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控方認兩片抬曾健超人數不同

「佔中」

行動發起

人 戴 耀

廷、陳健

民、朱耀明，以及陳淑莊、邵家臻

等另外6人，涉案9人被控串謀犯

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等

6罪案，昨第三天在西九龍裁判法

院審訊，控方繼續播放2014年9月

27日和28日「佔中」正式啟動的

呈堂片段。內容可見各被告輪流在

集會現場的「大台」發言，多次呼

籲群眾叫親友前來聚集及提供物資

支援，又叫集會群眾組成人鏈阻擋

警方等。首被告戴耀廷則在9月28

日凌晨宣佈「佔領中環正式啟

動」，揚言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時任

特首梁振英若未能回應訴求，「佔

中」行動會升級；次被告陳健民則

建議示威者阻塞要道及攔截車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戴宣「佔中」啟動 眾人響應「去飲」
控方續播片證被告煽群眾組人鏈阻擋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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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昨在庭上播放的2014年9月27日拍
攝片段可見，當晚仍有大批群眾聚

集，被告戴耀廷、陳淑莊、邵家臻、張秀賢
及鍾耀華等人，都有輪流登台發言及呼喊口
號；首被告戴耀廷在當晚8時許呼籲堅守
「非暴力革命」。第五被告邵家臻則要求警
方釋放被捕者 ，及要時任特首梁振英親身
交代學生罷課、粗暴拘捕民眾、真普選等事
宜，又指會場急需物資包括眼罩、雨衣、索
帶、水、文具及膠紙等。

張：香港我主場 邵：包圍即力量
當晚9時至10許，第六被告張秀賢亦呼籲
群眾叫朋友及親友到場增援，指警方「一日
唔放人，一日都會喺度」及「抗命不認命，
香港我主場」，並透露警察已在統一中心
「舉黃旗」。邵家臻亦宣佈「我哋已經有5
萬人啦！」又稱「包圍就是力量」。
當晚10時55分，陳淑莊突稱有便衣警察

曾經突襲會場大台「拔線拔音響」，且有數
百名警察進入立法會，數輛警車亦已駛入龍
匯道，要求義工組成人鏈保護音響及每條防
線要有最少四層人鏈。第七被告鍾耀華大叫

口號「重奪『公民廣場』，重奪香港未來，
香港我主場，抗命不認命」。
午夜12時，陳淑莊宣佈法律團隊正準備
法律文件為黃之鋒申請人身保護令。張秀賢
則稱「人數就是大家最好的防護罩」，繼續
呼籲「堅守防線，拒絕妥協，保持警覺」。
及至9月28日凌晨1時35分，第七被告鍾
耀華在台上發表「推翻專權」言論後，戴耀
廷即在凌晨1時38分宣佈「佔領中環正式啟
動」，重申要人大撤回決定及時任特首梁振
英重新交出真正反映香港市民意願的政改報
告，否則「佔領中環」行動會升級。又宣佈
要讓在場每位香港人「一齊走呢條抗命之

路」，一起準備「去飲」。
鍾耀華隨後帶領呼喊口號「沒有公民提

名，那就『公民抗命』」。陳淑莊亦呼應
「十萬人一齊飲又如何呀，啱唔啱呀？」又
稱：「絕對歡迎市民過嚟一齊飲，大家一齊
飲勝！」
第二被告陳健民其後亦帶領群眾高呼口

號，指是次啟動「佔中」事出突然，準備工
作不像預期所想，希望嚴守非暴力原則。又
建議示威者聽大台指揮，阻塞要道，攔截車
輛，與警方衝突時要舉高雙手，實行更進取
的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
第五被告邵家臻亦繼續不斷呼籲群眾推動

更多親朋戚友到場，指反包圍警察防線是最
有效，並提醒群眾當警方開動水炮的時候一
定要面向地躺下，避開最大的衝擊。

揚言「民眾不須負刑責」
第七被告鍾耀華則在當日下午2時許，呼

籲群眾指到政總進行反包圍警方，令警方無
法清場，並指民眾不須負上刑事責任。
當日下午2時45分，戴耀廷又向群眾表示
「好快會面對人生第一次嘅胡椒噴霧同拘
捕」，並三度大叫：「企穩！」
控方昨日透露仍有約3小時的片段未播放，

