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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
峯在2018年4月在立法
會審議《廣深港高鐵(一
地兩檢)條例草案》時，
涉嫌在立法會大樓強搶政

府女高級行政主任（EO）的手機。許
智峯早前被裁定普通襲擊、阻礙公職人
員執行公務及不誠實取用電腦三罪罪
成。案件昨日在東區法院判刑，裁判官
判處許智峯240小時社會服務令及罰款
3,800港元。

根據 R v Brown (1981) 3 Cr App R
(S) 294, 295 和 HKSAR v Chow
Chak-man (1999) 2 HKC 659, 633 的
案例指引，法官考慮判處社會服務令的
6項主要元素，包括被告已經表現出真
誠的懊悔和目前只有輕微的再犯風險。
許智峯不認罪，確實有使用暴力搶手
機，跟女EO有身體接觸及拉扯，令她
驚恐。許智峯在抗辯時盤問女EO時，
令到她難堪，再次遭受折磨，顯示許智
峯完全沒有悔意，行為超越了社會和法
庭的規範。
另外，上訴法院亦提及法庭在量刑時

需要考慮的判刑原則，包括就案件是否
適宜判處社會服務令時，法庭需顧及案
件的嚴重性的事項，如案情嚴重則應判
處阻嚇性的刑罰。
裁判官在判刑時表示，法庭判刑不會

考慮會否影響許智峯的立法會議員議席
或其家庭，因他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而不誠實取用電腦是嚴重控罪，涉案手
機更是他搶奪得來，認罪悔意亦不足。
不過，許智峯最後向感化官認錯，承

認自己衝動及解決問題能力低。裁判官
認為，許智峯重犯機會也不高，犯案亦
不涉個人利益，政府亦無甚損失，並非
什麼機密資料被洩，考慮後決定可判社
服令。
既然裁判官質疑許智峯沒有真誠的悔

意，而他只是試圖爭取社會服務令，避
免鋃鐺入獄，才向感化官認錯。而這宗
案件不但案情嚴重，而且破壞立法會的
尊嚴和香港的國際聲譽，更對年輕人樹
立一個極壞榜樣。故此，判刑必須要有
阻嚇性，即時監禁才是合理適當的判
刑，為何只判許智峯社會服務令和罰款
了事？
總括而言，筆者認為裁判官是犯了原

則性的錯誤，判刑不足夠，等同放生許
智峯。律政司司長應考慮提出刑期覆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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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修訂《逃犯條
例》，背後的理據是堅實

和清晰的，但香港仍有不少市民對修例
存有誤解也是事實，所以我們現時有必
要從釋疑及講解必要性的兩大角度，來
加強說服市民支持修例。

各位不妨試想一下，一個人在內地、
澳門或台灣等地方謀財害命，是否應該
承擔刑責？但依據現時的《逃犯條
例》，違法者只要能逃脫內地、澳門或
台灣等地的警務機關的逮捕，逃回香
港，便能夠逃避刑責。特區政府修例，
就是要堵塞現時的司法漏洞，讓干犯嚴
重罪行的人不能逃避刑責，更要避免
「危險人物」走入我們的社區，令香港
淪為「避罪天堂」。試問一下，這樣的
出發點、這樣的理由，難道還不夠充分
嗎？倘若要求干犯嚴重罪行的人罪有應
得是不公義，難道任由罪犯逍遙法外才
算是公義？我相信黑與白的界線是毫不
含糊的。
至於市民的疑慮方面，我留意到部分

人把《逃犯條例》修訂形容為「送
中」，甚至有些人說修例後需在香港遵
守內地的法律。有這個想法的人，要不
就是沒有認真看過修例內容的「真無
知」，要不就是「別有用心」。

依據特區政府的修例草案，所移交的
逃犯必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即犯
罪行為必須在兩個地方都屬於刑事罪行
才會移交。故此，修例通過後，港人在
香港仍然只需要遵守香港的法律便可以
了，所謂要在香港遵守內地法律的說法
根本無從成立，不是誤解便是抹黑。至
於在內地的時候，固然需要遵守當地法
律，而即使違反了當地法律並逃回香
港，但相關行為若然在香港並不算違法
的話，同樣不會移交。可見，即使修例
通過了，內地與香港的法律界線不會變
得模糊，更遑論模糊「一國兩制」？
我呼籲大家認認真真看一看《逃犯條

例》修訂的完整條文，從修訂原意及具體
條文上看，特區政府只是希望在外地干犯
嚴重罪行的人能夠罪有應得，以免讓他們
逍遙法外，以免讓香港淪為「避罪天
堂」，保障在外港人及在港港人的性命財
產安全。反對派不斷說「反送中」，但一
些干犯了內地嚴重罪行又干犯了香港嚴重
罪行的人，即使移交他們到犯罪地區作出
審訊，又有什麼問題？反對派是否認為港
人在外干犯殺人放火等嚴重罪行也不用移
交？是否要庇護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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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縱容暴力逼撤修例 主流民意不答應
反修例暴徒無視法紀，有組織、有預謀暴力衝擊警方防線，堵塞交通，導致多名

