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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要聞A1 ■責任編輯：郝 原 ■版面設計：余天麟

●女行政主任證供「合情合理」、「實
話實說」，肯定被告許智峯在搶奪手
機時有使用一定力量

●被告明知行為可能接觸到事主身體，
但一心想搶手機，導致事主感到「惶
恐」和「憂慮」

●女行政主任事前已獲立法會秘書處批
准進入大樓，其工作可界定為公務

●許智峯不是執法者，無權要求女行政
主任交出手機搜證

●未獲授權下取閱手機內的檔案，已
符合不誠實取用電腦罪中「獲益」
的定義

●判刑有機會影響許的議席，但法庭不
能太看重這一點，否則變相令議員有
特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判 詞 摘 要判 詞 摘 要

搶手機3罪成立
許智峯隨時坐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婷）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

峯，去年 4 月在立法會審議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

例草案》期間，於立法會大樓

內，強搶保安局女EO（行政

主任）的手機。他昨在東區裁

判法院被裁定「普通襲擊」、

「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取用電

腦」及「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

務」三項控罪成立，惟獲准繼

續保釋，候下月10日判刑。裁

判官裁決時指出，看不到本案

是「政治檢控」，同時質疑許

並無真誠悔意，明言有可能判

其即時監禁，而判刑有機會影

響其議席。

身 兼 立
法 會 和 中
西 區 區 議
員 的 民 主
黨 成 員 許

智峯，昨日被法庭裁定普
通襲擊、妨礙公職人員執
行公務及不誠實取用電腦
3項罪名全部成立，惟其
議席會否受影響，則需視
乎下月的判刑而定。根據
機制，議員涉刑事罪行被
判囚1個月或以上，或面
臨被褫奪議席；倘被判入
獄逾 3 個月，則 5 年內不
得參選。

判囚3個月或以上

5年禁選議員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立法會

議員觸犯刑事罪行被判處監禁1個
月或以上，將面臨被譴責，經立法
會在席三分之二議員贊成，便可解
除其議員職務。條文亦列明未得立
法會主席同意，連續3個月缺席會
議而無合理解釋，主席可宣佈其喪
失議員資格。

與此同時，根據《立法會條
例》第三十九條規定，被判入獄
逾 3 個月，不論是否獲緩刑，有
關人士不得於 5 年內參選。換言
之若許智峯被判監逾 3 個月，將
無法於今年底區議會選舉、明年
立法會選舉，以及2023年再下一
屆的區議會選舉參選。

最嚴重罪名 可囚5年
許智峯被裁定罪成的 3 項罪名

中，刑罰最嚴重是涉及香港法例第
二百章《刑事罪行條例》第一百六
十一條的「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
取用電腦」。任何人只要有意圖犯
罪、有不誠實意圖而進行欺騙等目
的而取用電腦，均屬違法。一經循
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

至於普通襲擊罪的罰則，根據第
二百一十二章 《侵害人身罪條例》
第四十條，任何人因普通襲擊而被
定罪，即屬犯可循簡易或公訴程序
審訊的罪行，可處監禁1年。

另外，若有任何人抗拒或阻礙公
職人員或其他依法執行公務的人，
根據第二百二十八章 《簡易程序
治罪條例》 第二十三條，可處罰
款1,000元及監禁6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議員：一貫野蠻 罪有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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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質疑無悔意 下月判刑 無關「政治檢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立
法會議員許智峯的強搶女EO（行政主任）
手機案，三項罪名全部成立，將於下月10
日判刑。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許智峯搶手機的行為嚴重有
違市民對立法會議員的期望，事件性質嚴
重，法庭裁決其罪名成立，是罪有應得，希
望他能作深切反省。

必須還女EO一個公道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批評，許智峯搶

手機行為，不符公眾對立法會議員的期望與
應有的態度，更超出了立法會議事規則的規
管範圍。她說，立法會議員擁有的權利已較
一般人多，若有不滿也不應該發洩在前線工
作人員身上，今次許智峯更是動手搶女EO
手機，行為野蠻。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認為，許智峯
是罪有應得，是次法庭判決能夠還女EO
一個公道，更可向許智峯表明其議員身份
不是犯罪的擋箭牌，「議員知法犯法，更
是罪加一等。」她批評，許智峯仍在庭上

辯稱是政府作出「政治檢控」，反映他毫
無悔意。

民主黨包庇縱容所致
她亦不認同辯方求情時稱許智峯有「良好
品格」，批評許智峯今年4月才再次於中
西區區議會上搶走民政事務處的投票箱，
「明顯是慣性搶嘢的流氓行為。」她並批
評，民主黨多年來包庇許智峯，令他變本加
厲，是次裁決正好令他為自己的違法行為負
上責任。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批評許智峯一
貫在區議會和立法會都有瘋癲行為，可惜
一直未有相應制裁，令他越來越囂張。他
希望許智峯是次被法庭判處罪成後，作出
深切反省。
另外，立法會內有關譴責許智峯的調查委

員會主席、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表示，
委員會已經決定，按着早前所訂的工作程
序，處理許智峯的個案。除搜集到所有的證
據外，亦會邀請有關人士出席聆訊，期望在
立法會暑假休會前，可以開始聆訊工作。

