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峯搶phone」輕判 講聲Sorry保議席
官質疑拒認罪與「真誠悔意」牴觸 議員：罰社服令欠阻嚇力

網民點睇
Sean Chen：搶完嘢，被人指責左（咗）兩日先出黎
（嚟）話道歉，咁叫有悔意？仲有開埋人哋部機睇完，搶加
未經許可使用他人財物，判240小時所謂社會服務令同
（罰）$3800，法庭係鼓勵其他人去犯同樣罪行？

Giselle Wong：唔單止笑騎騎，仲要好理直氣壯、覺得
自己做得啱咁企出嚟話會繼續抗爭。

Ka Yin Chau：即係你強搶咗其他人嘅任何野（嘢），閃
埋一邊，玩完一大輪，然後再施施然比（畀）番（返）個物
主，其實喺個法官嘅角度都係冇得益而個物主係冇損失嘅！
真係荒天下之大謬！

Jeffrey Yiu：判決相當有鼓勵性，原來搶嘢都係判社服，
會唔會從此香港多咗搶劫呢？

Pakseng Tam：過要做咗議員先得。不用坐牢……香港
真的與別不同。

Toby Chi：議員真係大哂（晒），做左（咗）非常好榜樣
出黎（嚟）。

Strong Wan：知法犯法，有前科、無悔意！無理由判咁
輕。不單止無阻嚇性，直情變相鼓勵啦！

Candy Ho：提醒在議局（會）返工女士，小心保管你哋財
物，搶匪無事又返嚟。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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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判詞摘要
●許智峯是立法會議員，判
監無疑對其議席、日後參選
或家庭有影響，但法庭不可
單單考慮其議席而遷就或改
變恰當的判刑

●許智峯犯罪前應估計對家
庭的影響，不應於罪成後以
家庭因素要求法庭從輕發落

●許智峯的感化報告提到「真誠悔意」與其答辯不
吻合，質疑其悔意是在定罪之前，還是定罪之後才
出現

●許智峯承認因衝動及解決問題能力低而不智犯
案，承諾不會重犯，案中亦無個人或金錢得益，案
件是「十分罕有」，政府亦無損失，所洩漏的資料
也非秘密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妨礙司法公正 劉夢熊終極敗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葛婷）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搶手機案，昨在

東區裁判法院判刑。裁判官在判刑時質疑

許智峯不認罪，與感化報告所稱的「真誠

悔意」有牴觸，本來判處社會服務令並不

適合，但許智峯最終向感化官「認錯」，

承諾不會重犯，裁判官最終判他240小時

社會服務令及罰款3,800元。有立法會議

員質疑判刑過輕，向社會釋出錯誤訊息，

並促請律政司上訴，重判一個更具阻嚇力

的懲罰（見另稿）。許智峯今次雖逃過牢

獄之災，得保議席，但仍要面對黨內聆

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商人劉夢熊2013年接受
廉署調查他與東方明珠所涉串謀貪污案期間，向前特首
梁振英及廉政專員白韞六發電郵要求終止調查，最終因
妨礙司法公正罪成判囚18個月。
劉前年2月在赤柱監獄服刑完畢後就定罪提出上訴，
特區終審法院上月9日聽取其上訴理據後，即時裁決他
終極敗訴，昨再頒佈判詞解釋理據。

特區終院常任法官張舉能在判詞中指，無論是特首或
廉政專員均有能力左右或影響廉署調查，認為控方毋須
提證確立特首及廉政專員有合法權力終止或影響調查，
已足夠證明劉夢熊妨礙司法公正。劉夢熊在廉署調查期
間，向前特首梁振英及廉政專員白韞六發電郵威脅引爆
「政治炸彈」，顯然有妨礙司法公正的傾向。
案情指，劉夢熊2013年1月8日因涉嫌串謀詐騙被廉
署拘捕，他翌日即指示私人秘書起草和發送電郵予梁振
英及白韞六，要求二人終止廉署調查，否則將引爆「政
治炸彈」。他又於接着一天再向梁振英送交一封信件，
副本抄送白韞六，聲言要向傳媒及中央政府揭露「驚天
內幕」。
至於劉夢熊在東方明珠石油詐騙案中，最終獲裁定全

部控罪不成立，但同案的女商人翼小紅及前財務女總監
葉瑞娟，則分別被判囚7年及5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

