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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1日荃灣鎮暴開槍案中，中槍的
中五學生曾志健昨日被控一項暴動罪及兩項
襲警罪。由於網上有海量影片證實了開槍的
真相，煽暴派文宣及「黃媒」遂借當日影片

其他部分混淆視聽。《蘋果日報》等在網上散播謠言，誣
衊警方在案發現場撿拾證物，是在「插贓嫁禍」。香港文
匯報記者翻查影片發現，這指控存在4個破綻，老屈警
員，更涉嫌妨礙司法公正。
《蘋果日報》等「黃媒」及文宣昨日在網上「力谷」一

段影片，該影片應該攝於海壩街。當時，曾志健中槍倒地
並接受警員急救，身旁有一支棍狀的膠管，疑為他當時襲
警工具。
影片可見，幾名警員收拾所有暴徒遺留的武器，其中一

名警員拿着一塊相信是曾志健自製的浮板盾牌。同時，有
警員手持一支4呎長鐵支趨近。當時，有關警員並無接觸
曾志健身旁的棍狀的膠管，但《蘋果日報》、黃絲藝人杜
汶澤、等即大做文章，誣衊警方想「插贓嫁禍」、屈曾志
健使用該鐵支襲警，而非棍狀膠管。

黃藝人嘍囉瘋傳 涉妨司法公正
不少黃絲網民瘋狂留言，未經思考就大肆批評現場警

員，部分留言更有妨礙司法公正之嫌。其中，「Wong
Wong」聲稱：「呢一班串謀作假證據既（嘅）黑警，律政司
係咪又唔告，支持健仔（曾志健）民事起訴佢地（哋）老
屈。」「Jenny Lee」則稱：「你班死黑警都算×街 !證據確
鑿插贓嫁禍 !今次告你哋謀殺都唔止 !串謀作假證供 !」
香港文匯報記者不禁要「佩服」煽暴派的「看片作文」

的想像力：
一、影片只得區區幾分鐘，並沒有拍到警方離開，這些

人從何判斷警員拿着鐵支當作曾志健襲擊的證物？
二、警員撿拾武器，從頭到尾沒有將棍狀膠管換成鐵

支，或執起曾志健的手觸碰鐵支，令鐵支留有其指紋，插
贓嫁禍的指控何來？
三、網民怎能夠憑這幾分鐘的影片就能確定曾志健之前

沒有使用過相關鐵支襲警？
四、即使曾志健沒有使用過鐵支，現場還有多名暴徒被

控暴動，鐵支有沒有可能是其他案件的證物？如此武斷地
高呼「插贓嫁禍」，這是正確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蘋果》看片誣「插贓」
避4疑點盲屈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涉嫌襲
擊的18歲中五生曾志健被警員開槍擊中事件
發生後，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隨即發聲
明，譴責有警務人員「蓄意槍傷市民」，警
察評議會職方協會昨日發出公開信，對有由
專業人士組成的協會提出超越本身專業範
疇、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立場偏頗、亂扣
帽子的失實譴責感到極度遺憾及憂慮。
警司協會主席陳民德、香港警務督察協會主
席伍偉基、海外督察協會主席譚奕良、警察隊
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昨日對香港公共醫療醫
生協會會長馬仲儀發出聯署公開信，其中逐點
反駁了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的不實指控：
醫：開槍警員「只是被棍攻擊手部」，生

命沒有受到嚴重威脅。

警：為什麼貴會對當時有超過十個暴徒手
持鐵槌、扳手及氣油彈等武器包圍攻擊該人
員的情況隻字不提？判斷生命是否受到威脅
需要考慮眾多因素，對方的武器亦會因應對
方的使用方式、距離及其他環境因素等構成
不同程度的威脅。
醫：雙方武力「不對等」。
警：警隊及各職方協會已就此多次澄清，根

據警隊的武力使用指引，人員會因應對方所使
用的武力而選擇採取相應的武力以控制局面。
醫：前線警員對市民、記者、醫護人員懷有

敵意，且毫不尊重香港市民的示威和基本權利。
警：聲明中並沒有提出相關的證明或例子

加以說明，請問貴會是如何得出上述無中生
有的指控呢？

醫：警隊為配合政府解決政治問題而以武
力試圖消滅一代香港年輕人。
警：警隊明顯沒有以武力試圖消滅任何

人，警務人員使用武力有清晰的指引，而當
達到目的會停止使用武力。其次警隊是政治
中立的隊伍，根據法律賦予的權力執行職
務。我們認同香港目前的社會衝突是由反修
例風波這個政治事件衍生的，但警隊由始至
終只有針對當中的違法行為採取行動，從來
沒有干涉當中的政治部分。本會對一個由專
業人士組成的協會竟然提出以上毫無根據，
刻意抹黑警隊以誤導公眾的指控感到驚訝。

批該會「踩過界」偏頗欠代表性
他們質疑，「我們想指出由一個專業團體

跨範疇，跨界別地對另一個專業團體作譴責
或批評是很罕見的。正如我們不會，亦無能
力質疑貴會（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及會
員在醫療範疇的專業性，請問貴會憑什麼質
疑警方的武力使用標準及久經專業訓練的人
員在當時當刻作出的決定呢？」
警察評議會職方協會在信中強調，香港公

