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三槍都無罪」暴民煽搶警槍
利用案件脫罪借題發揮 各界憂累港陷法制淪喪險境

激進分子恐怖留言
黎明公主：搶槍係自然反應。

你是我的眼：開3槍都無罪，大家識做。

一塵不染：即係話以後有手足俾狗用不合理暴力制服/
拘捕嘅話，打X佢甚至搶佢槍射佢嚟自衛都好大機會
打得甩。

侵侵侵侵侵侵：睇黎（嚟）殺狗都唔會判有罪！

GoldmanSex：下次而（啲）狗掂我一下攞槍爆佢頭！

魏書洛陽城：大家準備搶槍！

將軍澳流川楓：阿蛇準備好全民搶槍未？

為協助暴徒脫罪，煽暴派、縱
暴派等無所不用其極。有青年被
控涉搶槍連轟三發，辯稱警員使
用過度武力後，陪審團便裁定無
罪釋放，更令暴徒更感「士氣大

增」，紛紛在網上傳授成為陪審員的方法，聲
言要「全世界登記做陪審員救義士」云云。
縱暴派、暴徒在連登等網絡平台呼籲大家申
請成為陪審員，更提供登記步驟、範本、表格
鏈接等一站式服務。相關帖文受到不少縱暴派
中人和應，聲稱此舉是「陪審員不合作運
動」，更紛紛聲言要提交申請。
早在非法「佔中」爆發前夕，就有人在高登

聲稱要利用陪審團具備的否決權，聲言將此視
為「保護公民抗命權的利器」，申作陪審員因
此而成為暴徒虎視眈眈想要擁有的企圖脫罪利
器。
根據司法機構資料，在刑事案件審訊中，陪

審員須根據案件中的事實，決定案中的被告人
是否有罪。在死因研訊中，陪審員則須決定死
者的致死原因及與死亡事件有關的情況。
香港出任陪審員需要符合年滿21歲但未滿65

歲；精神健全而並無任何使其不能出任陪審員
的情況如聽覺或視覺的損傷等；品格良好，及
熟悉聆訊時所採用的語言。符合出任陪審員資
格人士，人事登記處處長會把其名字納入陪審

員名單內，並由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發出通
知，通知將會把其列入陪審員名單內。高等法
院司法常務官每兩年編制一份陪審員臨時名
單。
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每星期以隨機抽選的方

式，從陪審員名單內抽出若干數目的陪審員。
每宗有陪審團參與的審訊，在選任陪審團時，
都是在公開法庭以抽籤方式，從被傳召出席的
陪審員中選出。

黃英豪：陪審團無法「申請」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黃英豪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指出，陪審團資格與教育水平掛鈎，
合資格的香港居民會被自動列入陪審團名冊，
並沒有「申請」一說，更不能「申請」做某個
案件的陪審員。
至於爭當陪審團以為「義士」脫罪，黃英豪
奉勸網民，「不要太天真」。他解釋道，每次
陪審團成員都會隨機抽取幾十人，最後再選出
七人至九人，控辯雙方的律師都可以根據該人
的背景和對答來反對其擔任陪審團成員。
他強調，香港普通法是行之有效的制度，市

民不需太擔心，也要對法官有信心。若法官在
引導陪審團做出判決時有偏頗、疏漏，如有需
要，律政司亦會就公眾關注的個案進行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根茂、杜思文

香港文滙報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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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31歲男被告陳俊鍵，被控於2018
年3月15日在廣林苑茂林閣19樓一

個單位外，意圖拒捕而向警員林煥欣射
擊。另一罪則指他同日為抗拒被合法逮捕
而使用一支警用左輪手槍。

仇警網民渲染「開槍無罪」
案件經過十天的審訊後，5男2女陪審團

於5日中午開始退庭商議，其間陪審團欲得
知「合法逮捕」的法律定義，以及被告拒
捕而兩度開槍後會否令警方拘捕被告變得
合法。法官回應指，陪審團應考慮被告開
槍時的「意圖」，而無論最初的拘捕是否
合法，被告開槍射擊亦是過大暴力，被告
一旦開槍便令警方就有合理理由作出合法
拘捕。5男2女陪審團退庭商議7小時後，
一致裁定被告兩罪均不成立。
就是次裁決結果，網民在討論區紛紛發

