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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爆料博出名 吳文遠罪成
披露廉署受查人身份 官批行為不涉重大公眾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社民連主席吳文遠2016年透過傳媒及社交媒體，披露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

長馮程淑儀是廉政公署（廉署）受調查人身份，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被廉署控以三項披露受調查人

身份等資料罪，他昨在東區法院被裁定全部罪名成立。裁判官指被告犯案為提升知名度，亦打草驚蛇，不

認為他披露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又認為被告毫無悔意，可判監4個月，惟待索社會服務令報告，還柙至本

月28日量刑。

裁判官鄭念慈昨在庭上指，辯方提及事件
若涉及「重大公眾利益」便可構成合理

辯解，鄭官稱廉署人員已三度提醒被告不要
披露受調查人身份，但被告仍向傳媒或在社
交媒體透露廉署已立案調查馮程淑儀，又表
示自己正在廉署錄取口供，更在facebook留下
「早幾日有成千個人提醒小弟話我知名度
低，係時候自己推下自己個page」等，鄭官
認為被告披露的事不涉公眾利益，而是提高
自己的知名度。

砌詞「忘記」說法錯漏百出
至於被告自辯時稱「忘記」有廉署人員提醒

他不要披露受調查人身份一事，鄭官指廉署人
員已將《防止賄賂條例》不可披露受調查人身
份等資料列入口供，被告亦簽署確認。可見被

告的說法不盡不實，是在沒有合理辯解下披露
受調查人身份，裁定他全部罪名成立。

官：依案例應判囚4個月
鄭官續指被告毫無悔意，根據案例理應判

入獄4個月，但接受辯方提議「孤且」提取社
服令報告才量刑，惟即使報告內容正面，也
不一定接納報告建議，強調會考慮所有判刑
可能。
辯方求情時表示，被告犯案時沒有案底，犯

案只為令公眾繼續關注社會議題，不涉私人恩
怨，亦無個人金錢得益，僅能幫助他的政治工
作。又稱若吳被判監3個月，未來5年便不能
參加立法會補選，影響吳的政治生涯，望能判
社會服務令或緩刑。
裁判官則反問辯方「我應唔應該考慮呢樣

嘢？」又問辯方這是否是一個適當的減刑因
素。
鄭官早前曾引用案例與代表吳的大律師石書

銘討論，指案例中被告當時為私人恩怨而披露
女上司被廉署調查，被告獲上司原諒，仍被判
監4個月，上訴後改判監3個月，裁判官指被
告因私人恩怨而被判監，而吳為提升自己知名
度而犯案，影響馮程淑儀的聲譽，「除非你有
馮程淑儀的求情。」
庭上早前證供顯示，吳在前年4月2日到廉
署投訴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廉署
同月5日通知吳會立案調查該案，又邀請吳到
廉署會面，當時廉署人員三度提醒吳不要向公
眾披露案件細節及安排。然在同月5日至7日
期間，多間媒體已有相關新聞報道。由4月5
日至5月24日期間，吳亦在facebook、Insta-
gram等發佈錄取口供當日的自拍照。
吳自辯時稱發佈時記不起有廉署人員提醒及警

告他不要披露受調查人身份及案件細節，又稱就
算當時記得，但為了公眾利益仍會作出披露，
他否認是為提高知名度而犯案。
現年41歲的吳文遠，昨離開法庭進入囚室前

大叫「絕對唔認同係事實裁決」。
據悉，這是吳首次被還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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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男友殺空姐囚終身 官批無悔意
港龍空姐陳曼儀2013年在家被

殺，遭藏屍衣櫃，前男友莫俊賢經
審訊後被裁定謀殺罪成立，辯方昨
在高等法院求情指被告由始至終無
否認殺人，亦對自己行為真誠地感
到後悔和抱歉，惟法官指被告雖有
辯護的自由，但他選擇審訊，其實
是同時在審訊死者，法官認為被告
毫無悔意，依例判處終身監禁，並
就其盜竊罪及企圖盜竊罪判監9個

月，同時執行。
辯方大律師柏偉利指，被告在開審

首日已承認殺人，又指兩名相戀的年輕
人本有大好前程，卻因一人犯錯而導致
另一人失去生命，事情已無可挽回。被
告不但對死者抱歉，亦愧對死者和自己
的父母、家人、親友及自己在內地的情
人，而他在內地的兩歲半兒子，亦要在

無父親陪伴下長大。

批被告為自保謊話連篇
法官邱智立判刑時批評被告為了自

保，編出連串謊話，更令死者的私隱
被呈堂公審。邱官認為被告因嫉妒和
佔據慾強，毫無悔意，法庭難以相信
他殺人後，仍可如此鎮定地偷去死者
的財物。
案情透露，31歲被告莫俊賢於2013

年12月4日，在荃灣荃威花園一單位
內謀殺26歲港龍空姐陳曼儀。他事後
盜去死者的銀行提款卡提款不果，變
賣死者手機獲利1,200元。
控方於裁決後透露，被告在案發前3

