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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東－北－案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2014 年 6
月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
款時，遭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大
樓。「香港人優先」召集人張漢
賢等 5 人，事後分涉違反立法會
行政指令及在會議廳範圍內未有

遵守秩序，被定罪判囚 1 星期至 3 星
期或罰款，各人其後提出上訴。高
等法院昨駁回 5 人的上訴，當中兩
人原須即時入獄服刑，但獲准保釋
等候上訴到終院。至於一直以在台
灣抱恙留醫為由缺席聆訊的張漢賢
昨仍未到庭，法官指早前發出的拘
捕令仍然有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高院法官黃崇厚昨在判詞中指出，社會
人士雖有權入立會發表意見，但該行

使權利必須受規管。
黃官明言，不同意公眾者造成直接及實際
干擾的行為才算「不遵守秩序」，因而駁回
除張漢賢外的 4 名被告的定罪上訴，同時駁
回葉寶琳及黃根源的判刑上訴。

官批葉寶琳黃根源無悔意
針對葉、黃兩人的判刑，黃官引述「雙學
三丑」一案，就判社服令的前提，是上訴人
需有真誠悔意，但兩人無任何悔意，原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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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東北案暴徒上訴被駁回
官：入立會表達意見須受規管 張漢賢拘捕令仍生效

刑並無原則上的錯誤或明顯過重，兩人需即
時入獄服刑。
4 人均表示會繼續上訴至終院。法官接納
有部分理據涉及重大公眾利益，故頒發許可
證明書讓他們往終院上訴，並批准葉、黃兩
人保釋等候上訴。
至於被判囚一星期的上訴人張漢賢，昨未
有到庭，控方指早前已由警員透過電話通知
他需出庭，張表示不在香港，但會如期出席
聆訊。控方要求撤銷其就定罪和判刑的上訴
申請。

張漢賢多次缺席聆訊
黃官指張漢賢多次缺席聆訊，從無提交任 ■張貴財
資料圖片 ■葉寶琳
資料圖片 ■張漢賢
資料圖片 ■黃根源
何書面陳詞支持其上訴，加上他一直知道聆
訊日期，卻沒有出庭，且沒有交出任何證據 民連成員周諾恆（33歲）及坪輋村民張貴財 星期。
至於周及張貴財則涉 2014 年 6 月 13 日在
指自己在醫院接受治療，認為他無意圖繼續 （53歲）。
當中葉、張漢賢及黃涉 2014 年 6 月 6 日 立法會大樓停車場出入口掛橫額，被裁定
上訴，決定駁回其定罪及及判刑上訴，另外
強闖立法會大樓及阻止保安員關上立法會 在會議廳範圍內未有遵守秩序罪成，各判
早前對其發出的拘捕令仍然有效。
5 名上訴人包括「土地正義聯盟」執委葉 大樓的玻璃大門，3 人於 2015 年 8 月 28 日 罰款 1,000 元。
張貴財和周諾恆其後就定罪上訴，另外 3
寶琳（37歲）、「香港人優先」召集人張漢 被裁定違反立法會行政指令罪成，判黃監
賢（44 歲）、倉務員黃根源（28 歲）、社 禁 3 星期、葉監禁兩星期，張漢賢則監禁 1 人則就定罪及判刑上訴，惟張漢賢在早前多

官阻郭卓堅濫覆核 駁回「峯搶」案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民主
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今年 4 月在立法
會內搶去保安局女行政主任的手機，事
後他涉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等 4 宗罪
被警方拘捕。「長洲覆核王」郭卓堅翌
月入稟申請司法覆核，指保安局人員在
立法會內監視議員的舉動違反基本法，
以及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
例》第十九條，要求法庭頒令禁止政府
派人監察議員。
高院原訟庭早前拒絕郭的許可申請，
郭不服上訴。上訴庭法官昨頒佈書面裁
決，直言郭不理解相關法例，又未能清
楚指控政府人員如何違法，故拒絕郭的

