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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醉打爸媽 包姪女還柙
曾怨母不夠愛她 控方：親人稱Amina有自殺傾向

■梁振英在fb再講林子健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民
主黨創黨成員林子健前年自編自
導自演在旺角鬧市被擄走一事，
日前被法庭以「明知地向警務人
員虛報有人犯罪」判監禁5個月。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社
交網站撰文，認為事件本質是以
誣告方式、有針對性地陷害中央
政府和特區政府，性質惡劣，認
為5個月的刑期太輕，和誣告成功
的惡劣影響不成比例，沒有阻嚇
作用，擔心林子健之流日後會再
作完美計劃，重演另一場「『強
力部門』禁錮、毆打和恐嚇香港
市民」的鬧劇。
梁振英在 facebook以《誣告反

坐 林子健案、泛民的誣告和檢舉
共犯從犯》為題，指出中國古代
刑法有一條原則，就是「誣告反
坐」，即是如果誣告他人犯某種
罪，誣告者就要倒過來接受這種
罪的刑罰。梁振英形容，這是中
國人的智慧，因為誣告他人實在
太易，但被誣告的人要證明自己
清白，往往百辭莫辯，「因此法
律要嚴懲誣告者，以儆效尤。」
他續批評，反對派濫用執法制

度和司法程序，濫用言論自由和
新聞自由，肆意誣告或誹謗他
人，例子多如牛毛，林子健不是
第一人，而是次事件亦包括民主
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和其他以民
主黨為首的大批反對派。
梁振英指出，有關人等在記者
會上誣衊中央政府，甚至指控特
區政府是中央的「幫兇」，並以
英語重複指控，訴諸國際。他形

容，有關指控引起極大迴響，而受害的是
全國和全香港的國內外聲譽。他續說，如
果沒有閉路電視的記錄，中央政府和特區
政府在此案將百辭莫辯，水洗難清，即使
只有兩成人相信他們的說話，在香港，人
數亦數以百萬計，在國外則是以億計。
他進一步闡述有關影響︰「中國的國際

聲譽會受影響，人權記錄會蒙污，香港的
投資評級會下跌；『泛民』食髓知味，日
後杯弓蛇影，捕風捉影、子虛烏有的案件
會無日無之。現在得以還中國政府一個清
白，只不過是林子健設計執行誣告計劃時
破綻百出，不減他誣告本質的惡毒。」
梁振英指出，若根據「誣告反坐」的原

則，一般人作出被內地人員跨境「禁錮、
毆打和恐嚇」的誣告，理應要反坐兩三
年，以抵償有關方面的聲譽損失和在被誣
告後法院錯判的風險。
因此，是次入獄5個月的判刑太輕，和誣
告成功的惡劣影響不成比例，不能剎止林
子健之流日後另找一個沒有閉路電視的場
景，再次自編自導自演另一場「『強力部
門』禁錮、毆打和恐嚇香港市民」的鬧
劇。
他更認為，林子健案不應到此為止，因

為犯誣告罪的不只林子健一人，「在浩瀚
無垠的普通法中，要找出檢舉共犯從犯的
法律依據相信並不太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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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42歲的Bokhary Amina Mariam被
控在吊銷駕駛資格期間仍駕駛、沒有

使用第三者保險，及襲擊致造成他人身體
傷害等6控罪，分兩案處理。
控罪指，被告今年1月31日在跑馬地成

和道景光街，被暫停駕駛執照期間，仍在
道路上駕駛車輛；以及沒有備有有效的汽
車第三者風險保單。
至於分案控罪，則指被告於今年2月某

日及本月16日，在跑馬地肇輝臺嘉苑某單
位內，三度襲擊母親 Rhoda Mariam
Bokhary-Arculli，以及本月16日在上址寓
所內襲擊父親Bagh Ali Shah Bokhary，因
而被控共4項襲擊罪。

闖母親房間擲花盆潑水
控方昨在庭上透露，Amina有酗酒習

慣，醉酒時會情緒波動及變得暴躁，曾威

脅父母，若警察上門拘捕她，她便會燒毀
住所。又曾在凌晨闖進母親房間，投訴母
親不夠愛她，繼而向母親擲花盆、洗衣袋
及膠水瓶等物，又向母親潑水及推倒母
親。Amina的親人更聲稱她有自殺傾向。
對於Amina上月中未按保釋條件到警署