個月曾因金錢糾紛襲擊和恐嚇死者，
被法庭下令以1,000元自簽守行為12個
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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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界：判刑可遏反對派歪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常以執法機構是否調查某人作政治炒作，
法庭昨日就裁定社民連主席吳文遠3項披
露廉署受調查人員身份罪名成立。有法律
界及立法會議員認為，判刑有助鞏固外界
對廉署的尊重，對時常聲稱掌握廉署內部
資料並不斷向傳媒披露的人，有警戒作
用，有助遏止歪風。

張國鈞：須尊重廉署架構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副主席、執業律師
張國鈞表示，吳文遠觸犯的「披露受調查人
身份」罪行，嚴重破壞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
良好廉政制度。事實上，有關行為不但阻礙
廉署的保密調查工作，更對受查人士造成不
公和損害。他期望之後的判刑有助將歪風
撥亂反正，避免有人時常借廉政公署之
名，透露「似是而非」的資料，以達到某
些政治目的，並讓公眾知道須尊重廉政公

署的架構，不能任意破壞廉署的工作。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馬恩國

指出，吳文遠在作出投訴時，廉政公署調
查員已三次向他提醒，不能披露被調查人
的身份，故吳文遠絕對知道自己所做的行
為有什麼法律後果。他又說，吳文遠作為
社民連主席，而社民連屬「反建制、反政
府」的政黨，而吳文遠又想參選議員，其
行為令人相信是想藉此增加知名度。

馬恩國更指出，吳投訴的人士為公職人
員，透露其身份，將引起負面的影響，造
成不公平的情況，也直接對政府造成很大
傷害。馬恩國表示，除了吳文遠外，民主
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經常企圖披露廉政公
署調查的內容，今次案例相信會對他敲響
警鐘。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中國人

民大學法學博士傅健慈表示，吳文遠明知
故犯，這種違法的行為，嚴重損害調查的
效率，也違反公義及造成公眾利益受損，
故同意法庭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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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惹官非，前年立法會選舉投票
日，他向時任特首梁振英掟臭魚
三文治，卻誤中梁身後的探員，
他事後被裁定普通襲擊罪成，去
年判囚3個星期，但准保釋等候
上訴。至於今次被廉署控以三項
披露受調查人身份等資料罪，根
據《防止賄賂條例》第三十條訂
明，任何人若無合法權限或合理
辯解，向公眾披露正在受廉署調
查人士的身份或調查細節，一經
定罪可判罰款 2萬元及監禁 1
年。
條例亦列明，若涉及任何廉署

人員的不合法活動、濫用權力、
嚴重疏於職守或其他嚴重不當行
為；或顯示對香港公共秩序安全
或公眾健康安全構成的嚴重威
脅，上述兩者均屬合理辯解而可
獲豁免。
據廉署提供的資料顯示，過去

5年共有10人因違反《防止賄賂
條例》第三十條而被廉署控以披
露受調查人身份罪，當中4人被
定罪，4人被判無罪，另外兩人

的案件仍處審理階段。至於4名被定罪者
中，兩人被判社會服務令，兩人仍等待判
刑。
此外資料顯示，過往同類案件多是判服

務令或罰款，但亦有一宗判監，該案被告
李任生是醫管局設計經理，因不滿女上司
而向廉署投訴，並指使女同事向傳媒披露
女上司被廉署調查，李最終在2006年被
判監4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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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遠披露受調查人身份資
料罪成，還柙候懲。 資料圖片

三度拆彈「熟手」20小時搞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蕭景
源）灣仔港鐵沙
中線地盤前日在
4個月內第三度
發現戰時炸彈，
警方爆炸品處理
課花約20小時進
行處理，至昨午
順利完成拆彈程
序。
前日下午4時

許地盤內掘出戰
時炸彈後，警方
爆炸品處理課人
員通宵在場進行
拆彈程序。昨晨9時許，人員成功將炸
彈從泥土中挖出及堆砌沙包後，再用數
小時由炸彈外殼鑽洞及燃燒彈內炸藥；
至昨午12時許，人員順利完成整個拆
彈工序，由工程人員將炸彈殼吊起置於
貨車運走。
警方逐步解封後，昨午2時天星小輪
恢復來往尖沙咀至灣仔的渡輪服務、港
灣道體育館亦重開；但受事件影響，封
鎖區內範圍食肆損失早餐及午市生意
額，另封路亦引致交通嚴重擠塞，導致
上班一族叫苦連天。

市民安全優先 疏散1,250人
灣仔分區指揮官郭美森警司表示，

由前日發現戰時炸彈至順利拆除，歷時

近20小時，其間警方以市民安全為優
先，經評估封鎖範圍，由前日傍晚6時
至昨凌晨3時為止，共疏散封鎖範圍區
內市民及商戶約1,250人，當中3人需
入住民政署臨時庇護中心。
爆炸品處理課署理炸彈處理主任黎