上訴，並要阻止司法覆核被濫用。
上訴庭的判詞指，郭聲稱自己有份投
票選出的立法會議員，因被政府派人監
視而阻礙工作，但沒有向法庭披露他投
票選出哪一位議員，亦沒有提出任何事
實支持他的說法。上訴庭認為本案沒有
合理可爭辯之處。
上訴庭法官又提到，本案正好說明一
名申請人對事件了解不足，又沒有對相
關法例和事實有足夠認知，以及沒有直
接利害關係，卻申請司法覆核許可。
上訴庭表示，要維持只受理具資格人
士提出的司法覆核，以阻止司法覆核被
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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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訴聆訊時，一直以在台灣抱恙留醫為由
缺席聆訊，案件上月 26 日再於高院提訊
時，法官終向其發出拘捕令，一旦返港便會
被帶上法庭。
至於除張漢賢外的 4 名上訴人案件，昨如
期在高等法院頒佈裁決，並分開處理張漢賢
的上訴。

大野豬闖入屋苑咬傷兩人
▲女保安負傷逃入公廁
躲避野豬襲擊，事後廁
所地面遺下大攤血漬。
■涉案大野豬連環咬傷人後，往山林逃去。
目擊者圖片 ■遭野豬咬傷男事主送院治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
友光）繼本周日馬鞍山發生野豬襲
擊途人，黃大仙亦發生同類事件。
一隻約百公斤重的大野豬昨晨闖入
屋苑範圍覓食，狂性大發四處亂竄
襲擊市民，最少 3 人受傷，當中兩
人需送院。大野豬傷人後，逃返山
林不知所終。警方列作「動物咬傷
人」案處理，聯絡相關部門跟進。

女保安負傷逃入公廁
兩名送院事主中，65 歲姓陳女保
安員手腳被咬傷大量出血、79 歲姓
陳男途人則腿部被咬傷及跌倒撞傷
頭部，幸兩人傷勢不太嚴重，經敷
治無大礙。姓陳女保安憶述事發一
刻：「好大隻（野豬），差不多人
咁大隻……撞跌我之後咬我，我大

叫……」顯得猶有餘悸。
消息稱，昨晨 6 時許，一隻近 3
呎長、約百公斤重及長有獠牙的大
野豬，疑從黃大仙山林走到市區一
帶覓食，牠闖入富山邨到富信樓對
開平台之際，突然發狂衝向一名途
經姓陳女保安員施襲。
女保安猝不及防被野豬狂噬手腳
受傷流血，負傷掙扎逃至附近公廁
內躲避，一名男途人見狀上前以雨
傘驅趕時亦遭撞跌受傷，大野豬則
往約百米外的瓊山苑公園逃去，女
保安驚魂甫定，報警求助。
當時瓊山苑公園內有不少正在晨運
的長者，大野豬闖入公園再發狂衝向
一名姓陳晨運老翁施襲，陳翁見大野
豬來勢洶洶即拔足逃跑，更隨手拾起
地上一木條作武器自衛，但不慎失足

◀遭野豬咬傷女保安員
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跌倒撞傷頭部，復遭大野豬撲上狂噬
咬傷手腳，連所持木條亦斷開兩段，
幸有途人趕至驅趕下，大野豬始掉頭
往山林逃去無蹤。
警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兩男一
女傷者經救護員初步包紮後，其中
兩人需要送院治理。警員經搜捕未
有發現大野豬影蹤，聯絡相關部門
人員跟進。昨晨10時許，有漁護署
職員及房署職員到達現場一帶視察
環境，但未見有搜捕野豬行動。
記者現場所見，屋苑附近一帶山
坡也有不少提醒市民不要餵飼野生
動物的橫額。有邨民表示，過往間
中也會見有野豬闖入屋苑範圍覓
食，但未曾發生野豬咬人事件，對
野豬連環傷人感到詫異，以後離遠
看見野豬也會盡量避開。

