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學交流基金：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朱經緯[2018] 6 HKC 229」案中，高等法院承認警
方有權使用必要的武力，以防止任何罪行的發生或繼續；在2019年的示威
活動中，示威者使用了複雜的反措施（例如工業級防毒面具，防毒面具，眼
罩，改裝水瓶和工業級頭盔等防護設備）並不斷向警察進迫（而不是分散或
撤退）；證據（以錄像和現場拍攝的照片形式）證明示威者在被警員逮捕企
圖逃跑。警員當時已確實向所有被制服的示威者發出足夠的警告，不要移動
或進行鬥爭，及正確地使用相稱的武力制服他們，以便立即逮捕。

大律師公會的聲明明顯無視客觀事實，即在示威活動期間，示威者隨時肆
意、蓄意和魯莽地使用武器和武力。

大律師公會：

有證據表明警察部隊的
某些人員已經低於他們通
常的高標準行為。在過去
的幾個月裡，有大量的電
視和視頻片段顯示警察過
度使用武力驅散示威者和
逮捕他們……逮捕的毆打
顯而易見，並且已經普遍
存在。

無視暴力事件的有力證據無視暴力事件的有力證據

法學交流基金：

沒有告知公眾人士有關警察通
例只要求在犯罪現場的便裝人員
才需要佩戴委任證；在示威現場
試圖阻止騷亂並恢復法律和秩序
的防暴警察和其他警員均身穿軍
裝和全副防暴裝備。根據警察通
例，他們毋須佩戴委任證進行身
份證明；軍裝的警員沒有展示委
任證並沒有違反警察通例。

誤讀警察通例誤讀警察通例

法學交流基金：

大律師公會的政策不是容忍犯
罪，逮捕罪犯並使嫌疑人接受審
判以面對公正是維護法律和秩序
的一部分，而法律和秩序是法治
中普遍接受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
分；大律師公會沒有譴責有人暴
動、非法集會，造成財產的刑事
毁壞、傷害和毆打等明顯的非法
行為，是基於政治立場的偏見。

政治偏見政治偏見

大律師公會：

主席譴責警
方濫用權力的
行為。

法學交流基金批大狀會存偏見
無視暴徒暴力證據 拒譴責非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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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今年9月4日，一名貨車司機駕
車被警方追截，在北角涉嫌以氣
槍指向警員，被制服後警員在其
身上再搜出兩把手術刀和BB彈
彈匣，警方在其社交網站發現仇
警言論。司機被控以一項有意圖
而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案件昨
（20 日）於東區裁判法院再
訊，辯方援引被告精神科報告證
實被告並沒任何精神問題，適合
答辯。裁判官押後至下月30日
再訊，被告須還柙看管。
37歲被告梁逸志，報稱任送
貨員，被控於9月4日於北角建
華街10號至12號外管有兩把手
術刀，意圖將其作非法用途使
用。控方申請押後，以便進一步
向律政司索取意見，押後期間亦
會取閱涉案武器的基因分析報
告，以及被告手機和手提電腦的
鑑證報告。控方反對被告保釋。
另外，被告在首次提堂時突然

情緒激動，裁判官因此為他索取
兩份精神報告，但辯方指報告顯
示被告並沒有任何精神問題，被
告適合答辯，並因自己失態向法
庭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警
方早前就屯門衛生關注組申請「光復
屯門公園」遊行發出反對通知書，拒
絕關注組舉辦遊行，關注組提出上
訴。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昨日
就其上訴進行聆訊，最終裁定上訴得
直，遊行獲發不反對通知書，遊行路
線不變，時間由原本下午 2時至 7
時，縮短為下午2時至5時。
警方昨日表示，明白市民對屯門公

園問題的關注，委員會要處理的並非
遊行訴求受關注與否，而是遊行路線
會否對公眾安全構成影響，而是次遊

行途經屯門鄉事會路，可能會阻塞主
要交通樞紐。據過往經驗，7月6日
和8月5日所舉辦的遊行集會都出現
暴力衝擊，曾有示威者「佔領」馬
路，並於公園與反對者發生爭執，部
分更走上輕鐵路軌向警署擲石頭，並
在警署入口縱火，共有96隻窗遭破
壞，質疑申請人無力控制遊行者。為
保障公眾安全，警方發出反對通知
書。
申請人巫堃泰稱，是次遊行訴求是

要求警方、康文署及社會福利署加強聯
合執法，解決多年來屯門公園的噪音問

題，爭取市民對屯門區議會取消屯門公
園自娛區的決定，與近日的遊行示威性
質不同。
他續稱，7月初舉行的「光復屯門

公園」遊行過程亦大致和平，主辦
方也有應警方要求縮短遊行路線及
協助被困的歌舞團表演者離開，而
是次遊行將會有100名糾察維持秩
序。
上訴委員會在聆訊後宣佈申請人上