表意見，有人表示對被告脫罪感到意外，
其中有相信為仇警的網民更表現雀躍，將
裁決與現時連場暴亂及襲擊警員掛鈎，更
斷章取義及借題發揮，大肆渲染「開槍無
罪」，有人在網上聲稱：「咁樣開三槍都
無事，陪審團真係好緊要」、「法治不
死、大家準備搶槍」、「我哋唔會搶槍
㗎，但此例一開，正義必定可以伸張，還
義士一個清白。」

揚言搶槍「自衛」大機會脫罪
有仇警網民貼文指：「黑警自己驚青開

槍想屈人，法官明智」。有網民留言稱：
「陪審團不合作運動，所以陪審團大量要
人」。有人更言之鑿鑿稱：「只要手足認
為被警員用不合理武力制服拘捕，可以搶
佢槍射佢來自衛都好大機會打得甩。」但
也有網民認為，裁決只是基於證供有疑
點，與現在的局勢無關。
有網民則鼓吹合資格的自己友申請擔任

陪審員，以便法院日後在審理近期暴動案
時可以「發揮所長」（見另稿）。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黃英豪表示，網民

很多都沒有看過完整的判詞，刑事案件必
須毫無疑點，被判無罪並不是證明搶槍是
「正確」的，因此不能用一個個案就推知
其他「搶槍」都可以判無罪。若有意圖搶
槍，必會產生肢體接觸，會首先涉嫌襲
警，煽動人襲警，煽動者也已觸犯刑事罪
行。

盧瑞安：唆使搶警槍很恐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直言，唆使他

人搶警察佩槍，是很恐怖的訊息，甚至會
讓香港法制陷入淪喪境地，亦希望警方密
切留意網上鼓吹「雀躍搶槍」的危險行
為。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搶槍

無罪」的判決結果在社會中散播了負面消
息，但判決由陪審團做出，所以未必影響
香港法院的聲譽，但對犯罪的縱容，會令
香港治安水平進一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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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龍」結婚擺酒 網民踩場撒溪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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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數月來，警方慘成眾矢之
的，連家屬亦被殃及。一位遭
到起底的警察昨晚在沙田擺酒
舉行婚禮，未料連登仔、fb卻
有人煽動買花圈去「贈慶」，
更聲稱要在酒席「加重料」，
「賀賀佢哋，炒慶個場，既合
法又開心」云云，並有逾百網
民聚集婚禮現場響應，進入酒
店撒溪錢「示威」。多位建制
派立法會議員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批評，這樣的做法完
全是離譜，絕對不是為了什麼
訴求，「連他人做喜事的自由
都要剝奪，又有什麼資格談論
自由？」
網上昨日有人爆料稱，機場
特警速龍小隊成員吳Sir晚上會
在沙田舉行婚禮，「呼籲」網
民到場「慶賀」，甚至要網民
買花圈去「贈慶」。未料，昨
晚真的有逾百口罩黑衣黨準時
到達現場，圍堵舉辦婚禮的酒
店、撒溪錢、用大聲公唱歌、
喊口號，破壞新人的人生重要
時刻。

陳克勤：超過文明社會界限
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批評，
破壞婚禮是很過分的做法，已
經超過文明社會可以接受的界
限。
有關人等可以對警方的做法
有意見，但這是警察非當職時
間，是私人舉行的婚禮，無論
如何都不應該這樣去騷擾，

「這是很沒有道德、完全離譜
的做法，絕對不是為了什麼訴
求或者政治要求。」
他續說，民建聯此前已就警
方家屬被起底、子女被欺凌、
以及住所被騷擾等問題向保安
局提過建議，希望能向警察及
其家屬提供情緒輔導，以及在
醫療、社會福利方面提供一些
幫助等。而保安局方面亦表
示，將認真考慮、盡其所能幫
助前線警員。