共醫療醫生協會三番四次就香港政治問題提
出跨越本身專業範疇的看法和意見，他們深
感惋惜。再者，經常有仗義執言的醫護人士
在該會發出偏離本身專業的偏頗言論後，公
開表示言論不代表他們，「到底是貴會的代
表性不足，抑或發表意見時並沒有妥善諮詢
會員的意見呢？請反思。」
最後，他們祝願所有被暴力傷害的傷者早

日康復。該公開信的副本還送交了特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醫管局主席梁智仁、衛生署署長陳漢儀。

公醫協失實指控 警四會逐點反駁

連登仔肆意留言恐嚇
大台阻膠：血債血償
大波纖腰肥臀：死全家啦！
北千手卓一夫：係做嘢都半年後先啦
肩離地：還命宿一燒
萬能插打摏機：結界師加火佬
warmblood ：火魔法上線燒咗成個警察

宿舍佢
自由西1：不如燒晒d（啲）宿舍佢
Tangkamf：強（鏹）水魔法師
最後晚餐：攻人先攻心，殺咗佢啲老婆仔

女好啦
肥柒大隻：斬個頭當櫈坐打gta online
如意金剛棒：祝佢死全家冇仔送終

資料來源：連登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上
庭
披
露
真
名
開
槍
警
遭
恐
嚇

國
慶
日
騷
亂
6
被
告
提
堂
警
長
被
暴
徒
起
底
追
擊

正就讀中五的男被告曾志健，昨本應與
同案的另外6名被告一起提堂，但他

與另外兩名被告，包括報稱任職程式員的
李振文（25歲）和報稱是香港專上學院學
生的郭小琴（22歲），因仍在醫院留醫未
能出庭。其餘4名出庭被告分別為報稱清
潔工人的陳珩（38歲），報稱是IVE學生
的陳金國（19歲）、馮清華（21歲），以
及理工大學學生邱宏達（26歲）。

中槍暴徒留院 4名被告保釋
曾志健被控本周二在荃灣大河道、大河

道北及鱟地坊一帶和其他不知名者參與暴
動及襲擊兩名警員，即警署警長曾家輝和
警員謝思明。同案的另外5男1女，則分別
被控同日在海壩街及大河道一帶和其他不
知名人士參與暴動，而被告陳珩同時被控
一項縱火罪。7名被告暫時毋須答辯，控方
申請押後案件6星期，以便警方作進一步

調查。又指由於案件嚴重，警方在各被告
身上均搜出大量疑似暴力或激進示威者的
物品，包括對講機、頭盔，和一些保護工
具等，因而反對各被告保釋，認為若保釋
很大可能再犯更嚴重罪行。
控方案情指，曾志健涉嫌在大河道對警

方防線，包括警員謝思明窮追猛打，其間
手持一把疑似鐵通的武器和投擲磚頭。警
署警長曾家輝出於擔心自己安危，因此對
曾志健開了一槍。曾志健中彈倒地後，邱
宏達涉嫌撿起傷者手中疑似鐵通的武器，
未幾被制服。裁判官一度休庭，最終裁決4
名出庭的被告各准以5,000元至1萬元保
釋，候訊期間不得離開香港和每周需兩天
到警署報到，4人押後至11月14日再訊。
至於因留醫缺席聆訊的曾志健、李振文和
郭小琴，裁判官下令李和郭本月9日再
訊，倘若提早出院須立即出席法庭應訊；
曾志健則由於未知何時出院，今日將就他

是否獲保釋繼續開庭討論。
在庭上披露了開槍警員的姓名後，隨即

被網民「起底」，更在「連登」討論區及「馬
鞍山之友」fb專頁等公開了該名警員的住
址、電話等個人資料，有人更煽動昨晚到其
所住屋苑搞事，聲言要「血債血償」。

馬恩國：煽「血償」有意圖即涉罪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大律

師馬恩國表示，不論最終是否有人響應，
發佈有關言論者已足以構成「煽動暴動罪」
及煽動「嚴重傷害他人身體」等多條罪行。
馬恩國表示，煽動犯罪與犯罪行為最終

有否付諸實行不影響控罪，若最終有人受
煽動做出違法行為，將構成煽動罪的加刑
因素，「不是無人犯罪就等於煽動行為無
問題，煽動行為不需要有人付諸行動，只
要言論令法官及陪審團相信會令人有所行
動已經足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文森）全港

