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判詞篤爆「違法達義」會輕判謊言
法律界：判囚顯對暴力零容忍 港青要清醒勿遭「獨人」蒙騙

昨日最新宣判的旺暴案，

除1人潛逃、1人被判入教導

所外，其餘9被告分別被判

入獄2年零4個月至4年零3

個月不等。多名法律界人士昨日認為，暴動案屬嚴重

罪行，是次判刑合理，發放了「社會絕不會容忍暴

力」的重要訊息，可起阻嚇作用。是次判決更預計可

成為日後同類案件的案例，日後法院在量刑時相信都

會以4年零3個月為起點。同時，法官的判詞篤破了反

對派一直鼓吹所謂「違法達義」可獲輕判的謊言，

「違法就是違法。」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人要頭腦

清醒，不要繼續被激進分子所蒙騙，不要參與「獨」

人的所謂「抗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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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執業律師的民建聯副主
席張國鈞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指出，是次判刑反映
了法院不會容忍暴力，並清楚
指出在暴動案中，被告不僅要
為個人行為負責，更要為集體
的暴力行為負責，暴徒不能依
仗人多勢眾就破壞社會秩序、
為所欲為。
他續說，判決同時表明了無
論有什麼立場和訴求，一旦違
法、訴諸暴力，法院絕對不會
輕饒，篤破了反對派所謂「違
法達義」的謬論。

勿再妖言惑眾煽青年違法
身為律師的民建聯副主席周

浩鼎引述法官在判詞中指出，
暴動是嚴重罪行，判刑必須有
足夠阻嚇性，同時強調了有政
治訴求亦不能訴諸暴力、政治
訴求不能將暴力合理化等說
法。
他續說，是案刑期已反映了
旺暴的嚴重性。過去類似的案
件，量刑均以4年至6年為起
點，而法官已考慮了部分被告
為年輕人這因素，是次判刑是
合理的。
他希望年輕人不應以身試
法，更希望反對派不要再妖言
惑眾，煽動年輕人違法。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

會長陳曼琪指出，旺暴性質嚴
重，幸未有進一步擴散或造成
人命傷亡，是次判刑是合理
的，同時向社會發放了重要信
息，就是受人煽動後行使暴力
反社會，無論抱持的是何種政
治觀點，「違法就是違法」，
在法律面前不會有任何優惠。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

大律師馬恩國分析，暴動罪最
高刑罰為10年監禁，而根據過

往的判刑指引，量刑起點為4年
監禁。首被告涉及襲警及針對
財物的刑毀，最後判入獄51個
月，即其量刑起點設在 48 個
月。法官再根據被告的年齡、
是否初犯、有否悔意等再決定
刑期，最後只是在48個月的起
點上加了3個月，既合理又有阻
嚇力。

料日後量刑起點在48個月
他並認為，是次判刑確認了

暴動罪的刑期起點為4年監禁，
日後任何人干犯暴動罪成，在
不認罪的情況下，估計最少要
被判48個月監禁。
馬恩國又形容，法官的判詞

十分中肯，反映出他已詳細及
全面審視事發當日的所有證
據，更反駁了反對派過去一段
時間誤導年輕人「違法達義」
的說法，證明了暴力無法彰顯
「真理」。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

學博士黃國恩表示，是案首被
告所涉及的暴力程度最為嚴
重，包括針對人的襲警罪及針
對財物的刑毀罪，加上涉及兩
項暴動罪，被判囚4年3個月是
合理的。

判刑只考慮嚴重性非訴求
他強調，法官明言暴動罪是

暴力破壞社會秩序的嚴重刑事
罪行，他在判刑時只會考慮案
件的嚴重性，判刑是否與罪行
相稱等，而不會考慮被告所為
是否為了政治訴求，又或其政
治訴求是否正確。
他又指，法官傳達了重要的

信息，就是絕不會姑息以政治
理由去干犯罪行，必定會判處
適當刑罰以儆效尤，防止類似
事情再次發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此次宣判
的旺暴案其中10名被告判刑，判期最重者
判囚4年零3個月。多名政界人士認為，是
次判刑顯示出法院對嚴重的暴力與反社會行
為是「零容忍」的，同時提醒了市民不要被
反對派的「違法達義」等歪理所誤導而違
法，以免成為這些人的棋子，陪上自己的前
途，而煽動者就繼續逍遙法外。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表示，她同意法官

在判刑時強調，一個法治社會絕不容集體暴
力，故判刑必須達到懲罰及阻嚇效果，阻嚇
被告及他人再犯，以防破壞公眾秩序的行為
再發生的說法。事實上，暴動罪是集體罪
行，被告不僅須就個人行為負責，亦須就破
壞社會及法治的情況負上刑責。
她強調，基本法賦予港人言論及集會自
由，但大前提必須遵守法例，通過和平、非
暴力的方式而不是利用極端的手段。她期望
是次判刑有足夠的警惕及阻嚇作用，向年輕
人發出切勿以身試法，破壞社會秩序及法治
的正確訊息。