陸頌雄：激進分子無人性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批評，這

些激進分子已經沒有了人性，
「連他人做喜事的自由都要剝
奪，又有什麼資格談論自
由？」該警察是在非執行公務
期間，慶祝結婚，是人生的喜
事，真的不知道激進分子未來
是不是連白事都要搞，「紅白
事是不可以搞的，黑社會都不
會這樣搞人。」
陸頌雄指出，香港市民亦是

會看在眼裡，激進分子這樣做
只會令全城憤怒，亦希望有理
智的人能夠與這些激進者割
席，無論持何立場，都不應該
如此。
不少網民亦看不過眼。

「Plm Apple」批評，「（這類
行為是）不知所謂！腦殘到極
點！」「Poon Kiki」則指是
「養不教 父之過 教不嚴 師之
惰」。有人更直言此類行為是
「垃圾」。

香港文匯報訊 「聽到有人罵我們警犬，當然不會開心，但
若不懂去平衡自己的心態便輸了。」加入警隊20年、兼任警
察傳媒聯絡隊隊員的東九龍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主管方先生昨
日在接受中通社訪問時表示。

傳媒聯絡隊：對罵毫無好處
在方先生看來，面對示威者的謾罵，雖然有時也想要反駁，

但轉念一想，對罵於整場暴力風波毫無好處，那麼倒不如做好
警察傳媒聯絡隊的工作，在自己的崗位上，為化解各方對立和
矛盾略盡綿力。
負責在現場協助傳媒工作、與傳媒溝通並處理與媒體有關的

事件，及分擔前線人員的傳媒聯絡工作的警察傳媒聯絡隊，
200名隊員絕大部分是由各警隊部門的警員，利用自己的工餘
時間，以自願性質兼任。近3個月以來，警察傳媒聯絡隊的隊
員自6月至今出動超過1,500次，和前線警員一樣走到暴力示
威衝突的最前線，承受着示威者的辱罵言辭。然而，不同的
是，前線警員負責執法，而警察傳媒聯絡隊隊員則是專責協調
記者在示威現場的採訪工作。
方先生告訴記者，有時候身處示威現場，即使是專業的傳媒

工作者，也會被當時的氛圍影響，放任情緒主導記者應該保持
的冷靜和中立。
他憶述，他曾在示威現場勸喻一名記者回到行人路上，以便

警方稍後進行推進的工作。然而，該名記者怎樣也不願聽從他
的建議，於是他便語重心長地提醒那名記者說：「你是專業的
記者，我也是專業的警察，別忘了保持專業。」語畢，該名記
者便冷靜下來，回到行人路上，跟警方防線保持一個適當的工
作距離。

轉載「肉搜」資料 笑言「幹得不錯」
雖然警察傳媒聯絡隊的工作讓方先生被人肉搜尋，但他選擇

以幽默面對事件對生活造成的影響。他曾把網上關於自己的
「肉搜」資料，轉載分享至個人臉書上發放，並留言寫道：
「幹得不錯。」
方先生除了被「肉搜」外，在近3個月以來，他更犧牲了自

己的休息和跟家人相處的時間。儘管如此，他也覺得值得。
他滿懷愧疚地表示：「老實說，其實傳媒聯絡的工作對前線而

言作用不大。」然而眼見警隊目前的困境，若作為警隊一分子的
自己也不支持「前線兄弟」，那麼他們豈不是更孤立無援嗎？
因此，方先生希望繼續透過警察傳媒聯絡隊的工作，省卻「前

線兄弟」在行動上的負擔，以及解決和減少前線警員和記者間的
分歧與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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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截圖 ■去年發生的搶槍轟警案，陪審團一致裁定被告兩罪

名不成立。圖為當日被告被捕押上警車。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