議
員
資
格
或
難
保

36歲的許智峯被控在去年4月24日，在香港中環立
法會綜合大樓內取用電腦、即
一部屬於香港特區政府的手提
電話，目的在於使他本人或他
人不誠實地獲益。案情顯示他
取得手機後，再躲入男廁16分
鐘偷看手機內容及將檔案用電
郵傳予自己。他亦被指於同日
在立法會大樓內襲擊及阻礙公
職人員、即保安局女EO梁諾
施。許智峯不認罪而受審。

許非執法者無權擅搜證
裁判官鄭念慈昨在裁決時指
出，女事主證供「合情合
理」、「實話實說」，肯定許
智峯在奪走其手機時有使用一
定程度的力量，否則不能搶去
手機。另亦不認同許指沒預料
事主會奮力保護手機的辯解，
認為他明知行為可能接觸到事
主身體，但一心想搶手機，結
果導致事主擔憂受到即時非法
暴力威脅而感到「惶恐」和
「憂慮」，故裁定許「普通襲
擊」罪成。
鄭官續指，女事主當日的工
作是記錄議員行蹤，事前已獲
立法會秘書處批准進入大樓，
其工作可界定為公務，被告搶
去手機，確實妨礙女事主執行
工作。此外許智峯只是主觀地
認為女事主行為違反私隱條
例，但違反私隱條例並不屬
「可逮捕罪行」，許不是執法
者，無權要求對方交出手機搜
證。許在搶去事主手機後，更
在未獲授權下將手機內的檔案
用電郵傳予自己，即有「不誠

實意圖」，並符合不誠實取用
電腦罪中「獲益」的定義。故
此裁定他「妨礙公職人員執行
職務」及「有犯罪或不誠實意
圖取用電腦」罪名成立。
許智峯被裁定罪成後求情，

但多次被裁判官反駁。許承認
自己的行為超越社會可接受的
規範，惟質疑法官在審訊每宗
涉及政治檢控的案件都會問到
「係咪為咗公義就大晒」。
鄭官隨即打斷許的陳詞，稱

看不到本案有任何政治檢控的
基礎，強調裁決是基於許強搶
證人手機，並在未獲授權下將
資料外傳。
鄭官最後決定將案押後至下

月10日判刑，並先為許索取社
會服務令報告。

不能令議員變相有特權
鄭官又指，許在早前求情稱

已知錯及有悔意，但在庭上卻
不斷指摘證人「閃縮」、「鬼
祟」，故對其是否真誠後悔有
保留，更明言有判處即時監禁
的可能性，而判刑有機會影響
其議席，但法庭不能太看重這
一點，否則變相令議員有特
權。
許智峯獲准繼續保釋候判。他

昨日在離開庭時稱，案件尚未判
刑，會待判刑後與律師團隊研究
再決定是否上訴，並透露已就政
府「全程監察小組」（俗稱狗仔
隊）監察議員的行為是否違反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一
事，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上
訴，暫時排期於9月進行聆訊，
稍後會公佈詳情。

控罪全成立控罪全成立33
11、、普通襲普通襲擊擊

22、、有犯罪或不誠實有犯罪或不誠實
意圖取用電意圖取用電腦腦

33、、妨礙公職人員執妨礙公職人員執
行職務行職務

區會立會鬧事 常處 狀態癲峯 &

■■許智峯許智峯（（右右））去年在立法會內強搶保安局去年在立法會內強搶保安局
女女EOEO手機被警員帶走助查手機被警員帶走助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許智峯(紅圈)在立法會
拉扯扭打保安人員。

■許智峯擅自使用揚聲器
擾亂會場被逐離。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於2011年出選中西區區
議會選舉獲勝，開始其從政生涯。但他在擔任區議員
期間，卻不斷作出惹火的行為，令不少市民反感。

搶咪導致區會流會
許智峯過去多番在中西區區議會鬧事，包括於

2016年與時任區議員蕭嘉怡辯論會議程序時，上前
搶奪和關掉蕭嘉怡的咪高峰，最終導致會議流會收
場。2017年討論關閉皇后大道中郵政局，許智峯與
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捷貴爆發肢體衝
突，需報警處理。

開會爭執撞人倒地
直至去年中，許智峯與中西區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
員會主席陳財喜就政府遲交文件問題發生爭執，同樣
流會收場。去年底許智峯與區議會副主席陳學鋒起爭
執，更令陳學鋒在混亂中被撞倒地。

搶手機後未有收斂
許智峯在立法會涉暴力搶奪女職員手機後，也未有

收斂，保釋期間再演鬧劇，在區議會財務委員會會議
上，強搶主席李志恒的文件和屬於民政事務處的膠
箱，再以「規程問題」阻礙會議進程，拒絕交還政府
財物，令會議被迫中斷，最後在大部分議員同意下，
由秘書處報警處理。

會場「爛仔」常被逐
其實許智峯的「爛仔」行徑，實不勝枚舉。他曾

在人大就宣誓爭議釋法後的立法會會議上，不按原
定題目發言，被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下令趕離會議
廳；在討論修改議事規則的會議上，曾因在座位櫃
桶放置揚聲器及發出聲響，再被趕離會議廳。他亦
曾在國歌法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在座位叫囂擾
亂會議而被趕離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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