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
隊一哥、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近日在接
受內地《環球時報》訪問時表示，
「香港國安法的訂立，清楚闡述香港
警隊的責任，也堵塞過往法律上的缺
口。」至於美國干預中國內政、宣稱
會對參與執行香港國安法的個人或實
體實施「制裁」，鄧炳強直言：「作
為中國人，維護自己國家的安全是應
有之義。作為警務處處長，執法對我
而言絕對是合法、合理、合情。任何
國家基於政治原因的制裁措施，對我
個人而言，絕對沒有影響，更遑論害
怕。」

立法令警工作更清晰
鄧炳強在訪問中強調，香港警隊維
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其實一直在進行，
相關條文亦存在於香港特區現有法例
中，而香港警隊也一直按現行法律執
法，如《公安條例》、《社團條例》

等。現在，香港國安法的訂立，更加
清楚闡述香港警隊的責任，令執法工
作更清晰，而條例的覆蓋內容也堵住
了過往法律存在的缺口。
他向記者解釋了香港國安法實施相

關細則。坊間疑慮香港國安法會導致
「警方擴權」，鄧炳強說：「香港國
安法第四十三條細則授予警方的七項
權力中，有四項是現有法例已有的規
定，只是使其適用於香港國安法所列
罪行。包括：搜查處所、要求受調查
的人交出旅行證件、凍結、限制、沒
收及充公與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相關財
產、及要求有關人士回答問題和提交
資料或物料。」

外國有類似條例 非港首創
至於另外兩項措施，即「截取通訊

及秘密監察」和「要求外國或台灣政
治性組織提交資料」，鄧炳強表示，
這是在現有法律框架下作出適當的修

訂。「在七項權力中，只有移除危害
國家安全的網路資訊是新的權力。」
他說，不少國家都有類似條例及權
力，如德國、澳洲和新加坡都有法例
賦予執法部門移除資訊的權力，這並
非香港首創。
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警方執法
「邊界在哪」？如公開喊一些「擦邊
球」口號會不會被警方檢控？鄧炳強
說：「由於每宗案件性質不同，執法
時要考慮『一籃子』因素，視乎每宗
案件的實際情況，不能一概而論。」
他強調，警方會審視相關人等的整

體行為，看其是否有煽動或教唆分裂
國家或顛覆國家等意圖，包括當事人
的行動、身上藏有的物件、對公眾的
影響等。他強調：「倘若有足夠的證
據證明相關人等違反法例，警方便會
嚴正執法。」
回歸以來，香港警隊一向被視為世

界上最專業、優秀的警察機構之一，

亦一直是民望最高的公務員團隊。不
過，黑暴肆虐以來，抹黑警隊輿論氾
濫，一些大學與民間機構操縱的民調
稱「香港警隊的市民滿意度急劇下
跌」。對此，鄧炳強表示，香港警隊
一向重視民調，也會認真理解民調的
結果。不過，警隊會認真考量、了解
不同民調背後是否有既定立場或政治
取向，這樣才能衡量相關民調的價值
有多大，可信度有多高。
他說：「民調結果往往會因社會事
件、氛圍和問卷設計而受到影響，例
如有個別民調集中訪問暴徒，或者有
政治目的，甚至同情罪犯的，他們肯
定不同意警員執法，難道我們就因此
不執法嗎？」

絕不容忍針對警隊抹黑中傷
他強調，警隊絕對歡迎任何善意或具

建設性的批評和意見，但絕不會容忍任
何刻意針對警隊的惡意抹黑和中傷。

一哥：身為中國人護國安何懼「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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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的21歲地

