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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墮法網」實無稽 國歌法應盡快完成
國家的國民，都必須尊重自己的國歌；公職人員
尊重國歌，更是基本政治倫理。法律不可能把貶
損、侮辱國歌的行為鉅細無遺地列出來，是真心
尊重還是故意侮辱國歌，不難分辨；市民若是由
心而發地奏唱國歌，絕對不會因為咬字不清而犯
法，只有心存抗拒牴觸，不認同和尊重「一國兩
制」下香港的憲制秩序，才會為反對國歌法立法
堆砌諸多理由。如果不是有心挑戰國歌法，又何
必擔心日後會以身試法呢？
正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所指，從正
常思路看，候任立法會議員隆而重之參與宣誓的
奏唱國歌應該是正常的；如果事前表明不出席奏
唱部分「以表不滿」，則政府的「考慮也很不
同」。
香港在普通法制度下，市民的行為是否違反
國歌法，有行之有效的執法機制和司法程序來處
理。特區終審法院對「國旗案」判決，已清楚說
明對國家象徵給予法律保護是必須的，符合基本
法的規定，對市民行使自由、尊重法律提供清晰
指示。香港是法治社會，國歌法立法後，執法、
司法機構有能力區分市民對待國歌的行為是否屬
故意，市民應該對本港法律體系有信心，不應相
信所謂誤墮法網的謬論。
草案也將國歌納入中小學的教育中，要求中小
學須教導學生奏唱國歌，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
神，以及奏唱國歌的禮儀。從小從早培育市民對
國歌的感情，有利港人建立國家民族的身份認
同，全世界都是這麼做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是香港發展的大勢所趨、機遇所在，國歌法立法
更加宜快不宜遲。

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確認今年首輪中
美貿易磋商已經結束，相關消息會很快發
佈。中美此輪原定為期兩日的副部級磋商
傳遞出積極信號，對中美兩國、環球市場
及本港經濟都是好事。雙方在此輪磋商展
現務實態度和解決問題的誠意，充分說明
友好談判是解決分歧的唯一有效辦法。期
望中美雙方繼續穩步推進磋商，由「休
戰」達至「終戰」，為全球經濟發展打下
「強心針」。
由美國副貿易代表格里什率領來華談判
的工作組，進行原定為期兩天的副部級磋
商。但談判時間臨時「加時」一天，說明
雙方有意願以談判解決問題，達成共識；
若雙方立場南轅北轍、各說各話，談判一
早已結束。期間，美國總統特朗普連番發
文表示談判順利，又傳出中國國務院副總
理劉鶴曾出席談判，都提升外界對中美雙
方達成協議的樂觀情緒。
去年 12 月 1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
總統特朗普在 G20 峰會上舉行會談，一致
同意貿易戰休戰 90 天。美國避免在今年元
旦起對來自中國的 2,000 億美元商品關稅
從 10%上升至 25%，中國則承諾加大自美
國進口農業、能源和工業等多種產品。過
去一段時間，中國已經逐漸恢復從美國進
口大豆和液化天然氣，又不斷擴大市場開
放，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的既定國策，為談
判營造良好的氣氛。
另一方面，美國向對全球各國開打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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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公佈《國歌條例草案》，規定任何人
意圖貶損或侮辱國歌即屬違法，最高可罰款 5 萬
元，以及監禁 3 年。國歌法的立法原意是弘揚尊
重國家的精神，令市民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和指引
奏唱國歌，同時懲罰故意侮辱國歌的行為。在本
港普通法制度下，對貶損、侮辱國歌的定義有成
熟的原則和機制處理，究竟是無心之失，還是故
意犯法，會獲得公平公正的法律裁決，市民根本
無需擔心，所謂誤墮法網之說其實是誤導公眾、
刁難立法。尊重國歌天經地義，國歌法立法應盡
快完成，增強市民的國家民族認同，以利香港更
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國歌與國旗、國徽一樣，都是國家的象徵，尊
重國歌也應像尊重國旗、國徽一樣，應受到法律
的保障。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完成國歌法立法，並
將其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特區政府進行國歌法本
地立法是義不容辭的憲制責任，確保國歌法在香
港得以落實。
政府提出的《國歌條例草案》列明任何人公開
及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
奏唱國歌，均屬犯法；要求包括立法會議員宣誓
就職儀式等多個場合，奏唱國歌須舉止莊重。這
本來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國際慣例。但是，立
即有反對派議員聲言，草案對貶損、侮辱國歌的
「定義模糊」，容易令市民犯法而不自知，更成
為「政府 DQ 議員的新藉口」，「侵害言論及表
達自由」的舊調又響起。總而言之，在某些人口
中，國歌法佈滿「法律陷阱」，是箝制自由的洪
水猛獸，立法可免則免。
事實上，全世界任何一個