遨遊表示，被發現的美軍空投炸彈，型
號ANM65，重1,000磅，約三分二彈
身「頭下尾上」垂直插入泥土之中，因
炸彈埋藏二十米至三十米深地底多年，
炸彈四周泥土十分堅硬，增加拆彈困
難，爆炸品處理課需出動三十人至四十
人，輪流將埋於泥土彈身慢慢挖出，但
累積早前兩次拆彈經驗，這次拆彈過程
歷時約20小時完成，較上兩次拆彈時
間為快。

住客：一周壞一兩次
發生住客跌落升降機
槽慘死事故後，屋苑所
有升降機即時停用，逾

千居民受影響，有住客指「啲𨋢 成日都
壞，真係好危險，好鬼驚……」希望承建
商加強檢查，避免同類慘劇再發生。
一名居住名都逾廿載的男住客更表示，
屋苑升降機的故障頻率可以「一星期至少

壞一兩次」來形容，他指樓下有藥房租用
屋苑樓上多個單位作貨倉，經常有大量貨
品出入，以致「客𨋢 當貨𨋢 用」，令升降
機經常發出異響，又稱「同保安員及管理
處投訴過，但完全冇人理」。

憶電梯曾唔停急升撞頂
另一名住在巴黎閣的何小姐稱，早在二十

多年前，她曾在羅馬閣的25樓撳掣等候升降
機落樓時，「架𨋢 嚟到嘅時候冇停過，之後
就嘭一聲撞咗上頂」，其後「隔咗幾秒先開
返」。她憶述當時升降機「升咗一半」，
並出現冒煙情況，幸她當時沒有乘搭，否
則後果不堪設想。何小姐續稱，屋苑有升
降機更曾一度急降十幾層，「試過上到頂
唔停，跟住跌返落十幾樓，好恐怖……」
她早前已向業主立案法團反映，但至今仍
沒有改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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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繼上月初
荃灣發生升降機故障急升撞頂導致一對夫婦
重傷命危，昨日上水名都又發生罕見升降機
奪命意外，一名女居民步入升降機期間，升
降機門突然關上，女居民右腳被夾隨升降機
廂升高時，從升降機門罅隙飛墮槽底重傷昏
迷，由消防員救出證實死亡，警方及機電署
正調查事故原因。
意外後，管理處貼出通告要求屋苑所有升
降機即時停用，待機電工程署完成檢查確保
安全才能使用，住戶暫時需要使用樓梯上
落。機電署未來兩星期會檢查全港同牌子升
降機的安全情況。
女事主姓郭，64歲，被發現時重傷昏迷升

降機槽底，當場證實死亡。事後郭的家人接
報趕返驚聞噩耗，傷心不已。
現場為上水名都巴黎閣，郭婦與丈夫同住7
樓一單位，為家庭主婦，子女均長大搬出。
據悉，巴黎閣樓高25層，設有兩部升降機，

分單數樓層及雙數樓層，涉事5號升降機屬
單數樓層，升降機的維修承辦商為耀天工程
有限公司。意外後，居民人心惶惶，擔心升
降機的安全問題。(見另稿)

保安聞巨響 未知人被困
消息稱，昨午12時許，郭婦獨自離家到走
廊準備乘升降機落樓外出時，當升降機扺達7
樓開門後，疑郭婦跨步進入升降機廂時，升
降機門突然無故關上，郭婦猝不及防右腳被
機門夾困住，升降機不單未有重新開門，升
降機廂更往上升，郭婦右腳被夾隨升降機廂
向上升至「頭下腳上」之際，再從升降機門
罅隙墮下槽底重傷昏迷。
巨響驚動地下大堂保安員前往查看，發現5

號升降機發生故障，於是通知維修承辦商，
但不知郭婦重傷被困槽底。
直至昨午3時許，維修人員到場打開升降

機門檢查時，赫然發現一名婦人倒臥槽底重

傷昏迷，通知保安員報警；由消防員趕至從
槽底救出女事主，但經救護員檢驗證實死
亡，無須送院。警員封鎖現場調查，檢獲死
者手機及銀包等個人物品，其間翻查升降機
閉路電視片段，發現女事主意外經過，初步
案件無可疑，並聯絡機電署跟進。

機電署：查全港同牌子升降機
昨晚機電工程署署長薛永恒到場了解後表

示，涉事升降機於1992年開始運作，初步相
信意外是升降機機廂不正常移動所引致，意
外原因有待進一步深入調查，但為市民安全
起見，人員將通宵為上水名都屋苑全部共9
部升降機進行檢查；並將於未來兩星期為全
港90多部同牌子升降機完成檢查，確保安
全。
香港電梯業總工會副理事長李炳權表示，

這宗升降機奪命意外非常罕見，因何組機件
故障導致事故，有待機電署調查確定。

■出事後屋苑所有升降機暫停使用，不少住客留在地面等候消息，以策安全。
■發生住客墮入升降機槽慘死意外事故後，警方封鎖
現場調查。

■炸彈殼被吊上地面進行查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