九－巴－翻－車－案

九巴 19 死車禍案 改控車長誤殺
大埔公路大埔滘段今年 2 月發
生的九巴翻側釀成 19 死大車禍，
案件昨再於粉嶺法院提堂，控方
透露已完成調查，發現肇事車長
以逐漸增加及過高速度行駛，並
在轉入右彎時沒有減速終致巴士
失控翻側。在取得法律意見後，
決定將車長原先面對的一項危險

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罪名修改為誤
殺罪，另加控18 項誤殺罪及18 項
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
害罪，即被告現時面對合共 37 項
控罪。
案件押後至下月 19 日在東區法
院進行交付審訊程序後，將在高
等法院排期審理。

粉嶺站又有人跳軌自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劉友光）港鐵粉嶺站發生三日第二
宗墮軌自殺案。一名老婦昨晨在月
台趁列車埋站時跳下路軌，遭列車
撞捲車底重傷被困，由消防員救出
送院不治。
女事主姓李，73 歲，被救出時全
身多處骨折重傷昏迷，送院證實不
治。事後警方聯絡李的家人到醫院
了解及提供資料助查。
消息稱，昨晨 10 時許，東鐵線
一列往紅磡列車駛進粉嶺站月台期

間，站在月台近尾部的姓李老婦突
然跳落路軌，車長收掣不及列車將
老婦撞捲車底被困，月台長獲悉事
件即按動緊急掣停止其他列車進出
車站，並通知車務控制中心報警，
站頭職員則到場維持秩序。
警員趕至封鎖現場，由消防員落路
軌救出傷者，昏迷送院搶救不治。警
員初步調查，翻查閉路電視片段發現
老婦趁列車埋站時跳下路軌，事件無
可疑，列作「自殺」案處理。
受事件影響，東鐵線列車服務需

李偲嫣涉選舉舞弊被廉署起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正
義聯盟」創黨主席李偲嫣前年參選
立法會但最終落敗，廉政公署昨落
案起訴李偲嫣，指其涉嫌在2016年
立法會換屆選舉中舞弊，沒有遵從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而違
法處置逾2.2萬元選舉捐贈。
被告獲准保釋，明天（12 日）在

沙田裁判法院答辯。
廉署指，被告 2016 年 7 月 24 日
公開宣佈她有意在立法會換屆選舉
的新界東地方選區參選，並於翌日
向選舉事務處提交其就該選舉的提
名表格。
被告涉嫌於 2016 年 7 月 24 日至
11 月 8 日期間，在該選舉中作出舞

被告陳浩明（30 歲），原本被
控一項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罪
名，他自 2 月 10 日案發至今已被
還柙超過半年。
昨在庭上，被告表示明白控
罪，沒有反對控方申請，亦沒有
申請保釋，須繼續還柙候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要作出調整，太和來回上水站服務
暫停；紅磡站來回大埔墟站 5 分鐘
一班車；紅磡站來回太和站10分鐘
一班車；上水站來回羅湖站10分鐘
一班車，上水站來回落馬洲站15分
鐘一班車；其間港鐵安排免費接駁
巴士行走大埔墟至上水站，接載受
影響乘客。直至約 11 時 35 分，東
鐵線列車服務陸續回復正常。
這是粉嶺站三日第二宗墮軌自殺
案。本周一（8 日）早上 8 時許，
一名23歲剛大學畢業男生疑在工作
壓力困擾下，在粉嶺站月台趁列車
埋站時跳軌自殺死亡。

弊行為，沒有遵從《選舉(舞弊及非
法行為)條例》第 19（2）條，即身
為該選舉的候選人，在收取她不知
道姓名／或地址的捐贈者給予 9 項
而每項 1,000 元以上合共 2.253 萬元
的選舉捐贈後，沒有確保該等捐贈
不會用於償付或分擔償付她作為候
選人的選舉開支；及將該等捐贈給
予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
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