中美務實磋商 由「休戰」促「終戰」
戰，對美國的傷害逐漸浮現。世界銀行近
日下調今明兩年全球經濟增長率 0.1 個百
分點，分別至 2.9%和 2.8%，主要原因正正
是擔心中美貿易戰，對全球經濟前景產生
嚴重影響。美國國內，隨着財政刺激措施
的效應消退，關稅戰影響出口與投資活
動，經濟形勢不明朗因素增加，美國股市
明顯下挫，市場缺乏信心，促使美方通過
與中方談判，達成協議的迫切感比過去更
強，有利雙方回到更務實的談判軌道。
中美的貿易差額，是美國產業轉移以及
世界產業分工、市場一體化的結果，要改
變中美貿易的不平衡，既要尊重市場選
擇，美國也應放寬對華高新技術產品的出
口限制，這需要雙方互諒互讓，而不是一
味地要求某一方讓步。
如今中美貿易談判傳出樂觀信息，說明
只要雙方拿出足夠誠意，完全有可能達成
階段性協議，這對中美兩國政府、企業，
乃至對全球市場都是好消息，各方樂見其
成。昨日恒生指數跟隨美股造好，創逾 1
個月高位，高收 500 多點，亦是對中美貿
易休兵的積極反應。
此輪貿易談判起到正面示範作用，就是
中美合作不僅關乎兩國利益，也關係到全
球的穩定繁榮，作為世界第一與第二大的
經濟體，中美只要朝着共同的方向前行，
展開善意真誠、互諒互讓的談判溝通，對
兩國和全球經濟發展都是巨大的
正能量。

林子健報假案表證成立
法醫：似自釘自殘 質疑被告稱被迷遭綁屬作故

控方提出疑點摘要

民主黨成員林子健（釘書健）前年 8 月涉嫌訛稱被人迷暈擄走、禁錮
及用釘書機「釘大髀」施虐，惟報警後被揭發懷疑自編自導自演，被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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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暈

一項「明知地向警務人員虛報有人犯罪」。案件昨在西九龍裁判法院續

報

■被化學劑掩口鼻係「生死存亡」，理應大力
掙扎留下瘀傷或擦損，除非被掩者非常合作

審，控辯雙方各傳召專家證人作供。控方法醫專家分析被告當日傷勢疑

被 點重重，包括被迷暈卻不見掙扎痕跡、數秒極速暈倒有違醫學常理、肚

■數秒極速暈倒有違醫學常理，實情若用哥羅
芳弄暈一個人需時數分鐘

擄 皮傷痕和大腿釘書釘傷痕對稱似自殘造成、體內驗出精神科藥物成分，
案 又質疑被告受傷後卻「好安樂咁去瞓覺、開記招」卻非求醫，直言被告
虛構故事機會高。控方完成舉證，被告被裁定表證成立。
▲林子健無即時
求醫，反而「好
安樂咁去瞓覺、
開記招」，被指
做法奇怪。
大公文匯全媒體
製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方傳召的專家證人法醫賴世澤作供，他
指當年 8 月 11 日下午約 5 時為被告檢驗
傷勢，被告當時身上有兩組傷勢，包括肚皮上
的條狀傷痕，以及雙腳大腿上的釘書釘傷痕。
其中，他肚皮上的約20條似用藤條造成的傷
痕，幾乎全部呈「左邊低、右邊高」平行狀，且
由同一方向打在同一位置，有可能是被告用右手
鞭打自己造成：「如果人哋造成嘅傷痕，係比較
不規則、比較混亂，因為雙方都會郁。」

控

傷勢
「輕過父母用藤條打」
賴補充指，一般「人哋會兜頭兜面打，但自
己會揀啲比較方便及無咁痛嘅地方」。例如會選
擇可清楚看見、較不敏感的腹部位置，因可自行
拉高衫「望清楚嚟打」，但就較少選擇傷害自己
面部等位置。而被告腹部的傷痕亦頗淺，在檢查
被告該些傷勢僅約半小時已見消散跡象，形容是
比「父母細個時用藤條打仲輕啲」。
至於雙腳大腿上被釘「十」字的釘書釘傷
勢，賴世澤指雖「頗恐怖，入晒肉」，但程度
比刀鎅大腿的傷勢輕微，只是「幾新奇」。他
又觀察到被告雙腿各有 5 處「十」字釘，形狀
和傷勢都對稱，認為若是被他人施襲，少有會
如此設想或計劃地造成，故傾向是自殘造成，
因為「人哋傷害你就求其打落去」。

無掙扎傷痕「擄走」
不合理
案情指被告在整個被擄走過程中，曾遭人拳
打、迷暈、搬運、綑綁四肢鞭打、再迷暈、搬
運、最終棄置在石灘，過程複雜。賴指，被告
除腹部和雙腳大腿傷勢外，不見身上有其他傷
勢。他指手腳被綁一般會有瘀傷和擦傷，被鞭
打一般亦會掙扎受傷，即使昏迷下被搬運，除