盤電工學徒，去年8月被警方在私

家車尾箱搜出兩支棒球棍、兩支鐵

通及一公升辣椒油噴霧，家中另藏

有兩支鐳射筆，因而被控兩項管有

攻擊性武器罪。經審訊，被告昨在

粉嶺裁判法院被裁定其中一項涉管

有棒球棍及辣椒油噴霧的罪名成

立。主任裁判官蘇文隆判刑時指，不信納被告稱辣椒油用來驅蟲，亦質

疑被告過去一年若有打棒球，為何不見手套和球，故唯一合理且無可抗

拒的推論，是被告以該兩物品在特定場合下傷害他人，而球棒更可致永

久傷殘，遂判被告即時監禁18個月。

被告李育誠（21歲），被控於去年8月16日在上水新康
街及新祥街交界管有攻擊性武器，即兩支鐵通、兩支

棒球棍及兩支辣椒油噴霧，及於同月17日，在其打鼓嶺的
住所同樣管有攻擊性武器，即兩支鐳射筆。

官不信一公升噴霧椒油屬食用
蘇官在裁決時表示，不信納被告指涉案辣椒油用作驅蟲，

質疑如作家居用途，為何不選擇辣椒水，而選用容易跣胎、
沾塵、難以清洗的辣椒油。
蘇官續指，辣椒油可作食用，惟涉案容量達一公升，又是

噴霧式，明顯不是食用，同時也不認為涉案辣椒油屬自衛用
途，推定被告在特定情況下，自己或給他人對超過一個人噴
灑，藉此傷害他人。

「得一隻手，點解買兩支球棍？」
至於被告辯稱為了與朋友打棒球，遂購買涉案棒球棍，蘇

官指警方只搜出棒球棍，不見手套或球，若被告過去一年有
用作打球，辯方必會將此有利證據呈上法庭，而「被告得一
隻手，點解要買兩支同款嘅棒球棍？」蘇官認為被告解釋疑

點重重，並予以否定，而棒球棍具殺傷力、非工程物品，裁
定被告在特定情況下使用。
不過，蘇官接納被告所指，兩支涉案鐵通用作敲擊鐵閘以

嚇退流浪狗。至於兩支涉案鐳射筆，控方並沒提出直接證據
或環境證供，證明被告意圖用作非法用途，故裁定被告該罪
名不成立。
辯方求情指，無證據顯示被告立刻或即將使用該些物品，

被告沒有案底，品格善良、有上進心。此外，被告未婚妻已
懷孕六個月，若被告入獄會使未婚妻失去支持，冀法庭判處
緩刑。

無任何減刑因素
蘇官判刑時指，涉案辣椒油容量大，若灼傷眼睛或皮膚，

但盡快求醫的話理應不致有後遺症，罪責較輕，但棒球棍則
另當別論，若擊中頭部可致腦神經受損，嚴重者或會變成植
物人；若擊打四肢則會造成骨折，甚至永久傷殘。被告藏
有兩支棒球棍，可以用來圍毆，後果嚴重。考慮上述因素
後，故以18個月作量刑起點，沒有任何減刑因素，須即時
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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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檢獲的兩支辣椒油噴霧(上圖)和兩
支棒球棍(右圖)。 香港警察fb圖片

電工學徒管有武器即囚18月
官指球棒可致永久傷殘 若為打棒球為何不見手套和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中國駐歐盟使團促歐方停干港事
香港文匯報訊 28日，歐盟決定限制

對香港出口敏感技術設備，並對香港國
安法實施「表達擔憂」。中國駐歐盟使
團針對歐方有關錯誤做法表示堅決反
對，並已提出嚴正交涉。「我們敦促歐
方切實尊重中國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問
題上的立場，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
事務和中國內政。」
歐盟28日通過限制向香港出口用於
鎮壓及監視的敏感設備和技術，同時會
推出港人申請簽證、大學獎學金及學術
交流方面的新措施。德國外交部長馬斯
發表聲明聲稱，歐盟目前有「共同工
具」以應對北京「侵犯香港公民社
會」，而德國會即時停止向香港出口敏
感設備和技術，及把香港與中國內地同
等對待。

促切實尊重中國在港護國安立場
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就歐盟針對香

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出台系列措施答記
者問時表示，中方已經多次就香港維護
國家安全立法問題闡明立場。「一國兩
制」落實得好不好，中國人民特別是香
港人民最有權利發表意見。歐盟沒有資
格說三道四。絕大多數香港居民都認
為，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會更有助於保障
香港居民的各項權利，也更有利於維護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我們對此有充分信
心。針對歐方有關錯誤做法，我們堅決
反對，並已提出嚴正交涉。我們敦促歐
方切實尊重中國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問
題上的立場，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
事務和中國內政。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昨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被問及有關問題時表示，香港
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事務純屬中
國內政，任何外國或組織無權干涉。歐
方通過的有關舉措，違反了不干涉別國
內政這一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方堅決