訴得直，遊行獲發不反對通知書，遊
行路線不變，時間則由原本下午2時
至7時，縮短為下午2時至5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陳恒鑌位於葵涌的兩幅海報橫
額，6月28日遭人鎅爛。警方其後拘捕一
名23歲學生，並控以一項刑事毀壞罪，
昨於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暫毋須答

辯，控方申請押後至10月4日獲准，裁判
官把案件押後至10月4日，讓控方考慮會
否以簽保守行為或其他方式處理，被告獲
准以500港元保釋。
涉損毀橫額的被告朱健朗（23歲），報

稱為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學生，被控一項刑
事毀壞罪。控罪指出，他在2019年6月28
日於葵涌宜和樓外行人路欄杆上，無合法
辯解而損壞兩幅屬於民建聯葵青分部的橫
額，意圖損壞該財產或罔顧該財產會否被

損壞。
據悉，有關海報橫額屬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陳恒鑌。案發過程被閉路電視拍攝到，
警方遂拘捕被告，於警誡下有人對案件有
招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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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涉毀陳恒鑌海報准保釋

屯門遊行獲批 時間縮短兩句鐘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在公開信中，批評大律
師公會在聲明中，完全無視有人非法集

結、封鎖高速公路、阻止地鐵列車門口和運作，
非法堵塞及佔用國際機場；有暴徒向警方投擲汽
油彈，傷害持不同意見及反對他們的行為的途
人，以磚頭破壞建築物，破壞牆壁，破壞地鐵自
動售票機及在地鐵站的玻璃，在機場對一名內地
記者施用酷刑，在沙田咬斷一名警務人員的手
指，及涉嫌在荃灣以利器插傷警員的背部導致大
量失血等等行為，已觸犯了嚴重罪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香港大

律師公會此前發表聲明，譴責香港警隊

「濫用權力」，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昨

日向公會發出公開信，批評公會無視暴

力事件的有力證據，包括無視暴徒多次

投擲汽油彈、襲擊警員以至持不同意見

及反對他們的行為的途人等違反《公安

條例》、《侵害人身罪條例》、《刑事

罪行條例》的嚴重罪行，更存在不少事

實錯誤，質疑公會對政府及其執法機構

的批評，是源於政治偏見而作出的。

該會並逐點反駁大律師公會的聲明內容：

法學交流基金：

共有54名男性和
9名女性在太子站內
被捕。

大律師公會：

太子地鐵站的錄像片顯示，防暴警察
毫無明顯的合法理由發動濫傷，……之
後沒有逮捕任何人。

事實錯誤事實錯誤

大律師公會：

警察未能出
示任何形式的
身份證明，以
免造成有罪不
罰 和 缺 乏 問
責。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批評大律師公會無視暴力事件的有力證據。
資料圖片

■「光復屯門公園」遊行中有示威者指罵長者。
資料圖片

住屋問題成為本港社會深層次矛盾，不利
社會和諧。有政黨調查顯示，大部分市民認
為特區政府應推出支援私樓租戶的短期房屋
政策，包括推出針對基層住屋的「租務管
制」及「租金津貼」，讓他們未獲編配公屋
前可獲適切的協助，紓緩租金壓力。居住是
民生之本，目前本港經濟因內外不明朗因素
衝擊，陷入衰退，基層生活百上加斤，縱使
相關建議存在爭議，特區政府亦應該事不避
難，爭取盡快落實，以紓解民困，減輕民
怨。

本港私人樓宇租金持續高企，民建聯近日
的調查發現，主流民意認為政府應對私人租
務市場作出干預。六成七受訪者支持重推租
務管制，近七成半受訪者支持租金扣稅，又
建議政府禁止劏房業主濫收水電費，以免租
戶受加租及逼遷困擾。

現時本港超過11萬戶居住在劏房，劏房租
金佔基層市民收入一半以上，加上外圍經濟
變差和本地政治風波衝擊，零售和餐飲業的
失業率已升至 4.6%，對基層市民衝擊尤其
大。政府必須盡快推出針對性措施，解基層
市民的燃眉之急。

其實租金津貼、租務管制等建議並非新鮮
事物，過去有不同政黨和組織都提出過。例
如租金津貼，民建聯曾建議向已輪候公屋超
過3年並通過申請公屋資格覆核，正租住私
樓的公屋一般申請者每月發放租金津貼，估
計有5萬至6萬人受惠，金額涉及5億元，同
時配合「居所租金扣稅額」，讓租住私樓的

納稅人以所繳的租金作扣稅。
本港增加土地房屋供應進展緩慢，政府多

年前已設立「房屋儲備金」，以配合興建公
營房屋之用，現時儲備金已滾存至 824 億
元。但由於覓地困難，即使政府願意動用
《收回土地條例》建設公屋，整個過程亦需
時十年八載。有房委會委員推算過，若推出
租金津貼，協助輪候公屋超過 3年人士繳付
租金支出，以現時約有6.63萬名公屋申請者
符合資格計算，儲備金足可支撐「租金津
貼」18 年。如此一來，將可「用金錢換時
間」，立竿見影緩解基層市民的居住困難，
同時為政府覓地建設公屋留下空間。