多區在十一國慶日（本周二）爆發嚴重騷

亂，暴徒針對警員瘋狂攻擊、投擲汽油彈

及鏹水彈，警員不得不發射實彈自救。在

荃灣平亂時被開出一槍擊中的18歲男暴

徒曾志健，與另外6名被告分別面對「參

與暴動」、「襲警」及「縱火」罪昨日在

沙田裁判法院提堂。由於曾仍在醫院留

醫，且未能估計出院時間，是否獲准保釋

需待今日繼續討論。在庭上披露了開槍警

員的姓名後，該警員隨即被網民起底，有

人甚至以「血債血償」等帶恐嚇性言論，

煽動去開槍警所住屋苑搞事。有律師指

出，這些言論或已觸犯「煽動暴動罪」。

◆◆事件事件：：66月月2626日衝擊灣仔警察總日衝擊灣仔警察總部部

◆被告：裝修工人岑曉麟（25歲）
◆控罪：參與暴動、襲警
◆被控事件：在灣仔警察總部外參與暴動，同一場合襲擊警員張金福
◆審判進展：准以3,000元保釋，押後至本月31日轉介區域法院再
訊，其間不准離港及要守宵禁令。

暴衝案件過堂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近4個月以來連串暴
力衝擊，警方陸續採取行動逐一拘捕涉案者，昨日各
區法院開庭審訊：

◆◆事件事件：：1010月月11日國慶日騷亂／荃日國慶日騷亂／荃灣灣

◆被告：7名被告，包括中槍的中五學
生曾志健（18歲）、程式員的李振文
（25歲）、香港專上學院學生的郭小
琴（22歲），清潔工人的陳珩（38
歲）、IVE學生陳金國（19歲）和馮清
華（21歲）、理工大學學生邱宏達
（26歲）
◆控罪：參與暴動、襲警、縱火
◆被控事件：在荃灣大河道、大河道
北、鱟地坊及海壩街一帶參與暴動、襲
擊兩名警員及縱火
◆審判進展：曾志健等3被告因仍留
醫，缺席聆訊，另外4人獲保釋至11
月14日再提訊。

◆◆事件事件：：1010月月11日國慶日騷亂日國慶日騷亂//油麻油麻地地

◆被告：4男1女被告，分別羅偉洛
（26歲）、李翠婷（19歲）、何善航
（19歲）、楊任濤（21歲）及17歲男
子
◆控罪：藏有攻擊性武器
◆被控事件：在油麻地分別管有伸縮警
棍、手銬、鎚子、摺刀、改裝鐵通、彈
弓及彈珠等
◆審判進展：暫毋須答辯，獲准以
1,000元保釋至12月5日再提訊，其間
不得離港。

◆◆事件事件：：1010月月11日國慶日騷亂／港鐵旺角太子日國慶日騷亂／港鐵旺角太子站站

◆被告：報稱任職運輸工的女子蔡妙兒（56歲）、男子盧家業（42歲）
◆控罪：普通襲擊、襲警
◆被控事件：在太子港鐵站B1出口外，分別襲擊男子羅國威和警務
人員梁偉嘉
◆審判進展：暫毋須答辯，男被告准保釋至11月13日再提堂；女被
告仍留院缺席聆訊，准10月10日始出席提堂。

◆◆事件事件：：1010月月11日國慶日騷亂／黃大日國慶日騷亂／黃大仙仙

◆被告：7男4女被告（14歲至29歲），當中7人是學生，分別為高
子晉、甄健輝、梁蔚柔、呂諾兒、許忻陽、李咏梅、羅妙霏、林坤
煒、鍾孝庭及兩名只有11及15歲的吳姓和楊姓男子。
◆控罪：非法集結
審判進展：各被告暫毋須答辯，獲准以1,000元至1,500元保釋至11
月28日再提訊，其間不得離港。另有1名被告因仍留院治療，缺席聆
訊，獲准延後出席提堂。

◆◆事件事件：：1010月月11日國慶日騷亂／黃大日國慶日騷亂／黃大仙仙

◆被告：男學生林子浩（19歲）
◆控罪：參與暴動
◆被控事件：於黃大仙東頭村道參與暴動
◆審判進展：暫時毋須答辯，獲准以3,000元押後至11月28日再
訊，其間不得離港及要守宵禁令。

◆◆事件事件：：77月月11日衝擊立法會大日衝擊立法會大樓樓

◆被告：藝人王宗堯（41歲）、「熱血時報」記者馬啓聰（30歲）
◆控罪：各一項進入或逗留在立法會會議廳範圍
◆被控事件：闖入立法會大樓範圍
◆審判進展：各准以2,000元保釋，押後至12月13日與港大學生會前
會長孫曉嵐等7人的案件一併再訊，其間不得離境、須遵守禁足令等。

■■1010月月11日日，，暴徒在金鐘警總大樓間縱火暴徒在金鐘警總大樓間縱火。。

■■《《蘋果蘋果》》
等黃媒等黃媒，，見見
到鐵支就話到鐵支就話
「「插贓插贓」。」。

▲▼▲▼開槍事件中暴徒使用各種武器襲警開槍事件中暴徒使用各種武器襲警。。

▲▲暴徒支持者圍堵沙田法院暴徒支持者圍堵沙田法院
大樓大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事件事件：：1010月月11日國慶日騷亂日國慶日騷亂//港港島島

◆被告：電競選手張浩輝（23歲）
◆控罪：串謀暴動
◆被控事件：在港島與其他身份不詳者
串謀參與暴動
◆審判進展：暫毋須答辯，押後至11
月29日再提訊，其間要遵守宵禁令及
不得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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