非使用擔架，否則也會有輕微瘀傷，但被告的
手指、手臂、背部等都沒有被搬動的傷痕。賴
直言：「幫唔到林先生嘅故事話被綁過。」

稱
「被迷暈」僅驗出精神藥
賴又質疑被告聲稱被一條不知是毛巾或是紙
巾的物件掩口鼻即告暈倒的過程，情節古怪，
不合常理，這在醫學上是不可能。
賴解釋指，坊間一直對哥羅芳有誤解，以為
掩一掩口鼻即可「瞬間迷暈」，事實若要用揮
發性氣體弄暈一個人，需要幾分鐘。
賴又指，一般人若被化學劑大力掩實口鼻，
必定會大力掙扎，因為「唔知會唔會死，係生
死存亡」，口鼻附近應有瘀傷、擦損而造成發
炎，但被告沒有以上傷勢，實屬奇怪，除非被
掩者非常合作。
此外，根據事後的毒理報告，賴指在被告的
體內沒檢測到任何揮發性氣體的殘餘物，反而
有一些精神科藥物，包括鎮靜劑和安眠藥，但
相信該些藥物並非透過毛巾輸入體內。

◀林子健肚皮傷
痕幾乎全部呈平
行狀，法醫指或
由其自殘造成。
資料圖片

控方反駁辯方論點
辯方

控方專家證人

遭拳打、迷暈、搬運、綑綁四肢等，未
必一定會留下傷勢

除非「公主抱」，否則機會是「微乎其
微」

被告遭「粗暴」對待是個人猜測

據被告說法，疑犯應是以「粗暴」方式對
待

大腿受傷卻沒有盡快求醫，因傷勢無生
命危險

不同人會因應個人背景或者政治因素，或
作出異於常人的反應

使用的
「迷暈藥」
有可能是作
「軍事用途」
或效果不為人知

無法評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肚傷
■呈「左邊低、右邊高」平行狀且打在同一位
置，似用右手鞭打自己造成
■自殘一般會選擇可清楚看見、較不敏感的腹
部，因可自行拉高衫「望清楚嚟打」
■傷勢僅約半小時已見消散跡象，比「父母細
個時用藤條打仲輕啲」

腿傷
■雙腿各 5 處「十」字釘，形狀和傷勢都對
稱，應是自殘造成居多，因「人哋傷害你就
求其打落去」
■一般人若遭釘書釘傷害，按常理會立即拔
釘，因會擔心發炎或破傷風

虛構故事
■遭人拳打、迷暈、搬運、綑綁四肢鞭打，最
終棄置在石灘，過程複雜，理應身體其他部
位如手指、手臂、背部等留有被搬動的傷
痕，但被告沒有

無即時求醫 唯自殘能解釋
至於被告受傷獲釋後卻沒有即時求醫，反而
「好安樂咁去瞓覺、開記招」，賴指做法很奇
怪。因為一般人若遭釘書釘傷害，按常理會立
即拔釘，因會擔心發炎或破傷風。
他認為，有些人自殘後，即使傷勢恐怖，但
表現仍會「寧舍安樂」，不會緊張求診，如法
庭接受被告屬自殘，便能解釋為何他當日出席
記者會後才求醫。
控方昨日上午完成舉證，裁判官裁定被告表
證成立。林子健決定不作自辯，辯方下午開始
傳召英國法醫及法律醫學專家作供。

■體內沒檢測到任何揮發性氣體殘餘物，但驗
出鎮靜劑和安眠藥成分

■前年8月林子健（左） 在何俊仁（右）及林卓廷（中）陪同下，召開
記者會，聲稱被「擄走虐打」。
資料圖片

■受傷後卻「好安樂咁去瞓覺、開記招」卻非
求醫，如法庭接受被告屬自殘，便能解釋為
何被告當日出席記者會後才求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辯方專家同意傷勢可自殘
辯方傳召的專家證
人，是英國法醫及法律
醫 學 專 家 Dr. Jason
Payne—James。 他 在 庭
上供稱被告身上的傷
勢，與被告自己描述的受襲情況吻
合，但不能確認傷勢是在自殘抑或是
被他人襲擊下造成。
Jason Payne—James 指，根據不同的
力度，所受的傷亦不同，大致可由發
紅、瘀傷、腫脹、皮膚裂開、及皮下
骨折等遞進。若是被鈍物襲擊的傷勢
如呈紅腫狀態，一般會在 6 小時內消

&

退；瘀傷則因人而異，不能單從顏色
判斷受襲的時間。
他形容被告的肚皮和大腿均有線狀
傷勢，大部分屬瘀傷，經鈍挫產生，
造成的力度屬中度。
Jason Payne—James 同意控方專家分
析，即相關傷勢可能是由自己造成，但
他亦舉例指如有人站在被告身後或在左
腳下方擊打，亦能造成相關傷勢。
至於被告大腿上的釘傷，因需經醫
療程序移除釘書釘，故不算是輕微或
表面傷勢。至於釘傷為何呈「十」字
形狀，他無法評論。

他又指，被告身體其他部位沒有傷
痕，對本案並不重要，因被告不一定
全身均遭人擊打。
總括而言，被告身上的傷勢與其自己
描述的受襲情況吻合。惟遇襲造成的傷
勢亦可模仿是由自殘而成，反之亦然，
故醫學證據不能經常作相關辨識。
Jason Payne—James 在盤問下，同意
無法確定被告遭襲擊時，襲擊者身處
的確實位置，而施襲者可能是站在被
告的後方施襲，亦只屬其中一個可能
的情節。聆訊今日繼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