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庇暴犯 詭辯「接待客旅」
律師：宗教絕不能凌駕法律 收留疑犯可構成串謀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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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教會學校變
身暴徒避風港的例子只屬冰山一角。8月5
日，縱暴派發起所謂的「七區集會」最終演
變成暴力衝突，更有暴徒攻擊黃大仙紀律部
隊宿舍後，躲進黃大仙天主教小學，被黃大
仙居民發現提出質疑。黃大仙天主教小學的
辦學團體天主教香港教區其後詭辯稱，當日
開放的只是小學內的天主教聖雲先小堂，並
沒有開放小學。不過，市民識破其「語言偽
術」，繼續向教育局投訴。局方近日召見黃
大仙天主教小學校監周偉文神父「了解情
況」，得到校方保證「不會再有類似情況再
發生」。

暴徒待警離後再暴衝
據了解，有黃大仙居民目睹，暴徒在8月
5日向黃大仙紀律部隊宿舍投擲磚頭、使用
鐳射槍滋擾，防暴警察經多次勸喻無效，遂
使用催淚煙驅趕及拘捕涉案者，其間暴徒到
處匿藏逃避追捕。有街坊目擊其中一批暴徒
躲進黃大仙天主教小學暫避，疑待警察離開
後，暴徒便從小學出來再次攻擊宿舍。有居

民質疑，該校涉嫌協助有可能違法的人逃避
法網，質疑其做法不當，遂向教育局作出投
訴。
但當有傳媒向黃大仙天主教小學的辦學

團體天主教香港教區查詢時，天主教香港教
區仍詭辯稱開放地方只限聖堂範圍。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向香港文匯報確認曾

收到相關的投訴和查詢，並就事件向學校管
理人員了解。局方已向學校嚴正申明，校方
有責任確保校舍的妥善管理和使用，為學生
提供合適的學習環境，以保障他們的利益；
學校其後亦因應事件檢討相關機制，以確保
不會有類似情況發生。
天主教香港教區轄下的天主教社會傳播

處則有另一說法，稱教育局人員只是向校方
及教區了解當日情況，強調堂區作為社區一
分子，該處「死口」說：「遇到有需要情
況，理所當然為公眾人士提供協助，此原則
並無改變。」
對此，有網民不滿指，「將神聖地方變

作藏污之所，收留暴徒以回氣攻擊黃大仙居
民及設施，其心可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名下的賽駒
「天祿」原定前晚（19日）於跑
馬地快活谷馬場出賽，惟早前有
傳網民發起圍堵跑馬地馬場，狙
擊其賽駒的行動，馬會經風險評
估後，基於安全考慮，取消當晚
所有夜馬賽事。何君堯昨日發表
聲明指，在香港動亂平息前，其
名下馬匹「天祿」暫停參賽，並
強調「馬兒無罪，愛國愛港無
罪」。馬會發言人則表示，會尊
重馬主就名下馬匹所作的決定。
何君堯在聲明中指，馬會前晚

取消賽事，對香港賽馬事業和廣
大馬迷造成的損失，他深表遺
憾。經與兩位合夥人商量後，為
支持賽馬事業健康發展及維護廣
大馬迷的合法權益，更為香港長
期穩定安寧着想，他決定在香港
當前動亂平息前，他的馬匹「天
祿」暫停參賽。
他表示，香港正常的社會秩序

和安寧不應受政治因素干擾和破
壞，他相信在香港市民及馬迷共
同努力下，香港會重回正軌，

「天祿」也將重回賽場，娛樂廣
大馬迷，並強調「天祿」無辜，
愛國愛港無罪。
香港馬主協會前會長吳嵩昨晨

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則表示，留意
到有網民早前發起「幻彩耀天
祿」，擔心有人若圍堵馬場叫
囂，甚至以鐳射筆照射馬匹眼
睛。馬匹本性容易受驚，對騎
師、其他馬匹、觀眾亦會造成危
險，而不同意見者有可能衝突甚
至動武，影響到大量在場人士。
就有人質疑因一匹賽駒而取消

全晚賽事並不公平，吳嵩回應
指，若只取消頭一場比賽，對同
場的其他馬匹及其馬主、騎師同
樣不公平。
吳嵩指，補賽日子需再作研

究，但相信在今年度補賽有難
度，而取消賽事相信損失約1億
元稅收，營運開支、慈善捐贈方
面損失近5,000萬元。他強調，
馬圈是具包容的地方，不同政見
者在馬場內可聚首一堂，和平共
處，希望示威者自律，不要影響
賽事。

聖堂疑藏污 小學庇暴徒

煽暴派未有理會警方的反對通知書，上
周六照原定計劃在天水圍舉行非法集

會遊行，一班非法示威者一如既往搬鐵欄兼
堵路。他們其後被早已作好部署的防暴警員
「包抄」，惟人群中有人手持寫有「教會休
息站」的紙牌，並鬼祟地向個別非法示威者
低聲說話。香港文匯報記者隱約聽到那人叫
非法示威者到附近的教會「休息」，「去那
兒避一避，等啲狗（警察）收隊後，才乘車
離開。」

