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被告麥卓宏，報稱就讀「大專
院校」。他被控於10月26日晚

上，在港鐵何文田站A出口外的行人
天橋，無合法辯解損壞屬於路政署的
行人天橋地面。
案情指，當晚約11時，有途人發現
被告蒙面在上址噴上字句，於是報
警。警員到場時，被告仍在噴字。其
後，他嘗試逃離，隨即被警方當場制
服拘捕。警員在他身上檢獲噴漆和面
罩，及在警誡下指：「對唔住呀，我啱
啱用噴漆喺天橋寫咗幾隻字。」警方其
後於案發現場再搜出面罩及噴漆。

辯方稱被告為「社運」宣傳
辯方稱，當日何文田站在晚上10時
關閉，被告為「社會運動」做宣傳工
作，而當日案發地點附近並無示威衝
突，地鐵亦已停止服務。
辯方呈上5封分別由中學及大專師長

所撰寫的求情信，形容他是個好學
生，品性純良，無私盡責，在中學曾
任班會主席、校園電台成員及足球隊
隊員，指求情信內容均正面，提及被
告並非反叛的年輕人，並獲學校、朋
友及家人支持。

辯方稱，被告事後已反省，深表悔
意，承諾不會再犯，而本案被噴漆的
地面沒有嚴重或永久損壞，被告也第
一時間向警方及法庭認罪，希望法庭
能「恩威並施」，以罰款形式處理，
給予機會。
嚴官聞言即明言「罰款絕對唔適
合」。她質疑被告「咁夜點解仲喺嗰
度」，又指「地下有好多字，相信唔
係一個人做」，要求辯方澄清被告當
晚在案發地點的目的、附近有沒有示
威活動，及被告噴了什麼字。

守宵禁等報告
嚴官將案件押後至明年1月17日判
刑，先為被告索取感化官及社會服務
令報告，其間被告被禁離港，除除夕
倒數外，需守宵禁令。
根據 《刑事罪行條例》 第六十
條，任何人如無合法辯解而摧毀或損
壞他人財產，意圖作出上述行為，或
罔顧他人財產被摧毀或損壞而作出上
述行為均屬違法，若被判罪成，最高
可判監10年，而號召他人前往破壞的
網民，亦可能被控煽惑他人刑事毀壞
罪，最高同樣可被判監10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19歲大專生今年10月在港鐵何文

田站對開天橋，分別以黑色及綠色噴漆在地面噴寫「罷搭」、

「法、罪、動、暴」字眼，被控一項刑事毀壞罪。他昨日在九龍

城法院承認控罪，署理主任裁判官嚴舜儀押後案件至明年1月17

日判刑，以待索閱感化官及社會服務令報告。被告獲准繼續以現

金4萬元保釋，其間不准離港，除了除夕倒數外，需遵守宵禁令。

辯方在庭上希望法庭「恩威並施」，能判罰款了事，但嚴官表明「絕

對唔適合」。根據法例，刑事毀壞一旦罪成，最高可囚10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在聖誕
節晚上，大批黑衣魔在旺角發起「和
你shop」非法集結滋事，警方展開驅
散行動時，在彌敦道瓊華中心外截查
一名17歲知專學生，在他身上搜出摺
刀、鐵鎚和保護裝備。該學生被控以
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昨
（27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訊。被
告申請保釋被拒，須還柙候訊。
17歲被告唐綽謙，就讀香港知專設

計學院。控罪指，被告於今年12月25
日，在旺角彌敦道628號外的公眾地方
無合理權限和辯解，而攜有攻擊性武

器，即1把摺刀及兩把鐵鎚。案情則透
露，警方還在被告身上搜出口罩、過
濾口罩、頸箍、護肘及護脛等物，警
方認為被告於案發地點持有「非他職
業應有」的工具。
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以待警方進
一步調查，包括翻查閉路電視片段及
檢閱被告手機等，並反對被告保釋，
但考慮到被告年紀輕，建議法庭如批
准保釋，可頒佈宵禁令和禁足令。但
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表示控罪嚴重，拒
絕被告的擔保申請，並將案件押後至
明年2月20日再訊。

