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有「長洲覆核王」
之稱的郭卓堅，聯同另一名市民葉慶祥，上周向高
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庭頒令強制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就近月的示威及警察執法問題成立獨立調
查委員會。原訟庭在收到其申請後，昨日頒佈書面
判詞，指法庭無權命令特首或行政會議成立委員
會，郭葉兩人的申請無可供爭議之處，亦無合理勝
算，是濫用法庭程序，所以拒絕受理其申請。
高等法院法官周家明在判詞中指出，根據《調查
委員會條例》，只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會同
行政會議，才有權成立調查委員會。法院本身並無
權力成立調查委員會，亦無權命令行政長官及行政
會議成立。而行政長官與行政會議亦無法律上
的義務去成立調查委員會，所以申請人一方
說他們對此有合理期望的說法並不成
立。
同時，申請人並無指出，要就哪
一宗事件成立調查委員會，亦
無提出調查的範圍是什麼；
在此情況下，就算成立調查委
員會，該委員會也無法正常運
作。
周官指出，法庭以前已多次重申，法

院的司法覆核程序，並不是用來解決政治議

題。今次申請涉及應否成立調查
委員會之事，完全是一項政治
爭議，法庭並無權力代為
決定。申請人今次興訟
是濫用法庭程序，
法庭必須拒絕其
申請。

民記招賢獻計 教港青回正軌
籲全社會通力合作 防「攬炒」校園欺凌歪風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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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葛婷）8月

29日，大批黑衣
口罩黨在深水埗警署

門外非法集結，有人以
鐳射光照射警署內警員，有

人更向警署投擲石頭。其中一
名被捕的20歲女學生李倩瑩被控

一項暴動罪，於9月3日在九龍城法院
提堂時，署理主任裁判官嚴舜儀批准她保

釋外出，但拒絕她離港交流的申請。李倩瑩
向高等法院申請更改保釋條件，高院法官邱智

立昨日考慮現有證據後，批准她於本月24日至明
年2月期間到波蘭留學進修，更批准她毋須出席今

年11月11日的聆訊。
20歲女被告李倩瑩，是在台灣升

讀大學的香港青年，被控於8月29日
在深水埗警署對面，連同其他不知名者參

與暴動。本月3日提堂時，控方庭上陳詞指，
警方拘捕李倩瑩時，在她身上搜出一支「鐳射

槍」。法庭將案件押後至11月11日再訊，以待警
方進一步調查，被告獲准以5,000元現金保釋，但
須遵守每日晚上10時至翌日早上6時的宵禁令，
不准進入深水埗警署外牆100米範圍以及不可離開
香港、交出旅遊證件、居住於報稱地址及每星期到
警署報到。
被告昨日向高院申請更改保釋條件，要求離港往

波蘭進修。高院法官邱智立觀看律政司提供的相關
片段後，認為現時證據並非律政司所指的「強而有
力」，又稱進修「有助鼓勵青年」，故批准李倩瑩
更改保釋條件，保釋金由5,000元改為20萬元，准
她在本月24日至明年2月4日離港到波蘭進修，在
港期間需遵守晚上10時至早上6時的宵禁令，每逢
星期一晚上6時至9時到馬鞍山警署報到，需居住
於申報地址，如更改地址需於24小時內告知警方。
另外，李原本需於11月11日出席本案的提訊，

惟由於她當時已身在波蘭，法官批准她豁免出席提
訊，但控方需通知她下次出席聆訊的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在6月21日黑衣人
包圍灣仔警察總部期間，人稱「佔旺畫家」的潘浩
超涉嫌襲擊7名警務人員、毀壞警總外牆和扶手電
梯、以粗言辱罵警務人員和向他們展示不文手勢
等，被控9項罪名，案件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再提
堂。控方指，懷疑被告另牽涉其他案件，與本案的
證據有關連，要求再將本案押後至9月25日，以待
進一步調查，其間反對被告保釋。
被告透過律師以1,100元申請保釋，又表示願意

遵守不離境等一系列保釋條件，惟裁判官最終拒絕
其擔保，繼續還柙。
潘被控的9項控罪，包括1項參與未經批准集

結、1項刑事毀壞
罪及7項襲警罪。控
罪內容指，被告被控於
今年6月21日，在灣仔軍
器廠街灣仔警察總部外，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違反《公安條
例》，無合法辯解而損壞屬於香港警
務處的牆及扶手電梯，及襲擊7名正在執
行職務的警務人員，包括女督察譚柔慧、警
長文振寰、偵緝警長方志洋、偵緝警長盧偉
東、偵緝警員陳梓軒、偵緝警員盧焯基及警員梁綽
熙。

88．．2929涉暴動女生涉暴動女生
獲准赴波蘭留學獲准赴波蘭留學

「「佔旺畫家佔旺畫家」」被控被控99罪禁保釋罪禁保釋

跳閘歪風勿輕視 蔑視法治禍害深

「「法庭無權命令特首法庭無權命令特首」」官批郭卓堅濫覆核官批郭卓堅濫覆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煽暴派不斷散播8月31日太子站事件所謂「警察打死人」的謠言，
「民主派會議」召集人、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昨日突然舉行記者會，聲稱從「一個朋友」處取得一份消防處有