警員流血受傷，引發全城震怒。然而，反對派不僅不批評，反而以所謂「理解」來

表示對暴力行徑的支持。這不僅說明反對派正是暴力衝擊的推手，而且暴露反對派

企圖縱容暴力逼撤修例。反對派的這個圖謀絕不可能得逞。無論是暴徒的暴力行

徑，還是反對派縱容暴行的所為，都必須受到全社會的強烈譴責。昨日支持修例聯

署突破84萬，都是實實在在、憑良心寫下的真實簽名，彰顯支持修例主流民意強

大而牢固。社會各界應齊心支持建制派議員堅守崗位，在立法會及早審議通過修

例，讓《逃犯條例》漏洞及早填補，伸張法律公義，不容反對派縱容暴力再次衝擊

立法會正常審議。

姚志勝 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副召集人 太平紳士

反修例暴徒日前暴力衝擊金鐘一帶
和立法會示威區，挑戰法治底線，引
發全城震怒。反對派並未有收手，揚
言發動罷課罷市罷工反修例。特首林
鄭月娥昨日回應時，呼籲有關人士及

機構反思近年法庭對激烈行動的裁決，違反法律是有
後果的，反問違法衝擊行動對社會尤其是年輕人有何
好處？林鄭特首的提問，值得社會各界深思。

反對派縱容暴行也要受到譴責
警方在調查中，起出大量攻擊性武器，說明暴徒

日前發起破壞法治、危害公眾安全的暴力衝擊，是一
個有預謀、有組織的行動。任何有良心的香港市民，

只要看到一幕幕暴徒擲物放火、包圍踢打盡忠職
守警員的電視畫面，都會感到痛心。令人震

驚的是，反對派明言「理解有示威者在
知悉特區政府的聲明後，採取較激

烈的抗爭行動 」，毫不掩飾
為暴徒辯護，肆意縱容

暴力，凸顯反
對派正

是暴力衝擊的推手。無論是暴徒的暴力行徑，還是反
對派縱容暴行的所為，都必須受到全社會的強烈譴
責。
訓練有素的警隊面對衝擊果斷執法，迅速控制場

面，將立法會所受衝擊減到最低。然而，反對派為達
目的，已計劃發起連串行動，包括號召每日集會持續
至當日立法會會議結束，提早到立法會外進行包圍，
煽動罷課罷工罷市等。尤其需要關注的是，有「港
獨」暴徒擬模仿台灣「太陽花學運」，已部署兵分幾
路展開衝擊立法會甚至政總的行動，甚至使用自製的
「汽油彈」、「油漆彈」、小型弓弩襲擊警察。反對
派的代表人物、「議會陣線」毛孟靜聲稱，若集會者
提出物資等需要，定會支援。在暴力衝擊預謀下，反
對派以煽動圍堵手段升級抗爭，糾集罷課罷工人士到
場集會，為暴力行動造勢，讓立法會內外面對暴力衝
擊危機。反對派為逼撤修例無所不用其極，其心可
誅。

84萬簽名彰顯支持修例主流民意
由工商、專業、青年、基層等界別社會人士牽頭

成立的「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發起「護港安全撐
修例大聯署」，近兩個月來，支持人數持續上升，

至今已獲84萬名市民參與聯署，支持團體增至335
個。這些簽名和數據，都經過專業甄別和剔除，確認
聯署的公信力和透明度。84萬個實實在在、憑良心
寫下的真實簽名，彰顯支持修例主流民意強大而牢
固。撐修例的強大民意，支持特區政府堅定前行，如
期完成修例。反對派縱容暴力阻撓修例，廣大沉默的
真實理性民意力量，絕不會答應。
特區政府廣泛吸納意見，已對修例草案進行兩次調整。

為進一步紓解公眾憂慮，林鄭特首在反修例遊行後更已
提出四方面工作，務實回應不同的修例意見，包括向立
法會提交政策聲明，以加強人權保障等。經過特區政府
的具體工作，積極優化內容，支持修例的民意只會更多。
立法會今日將就修訂《逃犯條例》草案恢復二讀，修例
進入大直路。面對反對勢力在立法會裡應外合，以提
大量修訂、暴力衝擊手段，企圖拖死立法會審議，
社會各界更須齊心支持建制派議員堅守崗位，
在立法會內早日完成審議，通過修例，
讓《逃犯條例》漏洞及早填補，
伸張法律公義，以強大民意
挫敗反對派的圖謀。