知專男刀鎚上街
涉藏武禁保釋

梁卓然親自出馬梁卓然親自出馬
為遭割頸警申匿名令為遭割頸警申匿名令

■■涉襲警公關邱文傑涉襲警公關邱文傑 ((淺啡衣淺啡衣))在傘陣遮在傘陣遮
掩下離開法院掩下離開法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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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夜平安夜，，旺角旺角，，彌敦道彌敦道、、亞皆老街交界警亞皆老街交界警
車被擲汽油彈車被擲汽油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1919歲大專生歲大專生
今年今年1010月在港鐵月在港鐵
何文田站對開天何文田站對開天
橋噴寫橋噴寫「「罷搭罷搭」」
等字等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暴徒帶刀上街並不罕見暴徒帶刀上街並不罕見。。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沙田新城市
廣場在聖誕節也遭受黑衣人聚眾滋事，商
場內的「翡翠拉麵小籠包」食肆被大肆搗亂，
有人瘋狂「撳飛」取出輪候票再棄地上，有人
將樽裝調味料及牙籤散滿桌面。防暴警趕
至展開拘捕行動，其間兩名分別任職公關

及讀中學的男生涉嫌襲警被拘控，昨被押
到沙田裁判法院提堂，署理主任裁判官高
偉雄將案件押後至明年2月21日再訊，兩
人獲保釋，但須遵宵禁令和禁足令。
兩名被告為報稱公關人員的27歲男子邱
文傑、及麥姓16歲中四男生。兩被告各被
控一項襲警罪，控罪指，邱於12月25日在
沙田新城市廣場三期三樓A304號「翡翠拉
麵小籠包」舖外，襲擊正在執行職務的警
長A。麥則被控於同日在該廣場二樓A204
號舖外襲擊正在執行職務的警長B。
控方案情透露，當日傍晚6時許，有示威

者在食肆「翡翠拉麵小籠包」外不斷「撳

飛」取得大量輪候票，再將票扔到地上，
有人則將調味料等倒在桌上。防暴警接報
到場後，邱涉在該食肆外衝前從後推警長
A。麥被防暴警追捕至下層另一店舖外時，
涉嫌揮拳毆打警長B的背部數下，兩名被告
最終被防暴警員合力制服拘捕。
兩被告暫毋須答辯，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
以待警方調查，包括翻看閉路電視以追查有
否其他涉案人。高偉雄裁判官同意將案件押
後至2月21日再訊，兩被告分別准以5,000
元及3,000元保釋，其間須遵守宵禁令、每
周到警署報到3次、交出旅遊證件、居於報
稱地址，不得離港及禁足涉案商場。

男公關夥中四仔搗亂
涉襲警禁足「新城市」

鍾翰林涉毀國旗 有CCTV片段佐證

■■鍾翰林當日涉搶去鍾翰林當日涉搶去「「保衛香港運動保衛香港運動」」成成
員的國旗並將之毀壞員的國旗並將之毀壞。。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今年5月立
法會《逃犯條例》修訂法案委員會開會期
間，大批示威者通宵守留立法會外至翌日早
上，「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在示威區涉

搶去「保衛香港運動」成員的國旗並將之毀
壞。鍾翰林今年11月被控以刑事毀壞罪。
案件昨日（27日）在東區裁判法院再訊，
他暫毋須答辯，獲准繼續保釋至明年2月7
日再訊。
被告鍾翰林（18歲），報稱學生，被控

一項刑事毀壞罪。控罪指，他於5月14日在
中環立法會綜合大樓指定示威區內，非法損
壞一支屬於「保衛香港運動」的國旗。控方
率先呈上經修訂的案情撮要，其中新增了閉
路電視片段及3位證人，並透露有現場警員
拍下案發過程，將被列作證人。
辯方申請毋須答辯，以索取控方文件及法