劉友光）九龍城一間由前歌手黃
寶欣合資經營的麵包西餅店，昨
晨被人向鐵閘淋潑疑混有起漆水
紅油，員工返回上班時發現報
警。
警方列作「刑事毁壞」案處

理，暫未有人被捕。
現場為九龍城侯王道24號「酥

妃皇后」麵包西餅店，由前歌手
黃寶欣與友人合資經營，主打酥
皮蛋撻，黃亦不時到店舖幫手收
銀及與顧客打交道。
昨午黃接受傳媒訪問時稱，懷

疑事件與員工糾紛有關，惟不太
確定，已交生意拍檔處理，亦不
會太擔心自身安全。
昨晨7時許，一名55歲女職員

返回店舖準備工作時，赫見大門
鐵閘遭淋潑紅油，於是通知負責
人及報警。警員到場證實鐵閘被
潑紅油面積約3呎乘5呎、而鐵閘
部分本身的油漆亦受損剝落，不
排除紅油中混有起漆水，案件現
交由九龍城警區刑事偵查隊組第5
隊跟進。
據悉，探員到現場翻查閉路電

視片段蒐證後，已鎖定一名青年

疑與案有關，現正追查其下落及
犯案動機。
現年54歲的黃寶欣，當年參加

第四屆新秀歌唱大賽入行，其間
與鄭敬基合唱一曲《酒杯敲鋼
琴》而成名；約20年前，黃由娛
樂圈轉投保險業，其後與男友結
婚做全職家庭主婦。
至多年前，黃與丈夫因感情問

題離婚後，與友人合資經營「酥
妃皇后」麵包西餅店，首間店舖
於2010年在上海開業，至於昨日
遭刑毁的店舖是2017年在香港開
設的首間分店。

前歌手黃寶欣西餅店遭淋漆
■前歌手黃寶欣合資經營的西餅店昨晨遭人向鐵閘淋潑疑混有
起漆水紅油。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餅店前地面有紅色油漆。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瘋鴿」之稱
的許智峯，強搶女EO手機案件最終被判三項罪
名全部罪成，竟被輕判240小時社會服務令及罰
款3,800元。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對是次判
刑感非常失望，擔心此例一開將助長會議暴
力，律政司應該上訴。
葛珮帆昨日表示，她收到不少市民反映指許

智峯明搶手機，加上是次被控的三項罪行都是
嚴重的罪行，竟然不用坐監，只罰款了事，是
不公道的。有家長更向她反映，指許智峯明搶
手機、欺凌女性卻只獲輕判，會向社會釋出錯

誤及危險的訊息，擔心孩子會「有樣學樣」。
她指出，由事發至今，大眾都目睹許智峯毫
無悔意，而裁判官早前裁定許智峯罪成時曾質
疑他並無真正悔意，惟感化官卻指許智峯有
「真誠悔意」，實在難以令人信服。

指判刑過輕 盼律政司上訴
法庭在許智峯犯下嚴重罪行，而缺乏悔意的

情況下判社會服務令，社會嘩然。葛珮帆相信
不少市民與她一樣，希望律政司提出上訴，改
判一個更有阻嚇力的懲罰。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
2011年於中西區區議會選舉中
當選，開展其從政生涯，在議
會作出不少「癲峯」之作，其

「爛仔」行徑實不勝枚舉，令市民反感。
許智峯過去多次在中西區區議會搞亂，

阻撓會議進行，如在2016年與時任區議
員蕭嘉怡辯論會議程序時，上前搶奪和關
掉對方的咪高峰，會議在混亂中宣告流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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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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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導致流會收場。去年
底，許智峯與中西區區議會副主席陳學鋒
起爭執，陳學鋒被撞倒地。
許智峯在立法會涉暴力搶奪女職員手機

後，出位行徑也未有收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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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拒絕交還政府財物，令會議被腰斬，最後
在大部分議員同意下，由秘書處報警處理。
他亦是立法會被趕出場的常客，曾在討

論修改議事規則的會議上，因在座位櫃桶
放置揚聲器及發出聲響，被趕離會議廳，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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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珮帆：憂開先例 助長會議暴力

「癲峯」搞亂議會「爛仔」惹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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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
搶手機案昨被判搶手機案昨被判240240小時社小時社
會服務令及罰款會服務令及罰款33,,800800元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攝

