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公安條
例》第十八條「非
法集結」，凡3人
或多於3人集結在
一起，作出擾亂秩
序、帶有威嚇性、
侮辱性或挑撥性行
為，意圖導致或相
當可能導致任何人
合理地害怕如此集
結的人，會破壞社
會安寧，即屬犯
法，最高可判監禁
5年。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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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頌恆游蕙禎非法集結罪成
官指不可使用武力闖會議室 議員身份非「護身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青症雙邪」梁頌恆和游蕙

禎，涉嫌於前年11月2日宣誓風波中，聯同3名助理衝擊立法

會會議室。案件經審訊後，九龍城裁判法院昨日裁定5人「參

與非法集結」罪名成立。裁判官指出，梁頌恆和游蕙禎當時仍

未正式完成宣誓，故並非合法議員，保安有權阻止兩人進入會

議廳；就算二人當天仍是立法會議員，若行為涉及刑事罪行，

包括使用過分武力衝擊，都不能豁免刑事罪責，而3名同行助

理也不能藉詞以梁游仍是議員身份做「護身符」，肆意衝擊保

安人員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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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獨」組
織「青年新政」成員梁頌恆及游蕙禎前年連同
3名助理衝擊立法會，昨日被判非法集結罪名
成立。多名立法會議員及法律界人士認同判
決，認為裁決反映不論犯事者自稱擁有什麼身
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絕不可以暴力解決
問題，相信有助於遏止議會中的暴力歪風，撥
亂反正。

馬恩國：特權例不「保障」犯罪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馬恩國認同
是次判決，並指出裁判官裁定，不論當時兩人
是否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行事，在會議廳內觸
犯刑事罪行，就是不可得到豁免。馬恩國提
到，《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只保障議
員在會議上的發言不受刑事及民事追訴，有關
權力不可無限伸延，更不可「保障」犯罪行
為。
對於有人認為法院不應「干預」立法會

的事，馬恩國指出，若有人在立法機關內
犯法，無論是涉及民事法或刑事法，法院
都有管轄權，並不牽涉到司法干預立法的
問題。

邵家輝：嚴阻暴戾荼毒青年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表示，歡迎法庭的裁

決，認為今次法官的理據相當公正。他說，當
日看到有多名保安受傷入院，作為立法會的一
分子，實在感到難過，希望是次判決可將議會
暴力行為撥亂反正。
邵家輝更指出，當日梁、游的衝擊行為相當

暴力，其行為是在散播以暴力解決問題的訊
息，是相當危險的做法，而事發過程全被拍攝
下，電視機旁邊的市民，包括年輕人都看在眼
裡，不排除會引起不良後果，令社會變得暴
戾，故必須嚴正處理。

陳恒鑌：粗暴搗亂必須承責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擁有立法
會議員身份並非可以橫行無忌，反之更需要
對自己嚴厲，謹言慎行，而法例所給予的保
障也只是公務範圍，絕非無任何限制，何況
梁、游二人當時還沒有宣誓，根本沒有其聲
稱的「議員身份」。
他續說，涉事人等當日以粗暴手法欲闖入

會議廳內搗亂，當然要負起所有的法律責
任。

郭偉強：法律制裁無論身份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對兩人被定罪表示

歡迎，指事發當日，梁、游以激烈的手法在眾
人面前做「政治騷」，並自說自話為自己的行
為開脫。今次法庭的裁決，向公眾帶出一個信
息，就是不論犯罪者自稱擁有何種身份，只要
違法就需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他表示，關注下月的判刑能否起到阻嚇作

用，以平息議會暴力化的歪風。

各界認同判決 助遏暴力歪風

5名 被 告 依 次 為 梁 頌 恆 （30歲）、游蕙禎（25歲）、楊禮
康（24歲）、鍾雪瑩（25歲）以及
張子龍（29歲），各被控1項「參
與非法集結」罪及 1項「強行進
入」交替控罪。由於5人被裁定參
與非法集結罪名成立，另外一項企
圖強行進入的交替控罪則不需考
慮。梁游二人不作求情，案件押後
至6月初判刑，並為第三被告楊禮
康索取社會服務令報告，5名被告
獲准以原有條件保釋。