報到，其代表大狀指被告2月13日因肺炎
入院，留醫6天才能出院，即使出院後仍
未完全康復，遂在家中休養，大狀強調被

告是在寓所被捕，非存心不到警署報到。
控方反駁指，警方早於2月28日及本月5

日聯絡被告的代表查詢其狀況，但沒有回
覆。其後警方收到信件，指被告雖已出院
但仍抱恙，亦沒有呈上醫療證明。
據悉，Amina前日在跑馬地肇輝臺的寓

所被警方拘捕時，一度情緒激動，終需五
花大綁送往律敦治醫院檢查，其後再被鎖
上手銬帶返警署扣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有

襲警前科的特區終審法院前非常任

法官包致金姪女 Bokhary Amina

Mariam（包姪女），今年1月在跑

馬地被揭發涉嫌無牌駕駛被捕後，

上月15日因未按保釋條件到警署

報到，遂在上周四（14日）被警方

通緝，直至前日終在跑馬地寓所被

捕，更被指涉嫌襲擊父母。她昨被

押送東區法院提堂，毋須答辯，法

庭將案押後至4月1日再訊，以索

取其精神科報告判斷是否適合答辯

及受審，其間需還柙看管。

▲包致金姪女
涉停牌駕駛。

資料圖片

▶棄保被通緝的包致
金姪女在跑馬地寓所
被捕送院。

陪審團退庭商議8小時無裁決

港鐵沙中線紅磡站自去年12月10日開
始鑿牆檢驗鋼筋螺絲絞牙扭入螺絲帽情
況，其後發現「陣列式超音波檢測方
法」與實際量度存有誤差而要暫停檢
驗，終在上周五起使用改良版的檢測方
法恢復檢測工作。路政署昨日公佈首批
檢測結果，發現截至昨日的18個檢測樣
本中，8個扭入螺絲帽的長度少於37毫
米的標準，佔總數近半，最短一支鋼筋

僅扭入螺絲帽9.5毫米，其外露扭紋數目
更達9個至10個，遠超最多兩個的上
限。另外，亦有發現8個螺絲帽未妥善連
接鋼筋，當中涉及只連接一邊鋼筋及兩
邊未有連接鋼筋。
根據螺絲帽供應商的資料，正確安裝

螺絲頭的準則為螺絲頭最多外露兩個扭
紋、扭入螺絲帽的長度至少需要有40毫
米，而測試容許的量度差距為3毫米，故

扭入螺絲帽的長度少於37毫米便會視作
不達標。根據路政署的最新公佈，18個
鋼筋檢測樣本中，8個不達標，其中一個
位於東西走廊B區月台層板近東面連續牆
頂部的樣本，僅扭入螺絲帽9.5毫米，其
外露扭紋數目更達9個至10個。
另一個位於東西走廊C3區月台層板近

西面連續牆底部的樣本，在改良檢驗方
法前的扭入螺絲帽的長度為20.86毫米，
根據改良後的方法檢測後，其扭入螺絲
帽長度亦只有16.4毫米，外露扭紋數目
亦有7個至8個，不達標情況更嚴重。不

過，亦有樣本以改良版方法檢驗後，由
原本不合格變成合格。
路政署同時公佈，有9個樣本未能成功

完成檢測，當中3個因「陣列式超音波檢
測」未能提供可靠結果，其餘是因為螺
絲帽兩邊並無或只有一邊連接鋼筋、沒
有安裝螺絲帽或詳情有待進一步查證。
路政署並指，今年1月17日至1月26
日在東西走廊C1區至C3區月台層板內
發現的共5條止水帶，已核實確認全為設
計圖內的細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改良版驗筋 18樣本近半肥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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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林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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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隊長」容偉
業。 資料圖片

■被告李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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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梁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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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19歲中四男生，昨
日早上與一眾同學，由老師帶到康文署轄下的荃灣城門谷
運動場上體育課時，事主作緩跑熱身後突告暈倒，老師雖
已即時為他急救及通知學校報警，惜男生送抵醫院搶救無
效證實不治，家人接獲噩耗，傷心欲絕。警方經調查後，
相信無可疑，惟死因需稍後剖驗確定。