關太子站的所謂「行動記錄文件」，提出所謂3項「疑點」，更聲言「今時今日的香港公權力架構要掩飾死人個案
難說不可能」。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毛孟靜為達個人政治目的，以真確性成疑的資

料作為指控消防處「講大話」的「證據」，是在煽動市民不信任特區政府。

稱從「一個朋友」獲記錄
毛孟靜昨日在記者會公開一份從自己「一個朋友」處獲得的所謂8．31當晚消防員在太子站的通話記錄，在「輯錄整理」後提出所
謂3項疑點，包括當晚傷者人數報告從10人變成7人；油麻地傷者不應計算在太子站傷者中；基於她「一位醫生朋友」的說法，
認為將傷者送往荔枝角站上救護車的做法不當。

她要求消防處公開現場對話錄音及文字記錄，又聲言「香港任何公權力架構，已盡失香港人信任，過往在香港
很難掩飾死人個案，但今時今日難說不可能」云云。

消防處昨晚在回應時重申，由於當時站內情況混亂，傷者分散不同位置，其位置亦時有轉換，令消
防處人員在初步點算時可能有重複計算部分傷者。

消防處續指，救護指揮官當時安排了7名傷者在月台上接受初步治理、分流及集中於
一個地點處理後，沒有其他人向救護人員表示需要協助。當晚，最終在現場需要
救護服務的7名傷者，全部經一列特別列車由救護人員護送到港鐵荔枝角
站，再由候命的救護車分別送往明愛醫院及瑪嘉烈醫院治理。為釋
除疑慮，消防處今日會舉行記者會，進一步交代情況。

消防處強調，政府多個部門早前已多次澄清，從油麻
地站送到廣華醫院的3名傷者與太子站的傷者完全
無關。當晚，消防處是在與警方商討後，
考慮到太子站外情況不利運送，故
安排港鐵專列將該3名傷者載
到荔枝角站，再分別轉
送明愛及瑪嘉烈
醫院。

何啟明：

內容疑寫「劇本」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

明指出，警方、消防處、醫
管局及港鐵代表已在聯合記
者會中詳細、清楚地解釋了
當日的情況，揭穿縱暴派連
日散播的謠言，為免煽動仇
恨的「努力」付諸流水，毛孟
靜遂「製造」更多疑點，而毛
孟靜在記者會上，並無出示
所謂「消防處對話」的原始
文件，令人懷疑有關內容是
縱暴派所編寫的「劇本」。
他批評，縱暴派已聯同

暴徒將整個香港社會拖落水，是時候收手，倘有
關人等繼續無事生非，最終只會被市民唾棄。

自製「證據」屈消防
建制批毛姨煽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全社會的共同

責任，民建聯昨日舉行「繼續前行：教育與青年」圓桌會議，邀請特

區政府官員與教育專家、青年代表等，一同為解決年輕人面臨的深層

次問題建言獻策。與會者指，現在一些香港青年不惜「以身試法」、

「攬炒」，顯示價值觀已出現扭曲，強調中史科、國民教育和推廣正

確價值觀的工作刻不容緩。而面對令人擔心的校園欺凌問題，與會人

士認為這不只是教育界的事，呼籲全社會通力合作防止悲劇發生。

為協助香港繼續前行，民建聯舉行系列圓
桌會議，昨日進行第三場，主題為「繼

續前行：教育與青年」，邀得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及教育界專家和青年代表出席，探討
處理當前香港年輕人面臨的深層次問題。
張建宗在會前表示，政府非常重視青年工

作，教育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希望通過
教育讓年輕人加深對國家的認識，擁有香港
情懷和國際視野，成為有承擔、有正向思維
的負責公民。他續說，面對如今的困局，政
府沒有氣餒，希望社會盡快回復平靜，同時
政府會用開放、謙卑的態度打開對話大門，
繼續聆聽社會意見，了解青年對社會的不
滿。

李慧琼：深層次矛盾未解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指，在近日的持續衝突

事件中，不少年輕人衝在最前線，激進者甚
至放棄前途「以身試法」，不惜「攬炒」，
在他們眼中，香港法治、社會基礎、「一國
兩制」都不需要珍惜。

她續說，每一代的年輕人都有激情、衝動
的共同特點，但香港這一代年輕人在當下，
相關特點表現得尤為突出，她促請社會反
思，年輕人的衝動行為是否源於無法分享經
濟發展的成果，或因公共政策未能解決長期
存在的深層次矛盾等，她認為，要檢視現行
教育制度體制和課程，能否幫助學生建立正
確的價值觀和國家、民族觀念。

張國鈞：欺凌扭曲道德觀念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在會後表示，針

對近月令人擔心的校園欺凌事件，圓桌會議
的與會者達成共識，認為防止校園霸凌不只
是教育界的事，也是社會所有持份者的事。
他強調，欺凌行為會降低學生的道德標準，

對其未來發展亦非常有害，甚至會扭曲香港幾
代人的道德觀念，希望全社會與學校校長、老
師、辦學團體、家長、同學等一起，一同防止
校園欺凌，不把政見分歧帶入校園。
他表示，圓桌會議檢討了青年教育的種種問