《蘋果》率先為宣道會「消毒」
其後，記者發現該休息站為基督教宣道會
天頌幼兒學校，並在門外觀察數小時發現，
不時有穿黑衣、戴口罩、手持長傘的年輕人
出入該校。香港文匯報其後曾透過電郵及電
話多次向宣道會作出查詢，但僅獲「正在了

解事件」的回覆。
《蘋果日報》昨日就率先為宣道會「消

毒」，就有關事件訪問了中文大學崇基神學
院院長邢福增。邢福增在訪問中聲稱，「教
會休息站」出發點是看到社區有實質需要，
實踐「接待客旅」的精神。
不過，他又稱有教會曾希望開放堂會但遭

反對而作罷，甚至有教會在遊行期間關門及
直接取消原有聚會，未知是否暗示教會內對
是否開放地方予示威者存在不同意見呢？

馬恩國：法律規管行為非信仰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

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明確指出，
「接待客旅」等「宗教理由」與「商業決
定」一樣，不能凌駕法律，更不能以此作為
法庭上的合理辯解，「例如我開酒吧，難道

我可以話：『進來的顧客都是為了要興奮，
因此我基於商業決定下可以合理販賣軟性毒
品？』法例就是法例，法庭面前人人平等，
宗教不是抗辯理由。」
他指出，法律是規管行為而非信仰，教會

可以心理上寬恕罪犯及為他人祈禱，但不應
有實際行動協助可能觸犯法例者逃避刑責。
雖然示威者一日未經審訊，法律上也不算有
罪，但教會也不能單憑「我不知誰是罪犯」
作為開放地方予示威者休息的理由，「要視
乎當時情況，如明顯有犯罪行為存在而繼續
開放地方，也可被視作罔顧情況而提供協
助。」
馬恩國解釋，任何人若提供場所予非法集

結者存放物資、提供場地讓非法集結者更換
衣服，可被視為協助罪犯，有機會觸犯《刑
事訴訟程序條例》第九十條的「協助罪犯」

罪；任何人若提供場所收容非法集結者，以
及隱瞞其行蹤或罪行，亦有機會干犯《刑事
訴訟程序條例》第九十一條。
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會長王吉顯亦

指，宗教並非抗辯的藉口。任何人如收留

或協助疑犯，均有可能構成串謀、包庇及
協助教唆等罪；如日後法庭將疑犯定罪，
警方可追究曾提供地方收藏他們者，「當
然，要先找出是誰決定或開門予疑犯入
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連串暴力衝擊當中，一眾暴徒往往能極速「消失」避過警方追捕。香港文匯報昨

日獨家踢爆，有人於早前天水圍非法遊行期間舉起寫有「教會休息站」的紙牌，着一眾黑衣人到附近的基督教

宣道會天頌幼兒學校暫避風頭。然而，宣道會至今仍未公開回應事件，「黃絲口舌」《蘋果日報》即急急為其

「消毒」。該報昨日引述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院長邢福增接受該報訪問稱，「教會休息站」出發點是看到社區

有實質需要，實踐《聖經》中「接待客旅」的精神云云。有律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宗教理念絕不

能凌駕法律。「法例就是法例，法庭上人人平等，宗教不是抗辯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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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頌幼兒學校門口標明「教會休息站」，宣道會至今仍未公開回應事件。 資料圖片

早前民建聯建議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
收回私人業主農地，興建公營房屋。昨日該黨立
法會議員與地產建設商會會面，希望商會會員主
動讓出部分土地興建公屋。另外，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亦表示，未來 5 年有多個收地項目陸續展
開，估計共收地超過700公頃，當局會積極考察
個別農地是否可以用來建公共房屋，有需要時會
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土地房屋問題是影
響香港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最主要深層次矛盾
之一，政府應更有政治承擔，有決斷力、執行
力，推動社會各界以大局為重，加快釋放土地，
滿足大眾的基本居住要求。全港各界以港為家，
更應放下成見和小眾利益，擺脫陰謀論，打破本
港土地房屋問題的僵局。

土地房屋問題長期不能解決，導致民怨越積越
深，成為香港社會不穩的重要因素之一。增加土
地供應、紓解居住之困，不能再議而不決、決而
不行。因此，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農地興
建公營房屋的話題，近期備受關注。

本港公屋供應未來5年尚欠約6萬單位，土地
供應專責小組曾估算，各大型發展商持有的新界
農地，於短中期內可釋放150公頃土地。有媒體
利用有關數據粗略計算，預計有關土地可建 3.4
萬至10.7萬伙公營房屋，有機會彌補短缺。如今
財爺表示未來5年可收地超過700公頃，更加反
映本港仍有土地資源可用，關鍵是政府要有決心
和魄力落實收地計劃。已卸任的土地供應專責小
組主席、現任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日
前表示，大型發展商擁有超過1,000公頃的新界
農地，專責小組過去亦提出多個收地建議選項，