有激進分子周一凌晨在立法會示威
區、中區交通要道製造有預謀、有準

備的暴力行動，公然衝擊警方防線，更企圖衝入立法
會，導致現場一片混亂，多名警員受傷。激進人士所
為不但危害公眾安全，而且肆意破壞社會秩序，損害
香港法治聲譽，必須予以強烈譴責！令人憂慮的是，
周一的衝擊可能是為之後的暴力衝擊立法會進行預
演，一些激進分子已揚言會將行動升級，隨時出現更
加嚴重的暴力衝擊，甚至重演當年非法「佔領」的一
幕。執法部門應該早作準備，廣大市民更應該了解到
這次修例的必要性、正當性，理性處理及討論修例，
不要輕易被人誤導最終損人損己。

這場衝擊敲響了立法會以至香港社會安全的警
鐘。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事後強烈譴責示威者暴力衝擊
立法會的行為，他並出示圖片稱，現場找到極具攻擊
性的物品，如長矛、電鋸、鐵鎚等。

令人失望的是，民陣作為遊行主辦單位，一直
強調遊行是和平、守法，但實際上卻包庇激進分
子，縱容違法衝擊行動，反對派政客事後更公然
為這些激進違法分子辯護，反映他們已經被政治
蒙蔽理智，顛倒是非黑白，罔顧法治與社會利
益。
事實上，反對派也是其身不正，在遊行後已經揚

言會將行動升級，近日更在社會上不斷煽動所謂罷工
罷課罷市，並發動市民在立法會門外聚集，並指如果
立法會就修例進行表決，他們將發動「佔領」立法會
行動云云。立法會是香港的立法機構，全世界的國會
都不容許所謂「佔領」，西方的民主國家如英國，在
國會門外甚至有大批警員荷槍實彈地駐守，不容暴力
衝擊，市民表達意見有其他渠道，但包圍立法會在全
世界都不被容許。
民陣如果堅持將行動升級，甚至發動市民包圍立

法會，這是對香港法治的嚴重挑釁，執法當局沒有理
由對這些行為聽之任之，必定果斷制止，不要讓「佔
領」重演。香港警隊一直以專業、克制、包容的態度
處理各種政治衝突，得到社會各界肯定，周一凌晨的
衝擊，警隊迅速穩定了局面，將違法者繩之以法，再
次說明警隊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如果激進分子一
意孤行要發動「佔領」，絕對不可能得逞，最終只會
成為別有用心者火中取栗的棋子，成為階下之囚，前
途盡毀，市民理應三思而後行。
立法會今天就修例進行二讀，條例草案提出後，

已經進行了四個月密集的討論，各界的意見都已經清
楚表達，政府的方案亦已作出了最大的回應，相信修
例會得到更多人的贊同和支持，現時已經有逾84萬
名市民參與聯署支持修例，支持修例的主流民意清
晰，立法會應該尊重支持修例的主流民意，理性處理
修例、支持修例，保障香港的法治安寧。

暴力衝擊立法會敲響香港社會安全警鐘
王亞南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2014年的違法「佔中」，在中央大
力支持下，特區政府沉着應對，順利
平息了「佔中」。反對派因為「佔
中」失敗軍心渙散、陷入低谷。這說
明反對派吃硬不吃軟，你越退，他便

得寸進尺；你巍然不動，耐心解說，據理力爭，他便
無力反撲。
今次反修例，反對派來勢洶洶，傾巢而出，不斷

誤導公眾，包括拍短片，虛構「豬肉佬」也會因修例
通過而被移交內地、受不公審訊的故事。這情況根本
沒可能發生。「豬肉佬」何來觸犯7年以上的罪行？
但反對派以鋪天蓋地的宣傳恐嚇市民，搞「報大數」
遊行。接下來，反對派又想出罷市罷工罷課的招數，
總之無所不用其極。
未來半個月，修例三讀通過之前，筆者認為政府

和建制派一定要保持定力，加大力度解說，提供更多

人權保障，確保修例一定通過。一旦通過了，反對派
的「恐嚇咒」便失效。若拖延下去，反對派則可永
遠使用「恐嚇咒」， 令香港擺脫不了「豬肉佬夢
魘」。
因此，筆者具體建議：
一，加大在社交媒體的宣傳解釋，以「懶人

包」、「一文睇晒」、拍短片的方式，表達「不修
例，若你的子女在台灣被殺，你根本沒法為子女討
回公道」的信息，質問「為何要放生殺人犯？」
「為何香港要成為洗黑錢者的天堂？」「我們不是
逃犯，為何要包庇逃犯？」
另外，透過傳統媒體，如電視、報章、雜誌等，