參加「運動」隨時毀前程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批評，反對派不斷鼓吹

所謂「違法達義」，不斷將違法及暴力行為
美化，令年輕人接收了錯誤信息，誤以為就
算犯法都不是問題，還會得到社會的支持，
從而走上一條不歸路。法院是次判刑實實在
在告訴大家，這些人所說的絕非事實。
他並慨嘆，那些煽動他人違法者，現在仍

然逍遙法外，繼續鼓吹什麼「行動」、「運
動」，大家要反思參加這些所謂「行動」、
「運動」的背後所產生的各種後遺症，包括
可能會對個人前途及對家庭的影響。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也指，旺暴源於
違法「佔中」，違法「佔中」則起於戴耀
廷、黎智英等反對派搞手，以所謂「公民抗
命」、「違法達義」等歪理煽動年輕人違
法，但這些人至今仍逍遙法外，加上有法院
輕判涉及違法「佔中」者，有罪成者更被反
對派「英雄化」，令不少年輕人誤以為違法
並無大不了，因而前程盡毀，令人深感痛心
及可惜。
她並認為，是次判決無疑還了當晚前線警

員一個公道，並相信能起到阻嚇作用，亦證
明暴力永遠解決不了問題，只會製造更多、
更大的問題，希望大家以多角度分析及思
考，切勿以身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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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暴案其中 10
名被告昨日被判
刑，同日，傳出
鼓吹「佔中」、
大力為旺暴暴徒
辯護的民主黨創
黨主席李柱銘的
兒子李祖詒，將
和莎莎主席郭少
明二女郭詩雅結

婚的消息。「泛民可恥
行為事件簿」fb專頁就
發放一幅「對比圖」，
發帖道：「被捕被定罪
被監禁的年輕人當中，
為什麼沒有任何一個反
對派頭面人物的子女？
為什麼？為什麼一個也
沒有？」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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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先生 ■吳先生■陸先生

陸先生：今次判刑刑
期判得太短。香港其實
已非常自由，市民有言

論自由，要說什麼都可以，難道要容許暴
力先算自由？有意見應該以合法和平的方
式去反映，而香港也有很多不同渠道發表
不同意見，例如遊行、集會等，使用暴力
是不當行為，這和政治理念無關。
譚先生：暴徒過分激進，影響社會治

安，犯法被判刑是應分的。表達意見要令
其他人接受，就應該守法。現在這些人只

是打着民主的旗號去做暴力行為。年輕人
先要做好自己的品德，再談其他事。
吳先生：相信判刑具阻嚇力。有訴求不

代表要以暴力解決，他們以暴力解決問題
就是不正確的行為。他們借小販事件乘機
搞事，若判刑太輕，擔心日後會再次發生
同類事件。
鄭先生：判刑合理。雖然理解年輕人有

自己的想法，但傷害別人就是犯法。當時
警方只是執行公務，暴徒使用暴力極為不
當。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市民：表意見須和平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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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先生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發現用光照的方式，讓舊
式電池的原材料「氫氧化鎳」產生驅動力，可
用於製作微型機械人和醫療裝置等器材，前景
廣闊。本港基礎科研水準卓越，實力雄厚，有
不少具潛力的科研成果，但囿於本地研發產業
化資源不足、產業鏈有限等限制，難以將科研
成果盡快轉化為新產品、新產業，成為經濟增
長的動力。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支持香港發展
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指示，特區政府應該把
握這股「東風」的機遇，致力建設全方位的平
台，協助科研機構迅速高效將研究成果轉化為
產品，推動本港產業升級，為本地經濟提供源
源活力，亦為國家建設科技強國作出更大貢
獻。

港大工程學院本次的研究成果，成本低、效
果好，有廣闊的前景，但暫時仍屬基礎研究階
段，預料需時5至10年才能有產品推出市面。
本港基礎科研水準突出，屢獲國家和國際頂級
榮譽。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將首個海外創新中心
設立於香港、芝加哥大學也在港開設分校；中
科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也落戶香港，
設立幹細胞研究中心。凡此種種，都是對本港
科研實力的高度認可。

但由於本港產業單一，欠缺高端製造業，難
以對先進科研成果提供充足的產業化和產業鏈
支持。例如要將此次港大的新發現「走出」實
驗室，按照市場需求設計成產品，需要大量的
產業技術、工藝和工程、商業營銷等專業支
撐，亦需要周邊產業的支持，而這些正是本地

相對短缺的。單靠科研機構自身力量，對接外
地資源，將成果轉化為商品，往往事倍功半。
例如大疆無人機最初在港研發，但最終落戶深
圳並成為國際巨企。具潛力的科研成果與香港
失諸交臂，實在令人惋惜。