批梁游證供不合邏輯
署理主任裁判官王詩麗昨日宣讀
近一個半小時判詞，裁判官指梁頌
恆及游蕙禎證供多番出現矛盾，不
合理亦不合邏輯，例如聲稱事前無
為再去會議室一事溝通，但閉路電
視片段所見，他們事前必定有討
論，否則不會迅速且巧合地聚首一
堂。
判詞提到，當時他們在會議室側
門擾攘 20 分鐘，不是一段短時
間，沒有選擇離開是有共同目的，
以人數、陣勢及身體壓迫保安，擾
亂秩序導致會議暫停，亦有保安受
傷要送院。
其間有保安聽到梁頌恆高喊「打
我呀」，裁判官認為是挑釁保安，
因為入不到會議室而失控，強調即
使他們當日仍是議員，都不可非法
使用武力強闖會議室。
王官進一步解釋，梁頌恆及游蕙
禎當時是否立法會議員，與他們有
否干犯刑事罪行，兩者並無關連，
若他們行為涉及刑事罪行，就算是
議員身份也不可以此作「護身符」
免除刑責。
案件並非立法會內務事務，首要
是維持會議廳公共秩序及安寧。王
官又指法庭過往都處理過涉及立法
會的刑事案，無損立法會尊嚴，亦
無違反不干預原則。
王詩麗跟着提到3名被告助理，
指3人不能藉詞而肆意衝擊保安人
員的防線。王官舉例，即使戲院職
員錯誤地拒絕一名持有有效戲票的
人士進場觀看電影，該人士亦不能
連同其他人使用過分武力，甚至推
撞、襲擊戲院職員，強行進入戲
院。

主席禁梁游入會議室合法合理
判詞指出，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當

天下達命令禁止梁游進入會議室，
命令合法合理，保安不讓二人進入
是盡忠職守。事實上梁頌恆和游蕙
禎當時仍未正式完成宣誓，故並非
合法議員，亦不應以此作為「護身
符」作出違法行為，很明顯當天各
人是使用了過分武力。
梁頌恆在法院外回應傳媒，稱唯

一後悔的是「我應該鎖我啲助理喺
間房度」，並笑言「不過可能告我
非法禁錮」。被問及會否擔心被判
坐監，梁回應「是福不是禍，是禍
躲不過」。梁游二人表示案件仍有
很多法律爭議「未解決」，會考慮
上訴。
控罪指，梁游和 3 名助理 2016

年 11 月 2 日在立法會綜合大樓 2
樓立法會 1號會議室外，連同他
人參與非法集結，即集結在一起
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
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的行
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
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
破壞社會安寧。另外，5人被控於
同日連同他人企圖以暴力方式進
入1號會議室。

衝擊致多名保安受傷送院
案情指 2016 年 11 月 2日立法會

在會議廳進行會議，立法會主席在
2016年 10月 25日以書面宣告押後
為第一和第二被告監誓，他們不得
參與11月2日的會議。5名被告與
其他助理共十多人於11月2日下午
到達會議室側門，並衝向保安人員
的防線。其中，梁頌恆當時手抓側
門門楣，企圖跳高跨越保安防線，
又大聲說「打我呀」；游蕙禎衝前
用手推開保安人員；楊禮康用身體
壓前衝擊保安人員防線，並叫喊
「一二、一二」；鍾雪瑩擊打保安
人員的手，又扶着側門門框嘗試借
力把身體向前推壓向保安人員，還
大罵保安人員；張子龍則用粗言穢
語辱罵保安人員，用身體壓向保
安。事件導致多名保安人員受傷，
更有保安人員在混亂中暈倒，部分
保安事後須送往瑪麗醫院接受檢
查。

■梁頌恆當日用不文手勢，指着保安並大叫「打我呀！」 資料圖片

■梁頌恆 ■游蕙禎 ■楊禮康 ■張子龍 ■鍾雪瑩

四川省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在成都舉行川
港高層會晤暨川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確立新
合作機制，就11個領域合作達成共識，為川港多
元化合作設立平台。川港合作成果豐碩，香港大
力支持四川災後重建，輸入香港具國際水準的專
業管理經驗，令川港合作從經貿擴大為社會管
理，是香港與內地合作的成功新嘗試。在新時代
香港與內地合作中，需要繼續堅持「一國兩制」
方針，需要充分尊重特區政府意見，需要注重增
進香港市民福祉，並且按市場化機制、規則和國
際化標準推進。按照這四個要點，相信香港會發
揮「能辦事」的優勢和精神，配合國家所需，全
面提升與內地合作，拓展發展的新空間。

特首林鄭月娥此次率百人代表團赴四川，既展示
川港合作成果，亦開啟合作新起點。川港合作的重
大成果，包括特區政府與香港賽馬會合共出資100
億港元、援建190個項目。林鄭月娥透露，香港並
沒有選擇簡單的「寫支票」捐錢援助或「交鑰匙」
方式，而是選擇從設計、招標和監督全程參與，輸
入香港的經驗和模式，過程雖難，但堅持完成，展
現了香港「能辦事」的精神。

此次會議是川港雙方合作的新起點。一是新建
合作機制，將行之有效的粵港聯席會議機制，運
用到川港合作上；二是開拓新平台，香港在傳統
的粵港、京港、滬港、深港等合作平台之外，又
有粵港澳大灣區、川港合作等眾多平台；三是走
向多層次，川港合作的11個領域，包括「一帶一
路」建設、創業創新發展及民心相通的便港政