讓廣大市民和國際社會知道，有84萬市民簽名支持
修例（筆者親身試過，不可能重複簽名），讓人看清
撐修例才是主流民意。
二，商經局等部門，應痛陳利害，呼籲商會、市

民不要罷工罷市，不做反對派的「爛頭卒」。
三，教育局應總動員到各中小學，解說修例的人權保

障，勸喻學生千萬不要走「暴力抗爭」的歪路，否則前
途盡毀。要用日前西班牙把近100名台灣籍的電話騙案
疑犯移交內地的例子，說明西班牙政府和法院都相信內
地司法公正，香港有人不相信，不成理由。

從反修例以來反對派議員的瘋狂表現，到日前遊
行出現的暴力衝擊，情況反映，為了推倒修例，反對
派什麼都做得出，已經豁出去了，任何激進行為都可
以美化、合理化。這是必須清醒認識的。
特區政府、廣大市民不能退，只能站穩立場，沉

着應對，對暴力恐嚇絕不低頭。
當日審議「一地兩檢」，反對派不是說「公安會

跨境抓人嗎」？「一地兩檢」已通過並實施，任何侵
犯香港人權自由的情況都沒發生，反對派的「恐嚇
咒」失效了，這次反修例也一樣。

堅持通過修例，絕不能退！
馮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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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熱議修訂《逃犯修例》，主
流民意認為香港作為法治社會，不能成
為違法犯罪者的避風港。其實，對700萬
香港市民來說，會涉及逃犯移交影響的
少之又少，為什麼反對修例的聲音還有

一定市場？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誤導。比如說，「修訂
《逃犯條例》破壞了『一國兩制』」說，就具有很大的
煽動性，不僅把原屬法律問題政治化，更片面解讀「一
國兩制」，挑起市民的不滿。你靜心去思考，難道「一
國兩制」是允許香港成為逃犯的避難所嗎？
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人士指，香港回歸前，

中英雙方曾刻意剔除移交罪犯回內地，以保障「一國
兩制」，而此番修訂極大破壞「一國兩制」。這種說
法屬於誤導或者別有用心。反過來是在修訂《逃犯條
例》時歪曲了「一國兩制」的原意，變相讓市民覺得
「一國兩制」就是要讓香港成為逃犯的避風港。這無
論如何都不是事實。
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提出香港回歸祖國實行

「一國兩制」的方案，核心是香港實行資本主義的生

活方式不變，「舞照跳、馬照跑」。從來也沒有說
過，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可在犯罪後逃回香港就
能避過法律制裁。而相反，完善「一國兩制」，香港
更應該在回歸後，堵塞在異地犯罪後，將香港作為逃
避當地法律制裁的避風港。
回歸前夕，當時的立法局通過《逃犯條例》，香

港只能向與香港簽訂了雙邊協議的國家及地區移交逃
犯。問題是，回歸22年後，港府與不同司法區討論
司法協助進展緩慢，迄今簽署移交協議的國家及地區
只有19個，不足全球200個國家及地區的十分之
一，致使香港淪為「逃犯天堂」。同樣，香港人在境
外犯罪，只要逃回香港，就可以逍遙法外；亦有香港
人在香港境內犯罪，但只要逃到與香港沒有移交協議
的地方，則鞭長莫及，罪犯得不到應有的懲罰。

如今，亡羊補牢，為洗脫香港「逃犯天堂」的惡
名，港府擬修訂有關條例，以個案方式處理世上任何
一個司法管轄區的司法協助及移交逃犯要求，雖說姍
姍來遲，但總算走出了重要第一步。這當然是「一國
兩制」香港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重要一部分。

按照美國非政府組織「世界正義工程」發表的2018
至2019年度法治指數，香港在126個國家及地區排名
16，而美國排名20。美國與110個國家或地區簽訂了
引渡逃犯的協議，當中有不少國家或地區的法治排名都
比中國內地更低，包括：菲律賓、危地馬拉、墨西哥、
土耳其、津巴布韋、玻利維亞等。根據美國法警局的數
據顯示，當局每年平均處理350至600個將逃犯引渡到
美國的個案。美國與中國雖然沒有簽署引渡逃犯協議，
但近年，美國也有應中國要求引渡犯罪嫌疑人。
港府提出修例，建議涵蓋的46項罪行，包括謀

殺、貪污、商業欺詐、偽造文件等，並指出46項移
交逃犯罪行完全是「國際標準」，而在社會各界商議
中，政府不斷降低門檻，減少罪行涵蓋種類，甚至將
移交門檻進一步提高至7年，為減少公眾憂慮又能彰
顯法治的目的很顯然。
香港回歸以來實行「一國兩制」，一直以來得以

成為全世界社會生活穩定、經濟繁榮的重要地區，不
是因為它是「逃犯天堂」，而是因為民主自由法治帶
來的社會正義未曾改變。

「一國兩制」不是讓香港淪為「逃犯避風港」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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