惟發展局未有就建議作反應。他建議設
立公平公開的機制，向市民

及土地持有者解釋收地方案，並指政府倘提升以
《收回土地條例》收回土地的補償價格，有助收
地程序，值得考慮。

以往政府亦有以《收回土地條例》發展大型新
市鎮的先例。上世紀90年代，政府便曾通過司法
程序，成功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將軍澳一
幅大型廠地。至於利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會
引起司法覆核的問題，地政總署前署長劉勵超表
示，若收回的土地用作興建公共設施和房屋，政
府敗訴機會很微。

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建屋，牽涉巨大
而複雜的利益，面對的困難和挑戰可以預料。
但是增加土地不容再拖，辦法總比困難多，政
府更需要放開手腳，迎難而上，努力凝聚民意
和共識，落實收地建屋計劃，讓各利益持份者
明白，土地問題一日不解決，困擾香港的深層
次矛盾不解決，最終各方都淪為輸家。政府、
發展商、市民同坐一條船，必須互諒互讓，為
香港找到出路。

如今提出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建屋，不
失為可取的短期措施，但很不幸，此時指責建議
「為選舉利益」、「擔憂官商勾結、利益輸送」
的猜測又起。公允地說，目前香港需要的是集思
廣益幫助解決問題，而非又用「陰謀論」妨礙解
決問題。任何政黨、人士都應理性討論，提出切
實可行的建議；任何具建設性的意見，政府都應
虛心接受和採納。如果現在還不拋開成見，不理
性看待政府和各界為打破土地困局所作的努力，
反而將收地建屋問題政治化，只能暴露有關政
黨、政客根本不關心民間疾苦，根本無心消除香
港動盪的病根，只想令香港亂下去，以謀取一黨
一己之私利。

放下成見摒棄陰謀論 理性探討收地建屋
過去多月，連串暴力惡行嚴重破壞香港

法治安定，扭曲向善的社會價值觀。本報
一再發現，有教會在警方緝捕暴徒的時
候，將轄下會堂或院舍開放當作「教會休
息站」，成為暴徒逃避警方追捕的「收容
站」。宗教本應導人向善，教育公眾遵紀
守法，包庇暴徒、縱容犯罪，違背宗教宗
旨，向社會傳達錯誤的價值觀，更可能抵
觸法律。希望宗教界不忘初心，勿充當暴
徒「庇護所」，不要助紂為虐。

連月來，暴徒每每以和平示威為名，行
暴力衝擊之實，動輒堵塞道路、破壞公共
設施、襲擊警方，到警方執法拘捕暴徒
時，他們往往能快速四散，藏匿在事發地
附近的場所。本報發現在早前天水圍非法
遊行中，基督教宣道會天頌幼兒學校變身
為「教會休息站」，引導黑衣人入內暫避
風頭。另外，黃大仙天主教小學內的天主
教聖雲先小堂，亦在上月初暴徒衝擊期間
開放作「休息站」，被附近居民投訴。而
早在6月暴力示威衝擊初起時，本報已發
現灣仔循道衛理香港堂及同區的救世軍教
育及發展中心，成為暴徒的「物資集結中
心」，提供場所給暴徒存放及運送物資。
教會的課室、會堂等場所變成暴徒的避難
所、物資集結地，儼然成為暴徒的保護
傘。

正派宗教都是導人向善，主張仁慈兼
愛，不會鼓吹暴力，更不會助長犯罪。反
修例暴力運動破壞法治，撕裂社會，為所
有遵紀守法的市民所不容。六大宗教領袖
亦曾發表聲明，對暴力衝擊表示痛心，呼

籲政府和持不同立場及意見的人士放下執
着、真誠溝通，令香港重回和平共融的軌
道。有宗教場所負責人對暴力的惡行視而
不見，不直斥其非，不協助警方緝拿暴
徒，反而為暴徒提供庇護所，豈不是口是
心非、違背本宗教的宗旨？有宗教人士充
當暴徒幫兇，阻礙警方秉公執法，不怕玷
污宗教的聲譽、惹市民反感？

更要留意的是，暴徒涉嫌犯下襲警、刑
毀甚至暴動罪等多種嚴重罪行，因此四散
逃避警方追捕。有法律人士指出，任何人
知悉或相信某人犯下可逮捕罪行，而作出
任何妨礙拘捕或檢控該人的行為，又或提
供場所予非法集結者存放物資、提供場地
給有關人士，有機會觸犯《刑事訴訟程序
條例》第90條的「協助罪犯」罪，最高刑
罰可處監禁10年。很明顯，一些宗教人士
為暴徒提供「休息站」、「物資中心」，
很大機會違法，要背負刑責。市民尊重宗
教，但宗教界沒有不受法律約束的特權，
不應利用社會和市民的信任，做出違法違
規之事。

香港已經給暴力蹂躪得滿目瘡痍，不能
再亂下去，任何人、任何機構，如果真心
愛香港，都有責任為止暴制亂出一分力。
政府尊重和保障市民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
和自由，特首林鄭月娥以誠意和善意，展
開與市民對話溝通，希望以對話代替對
抗，化解矛盾。此時此刻，宗教界應以更
多的愛和包容，協助政府促進社會大和
解，令香港遠離暴力，早日恢復
正常秩序。

宗教界應導人向善 勿淪暴徒「庇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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