在立法會去年4月審議《廣深港高鐵（一地兩
檢）條例草案》期間，許智峯於立法會綜合

大樓內強搶保安局女行政主任（EO）梁諾施的手
機。事隔逾一年，現年36歲的許智峯被裁定「有
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普通襲擊」及
「阻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三罪成立。
案情指，許智峯當日在大樓內取用電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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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並被指同日在大樓內襲擊及阻礙公職人員、即
梁諾施。許智峯不認罪因而受審，及至上月27日
在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
用電腦」等三罪罪名成立。

官：法庭不可單考慮議席而遷就
裁判官鄭念慈昨判刑時指出，許智峯否認控罪及
在庭上不斷指摘受害人「閃縮」、「鬼祟」，跟其
所說的悔意有牴觸，又認為許智峯的感化報告所提
到的有「真誠悔意」與其答辯不吻合， 更質疑其
悔意是在定罪之前，還是定罪之後才出現。
鄭官續稱，被告是立法會議員，判監無疑會對其
議席、日後參選或家庭有影響，但法庭不應過分看
重這一點，法庭亦不可單單考慮其議席，而遷就或
改變恰當的判刑，否則就是對議員有特權。

阻礙執行職務 盛惠800元
鄭官又指，被告面對一項「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
而取用電腦」控罪性質嚴重，涉案手機更是搶奪得
來，加上他不認罪及悔意不足，本來判處社會服務
令似乎並不適合，但許最終有向感化官認錯，承認
自己當初因衝動及解決問題能力低而不智犯案，承
諾不會重犯。
同時，許在案中無個人或金錢得益，政府亦無任
何金錢損失或機密資料被洩露，形容案件是「十分
罕有」，經考慮後決定以最高標準判處他240小時
社會服務令。
另外一項「普通襲擊」罪，鄭官指許沒有案底，
其行為雖有令女EO感到「惶恐」和「憂慮」，但
程度不算嚴重，女事主亦無受傷，故判罰款3,000
元。至於最後一項「阻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罪，
由於女EO事後很快已獲iPad繼續工作，只阻礙了
一段短時間的公務執行，故判罰款800元，即該兩
罪合共罰款3,800元，罰款會從擔保金中扣除。許
智峯獲判刑後離開法庭時，再次對案中女EO表示
歉意，又指會與律師商討是否上訴。

■裁判官鄭念慈
資料圖片

20192019年年
33月月2525日日

33月月2828日日

55月月0909日日

55月月2727日日

66月月1111日日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東區裁判法院開審東區裁判法院開審

許智峯被裁定三項罪許智峯被裁定三項罪
名表證成立名表證成立

立法會決定在有關刑立法會決定在有關刑
事案件裁決後召開研事案件裁決後召開研
訊訊

許智峯被裁定三項罪許智峯被裁定三項罪
名成立名成立

許智峯被判許智峯被判240240小時小時
社會服務令及罰款社會服務令及罰款
33,,800800元元

「「峯搶手機峯搶手機」」案時序案時序
20182018年年

44月月2424日日

44月月2525日日

44月月2626日日

1010月月1616日日

立法會審議立法會審議《《廣深港高鐵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一地兩檢))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期間期間，，許智峯在會議室許智峯在會議室
外搶走保安局女行政主任外搶走保安局女行政主任（（EOEO））梁梁
諾施手機諾施手機

女事主報案女事主報案。。許就事件致歉許就事件致歉，，承認承認
曾在洗手間內翻看手機內容曾在洗手間內翻看手機內容，，警方警方
即日到立法會搜證即日到立法會搜證

許第二次道歉及向女事主發道歉許第二次道歉及向女事主發道歉
信信，，民主黨中委會即時凍結其黨籍民主黨中委會即時凍結其黨籍

警方落案控告許智峯警方落案控告許智峯「「有犯罪或不有犯罪或不
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普通襲普通襲
擊擊」」及及「「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
三項罪名三項罪名

下次攪珠日期：6月13日(星期四)

6月11日(第19/065期)攪珠結果

頭獎：$26,687,540 （0.5注中）

二獎：$2,322,390 （1注中）

三獎：$85,420 （72.5注中）

多寶：$13,34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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