曾家中昏迷 證患心臟毛病
上體育課跑步後昏迷猝死男生姓肖（19歲），是路德
會呂明才中學中四學生。據悉其成績中等，品行良好，特
別喜愛運動，惟去年曾在家突然昏迷，送院檢查後證實患
有心臟毛病，事後家長已通知校方上體育課時不能做劇烈
運動。
校長馬玉娟對事件感到哀傷及不幸，她指昨日早上10
時許，該校體育老師帶領兩班男同學合共約20人，到距
離學校約400米外的荃灣城門谷運動場上體育課。事發時
學生正進行慢跑熱身，事主無異樣，惟不久突告暈倒地
上。
馬校長續指，體育老師有即時為事主進行急救，包括使

用康文署的自動心臟去顫器，並通知學校報警。
校方收到通知報警後，由副校長及社工跑至運動場協
助，校方亦立即通知男生家長，救護員隨後到場將男生送
往仁濟醫院搶救，惜最終證實不治。
就不幸事件，馬校長稱校方已啟動危機處理小組，由社

工、教育心理學家及班主任向同學提供支援及輔導。
稍後學校亦會發家長信通知其他學生家長，提醒留意子

女的情緒變化。

中四男生體育課跑步猝死

■中四男生在運動場跑步後暈倒，送往仁濟醫院後
證實不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本土民主前
線」前發言人梁
天琦、「美國隊
長」容偉業，以

及李諾文、林傲軒共4人，被控2016年
農曆年初一深夜至年初二清晨的「旺
暴」案中，在砵蘭街參與暴動、非法集
結等7宗罪，案件在高院經67天審訊、
法官昨晨第5天引導陪審團後，中午開
始由9人陪審團退庭商議裁決，法官指
最好能作一致裁決，否則亦要最少達成
七比二裁決。
惟陪審團經近8小時商議至晚上仍無
結果，法官遂指示陪審團先行休息，今
晨9時半繼續。
梁天琦、李諾文、林傲軒及容偉業共

同各自面對一項暴動罪，指他們在2016
年2月8日農曆年初一深夜至翌日年初
二清晨，在旺角砵蘭街參與暴動。此
外，容偉業另涉2016年2月8日在旺角
亞皆老街、山東街及花園街參與暴動，

因而被加控3項暴動罪，他又涉在砵蘭
街參與非法集結和煽惑他人非法集結，
以及在亞皆老街襲擊警員孔憲裘，故即
容偉業在本案中一共面對多達 7項控
罪。
案件由去年 12月 3日開始在高院審
訊，本月12日開始由法官黃崇厚引導4男
5女組成的陪審團。本案主控早前的結案
陳詞指，梁天琦等人明知當晚衝擊警方防
線實屬不智，但仍然向前衝，全為向人展
示「本土民主前線」敢於挑戰警方、敢於
用激烈手法爭取他們心中認為「正確」的
事，以測試組織的「認受性」及展示組織
的「凝聚力」。
黃官昨日上午繼續引導陪審團，並就

所有被告面對的控罪作出引導。在梁天琦
方面，由於梁在暴動前4小時已現身現
場，黃官指陪審團可考慮梁該段時間做過
的事，逗留目的和意義。另在黃台仰叫
「3、2、1，去！」前，梁曾向黃表達對
「衝前」的看法，陪審團是否接納此一說

法，由陪審團決定。
至於在黃台仰叫出「3、2、1，去！」

以及人群衝前的一刻，可視為「關鍵時
刻」，但陪審團亦需考慮證據是否支持梁
與人群一同衝前，包括其行為是否反映了
他做了暴動所需的行為及心思意念，若全
部都是，就要裁定他罪成，若有任何一項
是否定，則要裁定罪名不成立。

最少達成七比二裁決
黃官最後提醒陪審團，指他們是本案

唯一事實裁斷者，只可考慮案中整體的證
據；在考慮大律師的陳辭時，要視乎有沒
有證據支持，亦要真誠地作出決定。陪審
團最好能作出一致裁決，否則亦最少要作
出七比二的裁決方為有效裁決。
陪審團隨即於中午12時許開始退庭商

議，惟至昨晚8時仍無結果，法官為確保
陪審團工作不會過勞，遂下令各人休息，
今天繼續商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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