律意見，要求押後案件至明年2月7日。裁
判官將案件押後至明年2月7日再訊，准被
告以原有條件保釋外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近月仇
警和「起底」歪風盛行，多宗涉襲警
案的警員受害人被迫以匿名出現在控
罪書上，遭法庭和辯方質疑。今年10
月發生在觀塘的利器割傷警員頸部
案，被控一項有意圖而傷人罪的18歲
青年，昨（27日）在東區裁判法院再
提訊。控方由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親
自出馬，向法庭申請將案中受害警員
以X匿名，成為裁判法院首宗涉警員
匿名令的申請，辯方反對有關申請。
裁判官何俊堯將案件押後至明年1月
24日再訊，屆時亦會就是否批出匿名
令作出裁決，被告繼續還柙監房。
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昨到庭向法庭

申請匿名令。控方陳辭指，香港6月開
始出現大型、有系統及連續的起底及
滋擾警員行為，申請匿名令的目的是
防止本案警員X被滋擾，令他可安心
到庭作供，以防司法公義受損，而匿
名令不會影響新聞自由，以及被告接
受公平審訊的機會。

暴民點錯相 數千電話滋擾警
控方透露，曾有警員因被誤認為一
名將會上庭作供的警員，而收到數千
個電話騷擾。原訟法庭早前已頒下涉

警員「起底」及選民登記冊的臨
時禁制令，雖然有關禁制令涵蓋
的範圍廣闊，但並無針對刑事案
中的證人，所以與匿名令

不同。控方又指化驗報告未完成，申
請將案押後四周再訊。
辯方則回應稱，警員X在案發後已

即時被「起底」，有關其個人資料在
案件提訊前早已在網上公開，惟X至
今沒有實質受到任何滋擾或危害，也
無證據顯示他如果無匿名令保護將會
受到進一步滋擾；除非特殊情況，香
港法院所有聆訊都是公開予公眾人士
旁聽，可以知道證人身份及作供的內
容等，辯方認為本案不屬特殊情況。
梁卓然在庭外被問及現時控方主動

在控罪書匿名的人士全是執法人員或
支持政府人士時表示，每宗案件都有
獨立法律意見，不能一概而論，並重
申律政司給予法律意見時不會考慮政
治立場。
入職警隊超過20年、被暴徒以利器
割傷頸部險死嘅警員祥Sir近日在接受
《大公報》訪問時直言，黑衣魔每次
行動都似想攞警察命一樣，似已失常
性，有如喪屍，「大家香港人，唔明
點解有啲人變得咁極端，吓吓要置警
員於死地？」
儘管警察止暴制亂的場面「幕幕驚

心」，祥Sir從未想過退縮：「維護法
紀、除暴安良，係我工作，任何地方
都無可能冇警隊！香港係我家，我一
定好好守護，諗唔到有咩理
由要走！」

今年8月，兩名內地男
子分別在美領館潑墨和
噴字抗議而被控刑事毀
壞，兩被告均被「速告

速判」，更各被判監兩周和4周。
資料顯示，36歲內地男子謝永球早
前聲稱「因為美國插手香港，很討厭美
國」，遂於8月27日在中區美國駐港領
事館閘門外潑黑墨抗議，並於29日在
東區裁判法院承認刑事損壞罪，求情盼

法庭可寬大處理。裁判
官指他

有預謀，判監是唯一合適刑罰，謝最終
被判囚兩周。
37歲內地男子秦鏡鈞則聲稱「我唔妥
美國佬」，於8月18日攜噴漆到駐港美
領館向大閘噴上「中國必勝」字句，但未
噴完「勝」字已遭保安截停。他在8月20
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承認刑事損壞罪，辯
方同樣求情指被告一時衝動才犯案，望
法庭考慮他坦白認罪、有悔意，予以輕
判。裁判官則指，即使被告對美國有不
滿，也不能成為犯案藉口，毀壞閘門的
行為不能接受，判被告即時監禁4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兩男美領館噴字
兩日內速判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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