題，特區政府官員亦承諾，在止暴制亂之餘，
會深切檢討造成青年人不滿的深層次問題，包

括房屋、學業、創業、就業、教育等，特區政
府亦認識到，新世代的青年人不只追求「住
房」和「人工」，他們更重視對社會事務的參
與，追求社會公義和生活質素，特區政府會更
謙虛地接受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和批評。

顏汶羽：須即推正確價值觀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指出，與會教育專

家認為，中史科和國民教育至關重要，推廣
正向思維及正確價值觀亦刻不容緩。有講者
關注到，「激進示威者」在衝擊後從用八達
通搭港鐵離開，到買單程票，再到直接「跳
閘」搭霸王車，被制止後更不認錯，反映了
部分青年人的價值觀已明顯扭曲。因此，港
鐵和教育單位都應思考，如何在確保社會秩
序的情況下，延續香港的正確價值觀，相信
與會官員會思考如何落實這方面的工作。
青年民建聯主席施永泰表示，民建聯在會

上亦提出多項青年相關的建議，包括擴大官
方委員會下青年自薦計劃的規模；盡快落實
青年宿舍等政策；通過交流活動培養青年人
的國家情懷等。

■■民建聯圓桌會議民建聯圓桌會議。。 民建聯供圖民建聯供圖

梁志祥：

千方百計打擊政府
全國政協委員、新社聯會長梁志祥批
評，縱暴派不斷散播有關太子站的
謠言，已不但要煽動仇警情緒，
更牽連到其他紀律部隊，證
明有關人等千方百計全方
位打擊特區政府，尤
其是維護社會穩定
的骨幹部門，手
段惡劣。

何俊賢：

輯什麼也可以啦！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何俊賢批評，毛孟靜
身為立法會議員，卻
以真確性成疑的資料
惟恐天下不亂地廣為
散播，又質疑倘這些
「證據」屬實，就應
該光明正大地取出原
件來，而非自行輯
錄、「改編」，「如
果這樣，毛孟靜想輯
什麼也可以啦！」

港鐵配合警方執法，不再讓港鐵成為暴徒「避難
所」、「逃跑地」之後，經常有黑衣口罩黨搭港鐵時
跳閘，近日更有網民在呼籲「全民跳閘」，「不要讓
港鐵賺錢」云云。有老師說：「香港人一向遵紀守
法，做事有規有矩。跳閘最大的問題，是敗壞香港社
會價值觀，破壞法治意識，不講規矩。更甚的是，有
人煽動學生先由『輕微』的違法行為做起，扭曲其社
會價值觀，動搖法治的根基，令後生仔以為有政治訴

求就大晒。這種歪風一定要剎住，不容以
個人訴求凌駕社會秩序和

法治精神，否則香港就會大亂。」
有「連登仔」星期一發起所謂「全民跳閘」運

動，過去兩日有人受其蠱惑，在搭港鐵時一邊叫囂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一邊肆無忌憚地跳
閘逃票。老師話：「這種行為等同盜竊，跳閘就是
搭霸王車，同高買無區別。《港鐵附例》講到明，
乘客搭車是必須持有有效車票，違例者可被徵收
500元附加費，亦可能會被檢控，最高可被罰款
5,000元。懲罰跳閘逃票有法可依。」
該老師認為，港鐵必須秉公辦理，「過去兩日，

港鐵加派職員對跳閘的人採取行動，前日更有一名
男警員在港鐵站制止跳閘逃票，其間遇到反抗，跳
閘者涉嫌襲警被捕。亦有市民主動制止和拍下跳閘
者的醜態，這是正義的行為，對違法就是要敢於出
手制止。」

老師直言：「一直以來，香港以法治社會著
稱，香港人出名遵紀守法、有規有矩。但是反修
例風波鼓吹違法暴力，拿着政治訴求當令箭，為所
欲為，不僅破壞法治，更令到香港社會風氣敗壞，
年輕人變得無規無矩。搭港鐵可以跳閘，那去餐廳
吃飯、去戲院睇戲，是否高叫『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就不用給錢？有
人認為港鐵不支持他們、配合警方執法，所以就要
懲罰港鐵，這些說法真是『教壞細路』。每個人有
不同訴求，不可能所有訴求都會得到滿足，難道都
要宣洩不滿、報復社會？就算一個家，也不可人人
稱心如意，難道就要打罵父母手足、毁了整個
家？」
該老師指出，連串暴力衝擊已經對香港造成很大

破壞，大家必須企出來對不文明、不守

法的行為說「不」，「大家都見到，現在有身穿校
服的中學生，集體跳閘逃票，還不以為然，不以為
恥，這就是反對派、煽暴派長期用所謂『逆權運
動』的歪理教壞年輕人。」老師憂心忡忡地說。
老師表示：「跳閘逃票行為，反映的是社會價值

觀被扭曲，法治根基正在被動搖，所有真心愛香港
的人都不想見
到。香港不能
再亂下去，是
非黑白不能被
顛倒，香港才
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