不能確定今天能否傳召證人。案件今日繼續。

七名警務人員4年前被指毆打違
法「佔中」的前公民黨成員曾健
超，去年被裁定襲擊罪成判囚兩
年，七人不服，分別就定罪及判刑
提出上訴，案件昨在高院第三天審
訊。
控方指呈堂片段真確，無被干
擾，可用作調查及審訊；另外七警

分就刑期作出抗辯及求情，要求減刑即
時獲釋或改判緩刑。法官聽取雙方就定
罪及刑罰上訴的陳辭後，決定押後裁
決。
由於七名上訴人前日已完成定罪方面
的上訴陳詞，上訴庭法官昨先聽取控方
回應。
控方指證人已證明無綫電視片段從傳
送至下載均無被干擾，而該片與另一間
傳媒的片段所顯示的襲擊情景準確一
致，兩者可相互印證，原審法官亦已仔

細分析影片及證供，認為表面真確，裁
定有關新聞片段可被接納呈堂，及裁定
各上訴人為施襲者。
上訴庭法官問，若不倚賴無綫電視新

聞製作經理黃廣海的供詞，法庭如何確
認曾健超被押解及被襲擊的兩段片段連
貫。
控方承認兩片中，抬曾健超的人數不

同，但法庭可穩妥地假設，押解片段中
至少部分警員同樣出現在襲擊片段內。
雖然鏡頭被阻擋 49秒屬重要考慮因
素，卻不會削弱控方案情。

黃祖成：僅把風 無參與襲擊
昨午上訴庭法官再聽取七名上訴人就

刑期方面作出的抗辯陳詞及求情理據。
代表第一上訴人總督察黃祖成的御用大
律師Tim Owen指，七警並非有預謀襲
擊曾健超，襲擊他時無持武器，曾健超

亦無嚴重受傷，相反事件因曾健超故意
挑釁警方而起。原審法官以兩年半監禁
作量刑起點，比其他同類案件高5倍，
刑罰明顯過重。
Owen指黃在案中僅負責「睇水」

（把風），未參與襲擊，又估計黃因本
案失去近568萬元長俸，希望法官可改
判緩刑，或判一個能讓黃即時獲釋的刑
期。

劉卓毅：經驗淺「佔中」執勤受壓
代表第二上訴人高級督察劉卓毅的資

深大律師余承章指，劉2014年6月獲升
職至高級督察，卻在4個月後牽涉本
案。
懇求法官諒及劉在警隊的經驗相對淺

薄，憐憫他在「佔中」期間執勤承受極
大壓力，又面對示威者挑釁，致一時判
斷錯誤犯案，可改判他緩刑。

代表第三上訴人警長白榮斌的資深大
律師黃敏杰指，白服務警隊23年，案發
前本獲升職，惟因本案而喪失晉升機會
甚至失去大筆長俸，懇請法官減刑讓白
能在扣除還柙候判的日子後即時獲釋。
代表第四上訴人警員劉興沛的資深大

律師鄧樂勤指，劉在案發時很可能是在
上級的監督下執勤，刑期理應較同案其
他較高級的警員短。懇求法官減刑，讓
劉即時獲釋。
代表第五上訴人警員陳少丹及第六上

訴人偵緝警員關嘉豪的資深大律師郭莎
樂指，兩名上訴人所受的懲罰已足夠，
兩人的上司本應阻止襲擊。懇求法官減
刑令他們可即時獲釋。
代表第七上訴人警員黃偉豪的資深大

