園亦發生另一宗同類事件。觀
塘警區重案組多名探員昨晚曾到案發
公園視察，並向街坊查問情況。康文
署亦已派員加強巡視。
新世紀論壇麗港城區社區發展主任

張洛淋證實曾接觸該名母親，獲悉其
兒子平時不會亂跟陌生人離開，又在
事發時感到小朋友似被人「迷暈」，
神情呆滯，回家後一段時間才回復正
常，因而認為事態嚴重，最後決定報
警備案及公開事件。
張洛淋指，事件經公開論壇轉發

後，亦有一名母親向她表示有同樣經
歷，指在3月20日於同一公園，當時
有一位無門牙、戴喼帽、穿黑衫、孭
斜孭袋的老伯，主動與其僅歲半兒子
玩耍。

事主促警增人手巡邏
其間，老伯突將男童抱起企圖離

開，雖即時被該名母親截停，但有人

仍辯稱「識佢爺爺嫲嫲」，女事主即
時警告「你再唔走，我報警」，對方
始離開。張洛淋指警方會跟進事件，
她亦已去信康文署要求在公園內外加
裝閉路電視，並促請加派人手巡邏。
警方發言人回覆指，觀塘警署在本

月5日接獲一名姓何（34歲）女子備
案，指在本月4日下午約6時在觀塘偉
發道一公園與其4歲兒子失散，約1分
鐘後見一名年約70歲男子與兒子在一
起，該名男子稱懷疑男童與家人失
散，故欲帶他往男童所住大廈，報案
人接回兒子後該男子便離去。
由於擔心事件可能有可疑，報案人

遂向警方備案。警方經了解後未發現
事件涉及刑事成分，案件列作「雜項
事件」。警方呼籲市民，如發現任何
可疑人士，請立即致電999與警方聯
絡。
昨日下午6時許，多名隸屬觀塘警

區重案組的探員到達麗港公園視察環
境，又向多名街坊查問情況。消息
指，警方亦正嘗試聯絡另一宗案件的
事主了解詳情。
康文署發言人則表示，署方在得悉

有關轄下麗港公園發生懷疑拐帶小孩
事件後，已即時派員加強巡視，並呼
籲市民如在公園發現任何可疑人等，
應立即報警及通知場地職員。

網傳觀塘現拐子伯「迷暈」4歲童圖帶走

■警員在友愛路一帶向居民作問卷調
查以收集破案線索。

■大批警員昨晚奉召在友愛路一帶加強
巡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屯
門友愛路及在一輛開往屯門碼頭的輕
鐵內，前日凌晨和早上分別發生非禮
案，兩名分別 18歲及 26 歲的女事
主，疑遭同一名色狼非禮，警方十分
重視案件，已交由屯門警區重案組跟
進，並在昨晚派出大批警員到友愛邨
及附近輕鐵站一帶向居民作問卷調
查，以及派發傳單呼籲居民提高警
覺。
根據兩名女事主提供的線索，警方
不排除涉案色狼是一名年約30至35歲
的本地男子，其身高約1.7米、中等身
材、蓄短髮、戴眼鏡，案發時身穿黑
色外套、藍色長袖恤衫及黑色長褲。
案情透露，前日凌晨3時30分左

右，一名18歲少女獨經友愛邨愛義樓
對開友愛路，突遭一名本地男子從後

靠近以手掩嘴及非禮，事主拼命掙扎
及呼救，色狼其後向輕鐵友愛站方向
逃去。女事主回家至傍晚5時許報警
求助。另在昨日早上7時30分左右，
另有一名26歲女子報稱在一輛由輕鐵
兆康站開往屯門碼頭的輕鐵內，突被
一名站身邊的男子伸手觸摸大腿非
禮，事主受驚呼救，色狼隨即在輕鐵
何福堂站落車逃去無蹤。
警方事後經綜合調查，不排除兩宗

非禮案件為同一名色狼所為，遂將兩
案交由屯門警區重案組第二隊跟進。
昨日晚上10時許，大批警員奉召到

屯門友愛邨附近及輕鐵站一帶向居民
作問卷調查，以及派發傳單呼籲居民
提高警覺。
警方呼籲市民如有任何資料提供，

可致電3661 5746與調查人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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