毋庸置疑，租金津貼和租務管制影響眾多
租戶和業主的權益，需要小心處理，但解決
本港居住問題不容再拖，過往也曾經推行租
務管制，只要在執行細節上做得更好，應該
不存在不能克服的困難。至於坊間有聲音
指，租金津貼導致租金上升，最終「益了業
主」。其實津貼針對租戶，政府作資格審查
後，直接將津貼金額打入租戶戶口，按道理
業主不會知道租戶有無申領租津。加上本港
現時面對經濟逆風，租金有下行壓力，正正
是推行租金津貼和租務管制的最好時機。

居住是民生之本，更是本港深層次矛盾的
根源之一，需要政府排除萬難，盡快推出措
施改善基層市民的居住環境，社會各界亦應
群策群力，理解和支持政府政策，讓市民安
居樂業。

速推租管租津 解基層住屋之苦
警方昨日指，近日坊間有不少人對警隊作出

不實指控，警方深感遺憾，對於強姦、謀殺等
嚴重指控，警方要求相關人等拿出證據來，不
要憑空想像。警隊是止暴制亂的最重要、最可
靠的力量，也是保障香港法治安定的最後一道
防線，縱暴派、暴徒無所不用其極炮製、炒作
各種言之鑿鑿的謠言謊言，污衊詆毀警隊，企
圖對不明真相的市民洗腦，動搖市民對警隊信
心，亦將暴徒的暴力惡行合理化，甚至刺激支
持者更肆無忌憚地「以武抗暴」，令暴力衝擊
火上澆油。廣大市民更要擦亮雙眼、明辨是
非，拒絕偏聽偏信「被洗腦」，堅定支持警隊
依法止暴制亂，早日恢復香港和諧安寧。

煽暴派及內外各種勢力為打倒警隊，令香港
法治、管治完全癱瘓，利用各種場合、開動所
有文宣機器抹黑警隊，不斷炒作「831警察太
子站打死人」、「爆眼少女被警方所傷」的傳
聞，即使警方、消防等部門多次澄清，仍然繼
續糾纏下去、咬住不放；作為本港最知名的高
等學府香港大學，昨日校園內一度貼滿指控警
方性侵被捕女性示威者的海報；同時，國際特
赦組織公佈所謂調查報告，指責警方對被捕者
施暴；陳淑莊日前還跑到瑞士日內瓦的聯合國
人權理事會會議，公然發放謠言稱香港警方
「濫權濫暴」情況升級，「香港正陷入人道主
義危機邊緣」。事實上，香港面臨的不是「人
道主義危機」，而是謠言滿天飛、是非被混
淆、法治被衝擊的危機。

必須指出的是，目前所有針對警
方的指控，全部都

沒有真憑實據，從來沒有一個受害人或其親屬
光明正大、以真實面孔、拿出證據向社會交代
受害的事實。所謂受到警方迫害、遭暴力虐待
的指控，完全靠「隱形」的所謂受害人的一面之
辭。正如警方昨日記者會所指，國際特赦組織
報告中提及21名聲稱被捕者，全部是匿名者，
相關資料很零碎，連幾時發生亦沒有提及。

煽暴派、外部勢力借斷章取義，毫無事實根
據地攻擊警方，更以訛傳訛，企圖達至「謠言
重複百遍成真理」的效果，目的就是要令到不明
真相的受眾、市民信以為真，不僅增加對警隊的
反感厭惡，更刺激仇警情緒。既然警隊「不公不
義」、「濫權濫暴」，暴徒以牙還牙、以暴易暴
就變得理所當然、合情合理，暴徒甚至可以名
正言順成為抵抗「黑警」的「勇士」、「義士」。如
果任由假新聞、假消息搶佔輿論的主導權，市
民被謠言謊語所蒙蔽，暴力愈趨激進，直至演變
成層出不窮的恐怖主義活動，法治蕩然無存，香
港人人自危，這才是香港最嚴重的災難。

戳穿謠言、穩定人心是當前止暴制亂的重要
一環。政府、警方快速回應社會疑問，主動釋
疑止爭，避免市民被誤導，爭取更多市民信
任，必不可少，更要持之以恒；愛國愛港媒體
更要再接再厲，堅守法治信念，堅守傳媒社會
責任，堅持以事實說話，揭露縱暴派、煽暴派
以及暴徒的違法暴力亂港真相，以充分的事實
揭穿各種誤導和謊言，為止暴制亂創造有利的
社會氣氛；廣大市民想要香港早日平息暴亂、
走出困局，更應保持冷靜客觀，抵制唯恐香港
不亂的謠言謊言。

抵制謠言污衊警隊 市民須防「被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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