律師謝華淵指，本案因曾健超的挑釁而
起，屬單一事件，黃非主謀，即使法官
裁定他確有犯案，也只會是因他對警隊
「錯置的忠誠」。懇求法官改判不超過
7個月監禁，更可考慮緩刑。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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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佔中」」案被告案被告
((左起左起))李永達李永達、、鍾鍾
耀華耀華、、戴耀廷及朱戴耀廷及朱
耀明耀明。。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友光記者劉友光攝攝
■「佔中」案被告陳淑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佔中」案被告邵家臻。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一名涉嫌刑事毀壞及襲擊
被捕扣查的持雙程證男子，前日上午在仁濟醫院病房聲
稱便急要往如廁，看守他的警員疑恐有人會仿效日前瑪
麗醫院犯人越柙，遂給予「大便兜」讓其在病房內使
用，未料疑犯不滿，發狂拖着繫在病床的解犯鏈，強行
欲往廁所，結果拉斷解犯鏈及撞毀房門，要由增援的衝
鋒隊警員合力制服，疑犯昨被押上西九龍裁判法院應
訊。
涉案被告姓李（30歲），早前持雙程證來港，本周一
（19日）晚9時許，他在荃灣如心廣場一間酒店疑因賬
單問題與職員激烈爭執，又與保安員衝撞，毀壞職員的
對講機和弄斷櫃台上的電線。警員到場經調查後，以涉
嫌刑事毀壞及襲擊罪名將他拘捕，但李其後亦報稱不
適，被送往仁濟醫院11樓急症科病房留醫，他雙手被鎖
上手銬，並在腰間纏上解犯鏈及繫在病床上。
及至前日（20日）上午7時許，李稱便急，要求落床
往如廁，看守的警員則向護士借來一個「大便兜」，讓
他在病床範圍解決，但李拒絕，並情緒激動的拖着繫在
病床的解犯鏈強行往廁所，結果導致解犯鏈被拉斷，病
房的門邊亦因而受損。
警員見狀立即上前制止及要求上峰增援，未幾即有多

名衝鋒隊警員趕抵，合力將疑犯制服。案件其後轉交由
荃灣警區重案組跟進，疑犯被控兩項「刑事毀壞」及一
項「普通襲擊」罪，昨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應訊。
據悉當局正了解纏於疑犯腰間的解犯鏈為何能讓疑犯

輕易拉斷。

疑犯拒用「大便兜」
「衝廁」扯斷解犯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
源）沙田昨晚發生千萬元劫
案。4名找換店職員攜帶約
1,500萬元在酒店房間等候客
戶交易期間，突然遭數名持
刀匪徒闖入制服打劫，掠去
藏有鉅款行李篋逃走，事後
職員報案；警方正追緝在逃
匪徒及贓款下落。

4找換店職員入房等客
現場為大涌橋路34號至36
號麗豪酒店。消息稱，昨晚

8時許，當時三男一女找換
店職員攜帶兩個共藏有約
1,500萬元現金的行李篋及大
袋，到達上址酒店7樓一房
間等候客戶前往兌換大額外
幣交易。
詎料突有數名南亞裔匪徒

闖入房間，用刀指嚇及綑綁
制服4名職員，再劫去藏有
鉅款行李篋逃去，事後職員
掙脫綑綁報警。
大批警員到場調查，翻查

潘店閉路電視片段鎖定匪徒

乘接應七人車逃走，另得悉
被劫的行李篋及大袋裝有
GPS定位追蹤儀器，經追查
鎖定行李篋GPS訊號出現在
大角咀海輝道；警員隨即趕
往搜查，初步在海輝道1號
尋獲懷疑接應匪徒逃走的七
人車，但車廂內只餘裝有
GPS定位追蹤儀器的空袋，
匪徒及贓款已不知所終。
截至昨晚深夜截稿前，警

方仍封鎖現場調查及附近一
帶搜捕匪徒，暫未有發現。

南亞刀匪闖酒店房劫1500萬現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
劉友光）一名中年女子前日隨父
往秀茂坪順天邨對上配水庫行山
期間失蹤，父親報警；警方及消
防經連日搜索下，昨午成功在山
坡平安尋回失蹤者，大團圓結
局。
女事主呂渭漣，41歲，疑智力有