策、青年交流、藝術交流等，給港人在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中展示所長的寬廣領域；四是港人主動
參與國家戰略，此次中聯辦支持的香港各界扶貧
促進會，投資1億元人民幣在四川巴中南江縣建
立精準扶貧基地，香港出錢出智，推進產業扶
貧、教育扶貧和醫療扶貧，協助國家扶貧攻堅，
展示港人共擔國家責任。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川港合
作交流會上分享了中央領導有關內地與港澳交流合
作的四點指示精神：第一，要始終堅持「一國兩
制」方針作為處理涉港澳事務的大前提；第二，要
互相尊重，換位思考，特別是要充分尊重特區政府
的意見；第三，要更加注重改善民生，特別是讓廣
大民眾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第四，要按市場化機
制、規則和國際化標準推進港澳與內地的合作項
目。這是中央從全局高度和宏觀角度，對內地與港
澳合作作出的高瞻遠矚的要求，有很強的現實針對
性和指導性，顯示中央對香港一如既往的關愛和支
持。如何在堅持「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將維護
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
結合起來；如何更加重視港人感受和獲得感；如何
按照市場機制和國際化標準，切實推進兩地合作，
這是未來的努力方向。

香港與內地合作空間廣闊，內地有巨大的市場
潛力和機遇，香港有傳統優勢和值得借鑒的經
驗，中央明確支持香港與內地合作，香港更應珍
惜機遇，順勢而為，用好新機制，多平台多層次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推進香港與內地合作 四個要點應該把握
「青年新政」的梁頌恆和游蕙禎以及3名助理

前年闖入立法會會議室，被裁定參與非法集結罪
成，獲准保釋至6月4日判刑。裁判官王詩麗裁
決時表示，梁頌恆及游蕙禎案發當日是否立法會
議員，與他們有無干犯刑事罪行無關，立法會議
員不能以議員身份，獲得豁免刑事罪責。判決再
次彰顯「無人能凌駕法律之上」的法治精神，清
晰表明立法會不是法外之地，議員干犯刑事罪
行，一樣要受到法律制裁；判決也是對「違法達
義」的當頭棒喝，發揮明辨是非、以儆效尤的阻
嚇之效。彰顯法治精神的判決讓市民尤其是年輕
人引以為戒，勿再受某些似是而非的謬論誤導，
切莫以身試法，賠上個人前途。

反對派近年將立法會作為狙擊政府施政的政
治舞台，他們自視享有「絕對的言論自由及辯
論自由」，擁有不受法律約束的「免死金
牌」，有恃無恐地在議會內衝擊主席台、搶官
員文件、妨礙保安執行主席命令，違法暴力變
本加厲。近日許智峯公然搶政府人員手機，反
對派還反誣政府。立法會本來是制定法律的機
構，反對派議員無法無天、知法犯法，造成極
其惡劣的社會示範效應，衝擊本港尊重法治的
核心價值。

香港是法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
必依，違法必究，這是最基本的法治原則。本
案判處梁頌恆及游蕙禎罪成，就是向社會傳遞
提振法治權威的強烈信息。法官指出，議員身
份與本案無關，保安有權維持立法會秩序，5人

不能以議員及助理身份當作護身符，作出違法
行為，以過分武力強行進入會議室，又指法庭
過往都處理過有關立法會的刑事案，並不損害
立法會尊嚴，無違反不干預原則。

雖然，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的發言及行為，
受基本法和《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保障，
議員享有特權及豁免權。但是，若議員在立法
會範圍內的行為涉及違法行為，法庭就可以依
法處置。梁頌恆、游蕙禎等人案發當日的行
為，顯然並非為了表達意見，而是挑戰立法會
主席禁止他們進入議會的命令，更使用暴力令
保安人員受傷，已經逾越法律的底線。此次法
庭的判決，是明確警告慣用暴力表達意見的反
對派議員：議員並非「大晒」。梁頌恆、游蕙
禎的罪成，就是前車之鑒。議員如果視法律如
無物，為所欲為，最終要承擔法律後果。

近年違法「佔中」的始作俑者戴耀廷大肆鼓
吹「違法達義」、「 公民抗命」的謬論，煽動
激進的年輕人衝擊政府、挑戰法治，導致違法
「佔中」、旺暴等惡性暴力事件發生，令香港
的法治、社會穩定遭受前所未見的破壞。「佔
中」、旺暴的違法者陸續受到法律的制裁，但
戴耀廷等搞手至今逍遙法外。如今，法庭認為
立法會議員的身份也不能成為違法的護身符，
所謂的「有識之士」、「法律學者」，難道真
的享受不受法律約束的特權？法律真的對其無
可奈何？相信司法機關定會捍衛本港法治的公
平公正公義。

議員身份非護身符 「違法達義」必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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