既然本港有優質的科研成果，支持創科發展
亦成為政府施政的重點，政府必須向本港科研
機構提供更大更貼切的支持，不僅要增加科研
經費的投入，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能夠提供全方
位協助的平台。在這個平台上，不僅要有金
融、法律、營銷等本港具優勢的專業服務，也
需要對接本地或外地的產業支撐，讓本港科研
工作者可以有效地將科研成果產業化、商業
化，創造出實實在在的經濟價值。

長遠而言，本港必須在科研基建方面與內地
充分融合，例如盡快落實與深圳共同發展的落
馬洲河套地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為科研
業界提供更大的創業園地，並通過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貫通創科產業的上、中、下游，將香
港打造成大灣區的國際創科中心。

香港過去有「大市場、小政府」的傳統管治
思維，科研發展長期亦並非本港着力推動的地
方。本港坐擁「一國兩制」之利，在基礎設
施、法律制度、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均有着獨
特優勢，國家支持香港發展創科、發揮科研優
勢，特區政府必須及時轉變思維，切實扮演
「促成者」和「推動者」的角色，從頂層設
計、行動綱領作出全面規劃，成為本港創科急
起直追、後來居上的引領者和堅實後盾。

增資源搭平台 助科研成果產業化
前年旺角暴亂嚴重違法，已有多人被判暴動罪成，

其中10名罪成者昨日分別被判入教導所至監禁4年3
個月。法官指判刑不會考慮被告的政治信念，亦不會
因被告犯案時年輕而予輕判。法庭一再傳遞清晰的訊
息，劃出明確法律紅線：不考慮政治因素，任何人、
任何理由都不能凌駕法律之上。違法就要受到法律制
裁，這是對少數執迷不悟、崇尚暴力的「港獨」激進
分子的嚴重警告，更提醒廣大市民、尤其是年輕人要
頭腦清醒，堅守法治觀念，切勿受似是而非的謬論誤
導而以身試法，不要充當違法抗爭的「炮灰」。

違法「佔中」、旺角暴亂在前些年接連發生，對香
港法治、社會安寧造成前所未見的衝擊，違法暴力風
氣愈演愈烈，背後推手是本港個別「有識之士」不斷
散播「違法達義」的謬論，誤導年輕人以追求理想為
由，肆意作出犯法行為。有人曾一再誤導，若涉事者
的犯案動機是為了「公民抗命」，是法庭考慮的減刑
因素；即使有犯事者暴動罪成，有「法律精英」仍盛
讚：「熾熱追求社會公義、不逃避責任」。昨日被判
刑的被告中有代表律師亦指，被告非為暴力而暴力，
而是為了令社會變得更好，非為搞亂香港，應獲較輕
刑罰。按照這些論調，旺角暴亂這種令人髮指、社會
震驚的違法暴力案，只要披上「公民抗命」、「違法
達義」的政治外衣，就有了合理性，甚至可視為獲得
法庭開恩、從輕發落的理由。

令社會安心的是，香港作為法治社會，法庭判案
不受政治因素左右，只會考慮行為是否違法及對社
會的影響和後果，並作出具阻嚇及懲罰性的判刑。
正如法官所指，法庭要以保護公眾利益為大前提，
個人因素變得次要，被告不僅需就個人行為負責，

亦須就集體行為負上刑責；法庭不會考慮政治信
念，不會加入政治辯論，亦不會考慮暴動發生的背
景及被告的心態。

不考慮政治因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違法就要承
擔法律責任，這是近年香港各級法庭一再重申的。
「雙學三丑」衝擊政總刑期覆核案，上訴庭法官潘兆
初指出，在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判刑主要考慮是要
懲罰那些干犯罪行的人，以儆效尤，並阻嚇其他人不
要以身試法，有樣學樣來破壞或擾亂公共秩序；至於
犯案者的個人情況、無論犯罪動機或原因是他們自認
為多麼崇高、其他違法者罪責是否更重等，一般來說
全都不是有力的求情或輕判的理由。立法會大樓附近
垃圾桶爆炸案，法官王詩麗指出，無論被告的政治理
想有多崇高，對任何施政和議題有什麼意見，都不能
用危險和非法手段表達不滿，否則只有一個後果，就
是受法律制裁，沒有人能凌駕法律之上。

不同法官都強調，對暴力違法的判刑須具阻嚇性，
充分顯示法庭對法治信念和法律規範的堅守，對公眾
和香港負責，依法從嚴處罰違法者，以儆效尤，令公
眾知道不可用非法、危險的手法表達不滿。法庭對暴
力違法不姑息縱容，對於極少數仍然沉迷於「以武抗
爭」、「以死相搏」的「港獨」分子，顯然是當頭棒
喝。

更值得注意的是，昨日法官表明，不會因被告犯案
時年輕而獲輕判，避免向社會發出「年輕人可以為所
欲為」的錯誤訊息。這對年輕人敲響警鐘，年輕不是
「免罪金牌」，年輕人更要盡早形成守法的人生準
則，表達政治訴求、爭取民主自由，必須以遵守法治
為前提。這是年輕人健康成長的重要準則。

法庭不考慮政治因素 劃出清晰法律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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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罪犯無面見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