問題，被發現時躺臥山坡閉目休息，
雙腳有被樹枝割損傷痕，清醒由父親
陪同送院接受檢驗，未有大礙。
消息稱，前日呂隨老父到順利

邨道對上的觀塘有蓋配水庫一帶
行山，至下午父女不慎失散，父
親尋找無果報警。
警方及消防員趕至登山搜索，

但至深夜未有結果。昨晨 11時
許，救援人員再度登山展開搜
索，其間呂父亦到場守候消息，
至下午終於傳來喜訊。
順利消防局消防隊長賀穎琪表

示，昨晨消防共出動16人，其間
兩名消防員由配水庫游繩落山坡
搜索，另4名消防員則由山腳往上

進行搜索，先配水庫對下約30米
山坡尋獲失蹤者一隻膠鞋，因而
鎖定她位置。
至昨午2時許，消防員收窄範圍

搜索下，未幾在發現膠鞋附近山
坡尋獲呂，當時她正躺在山坡閉
目休息，消防員經檢查證實她無
大礙，隨即協助她落山。
呂父得悉女兒平安無事後，開

心不已，父女重逢時一度輕攬女
兒肩膊安慰及遞上樽裝水，疑呂
被困山頭一晚缺水缺糧，隨即大
口大口飲用；當呂飲過清水解渴
後，由父親陪同乘救護車送院。

中年婦隨父行山 走失一天尋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大埔昨午發生
罕見「巴士撞樹」交通意外。一輛 九巴沿汀角
路行駛途中，上層左邊車身撞及植種路邊一棵大
樹擊碎多塊玻璃窗，碎片如雨灑入車廂擊中乘
客，車長停車報警，10名乘客受傷送院治理；
警方正調查車禍原因。
10名受傷乘客，兩男八女，3歲至61歲，分別

手腳遭玻璃碎割損輕傷，清醒送院經治理，未有
大礙。
現場為汀角路近榮暉花園對開，路邊花槽樹有
一列多棵大樹。據街坊稱，早前疑受超強颱風
「山竹」吹襲，有樹木被吹至出現傾側，但不算
太伸出馬路位置，亦未見有部門將大樹移除，其
間車輛駛經不見有問題，未知昨日因樹木進一步
傾側或巴士行得太貼行人路引致相撞意外。
事發昨午約5時，一輛71K線雙層九巴沿汀角

路往汀太路駛至近榮暉花園對開時，巴士上層左
邊車身碰到上址路邊伸出馬路的樹幹，引致上層
一列車窗玻璃應聲爆裂，碎片如雨灑入車廂擊中
乘客，巨響驚動61歲姓張車長停車及報警。警
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初步10名乘客受傷，分
批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九巴發言人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意外
後九巴已派員慰問傷者，由於涉事樹幹已嚴重傾
斜，對所有道路使用者構成即時危險，九巴已聯
絡警方作適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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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大角咀海輝道尋獲懷警方在大角咀海輝道尋獲懷
疑接應匪徒逃走的七人車疑接應匪徒逃走的七人車。。

■■涉事九巴上層一列涉事九巴上層一列
車窗盡毀車窗盡毀。。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
牛頭角發生麻雀會斬人血案。6名
持刀惡煞昨凌晨闖入一間麻雀會
斬傷一名職員後逃去，事主中刀
受傷送院治理。警方列作傷人案
處理，暫未有人被捕。
男事主姓劉，50歲，手腳中刀

流血受傷，幸傷勢不嚴重，清醒
送院經治理，情况穩定。
現場為恆安街1號一間麻雀會。

消息稱，昨凌晨1時許，劉在麻雀
會內上班期間突有6名戴頭套男子
持刀闖入，不由分說以劉為目標
撲上施襲，劉猝不及防手腳中刀

受傷，兇徒得手迅即奪門而出，
乘接應車輛逃去無蹤，劉負傷自
行到醫院求診。
警員接報到場調查，其間在附近

一交兜截可疑人物，但未有發現；案
件交由秀茂坪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跟
進，正追緝在逃兇徒及犯案動機。

6刀手闖雀會斬傷職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