反對，已向歐方提出嚴正交涉。
他表示，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和實施，

是為了彌補香港長期以來在維護國家安
全方面的法律漏洞，目的是為了健全香
港法治，使「一國兩制」在法治軌道上
行穩致遠，完全符合憲法和基本法，不
僅有利於香港的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
定，也有利於維護所有在港外國企業和
人員的正當合法權益。
汪文斌表示，歐盟既然聲稱在香港

擁有利益和關切，希望看到香港繁榮
穩定，就應該以實際行動朝這個方向
去努力，而不是單方面出台一些所謂
的應對措施，影響香港的繁榮和穩
定。我們敦促歐方切實尊重中國在香
港維護國家安全問題上的立場和行
動，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和
中國內政，多做有利於香港繁榮穩定
的事，把精力放到維護中歐關係健康
發展上面。

港府：歐盟管制基於無稽指控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歐

盟建議對香港實施有關敏感設備和科
技的出口管制是基於毫無根據的指
控。特區政府一直依法採取執法行
動。「我們敦促歐盟停止這些不符合
香港居民和我們歐盟夥伴利益的政治
操作，並會繼續按需要尋找合適的供
應商進行採購。」
發言人強調，特區的事務屬中國內

政，任何其他國家都無權直接或間接干
預該等內部事務，並批評歐盟以制定香
港國安法為藉口，粗暴干涉香港事務，
特區政府對此深表遺憾。
發言人指出，香港特區目前與七個

歐盟成員國（捷克共和國、芬蘭、法
國、德國、愛爾蘭、荷蘭及葡萄牙）
簽訂了移交逃犯協定。香港特區具備
完備的移交逃犯合作機制，一直秉持

互助互惠原則，與國際社會其他成員
依法進行執法合作，打擊犯罪活動。
「我們反對任何嘗試將司法合作政治
化，破壞雙方長久以來建立的良好合
作基礎，偏離司法合作維護正義和法
治的宗旨的行動。」
發言人表示，香港和歐盟成員國的

經貿關係緊密，近年來雙方亦一直促
進雙邊文化和科技合作。去年，超過
2,300間母公司位於歐盟的企業駐港，
較2017年上升7.5%。根據歐盟數字，
歐盟與香港的貨物貿易總額達480億歐
元，歐盟對香港的貿易順差為254億歐
元。
同時，超過29,000名歐盟公民以香港

為家，亦有不少歐洲商會在香港營運多
年。同時，兩間國際學校在香港開辦歐
洲課程。特區政府呼籲歐盟成員國務實
理性，避免採取損害香港與歐盟之間長
久以來互惠關係的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擁博
士學位的前教育大學客席講師，今年
「元旦大遊行」期間，除在灣仔示威
現場被警員搜出自製弩及尖木棒外，
另在黃大仙住所亦被搜出自製弩、膠
箭和木箭等物品。他否認在公眾地方
管有攻擊性武器及有意圖管有攻擊性
武器罪。案件昨在東區裁判法院開
審，被告辯稱是童軍副團長，製作弩
和木箭只為教授童軍興趣班的教材。

教大官網已移除被告名字
被告岑嘉林（37歲），被控今年1
月1日，在灣仔胡忠大廈外管有一把
自製弩、18支削尖木棒；以及在黃大
仙一住宅單位內，管有兩把自製弩和
五支箭。被告今年4月被提訊時，教
育大學的官方網頁上仍顯示他是特殊
教育與輔導學系客席講師，但現時其

名字已被移除。
據截查被告的警員周振標供稱，事

發當日下午4時許，他在巡邏警車
上，目睹被告與一名女士在胡忠大廈
外同行，當時他身穿黑色外套、藍色
牛仔褲、戴黑色口罩及帽，手持一把
藍色雨傘，行為怪異，四名警員遂下
車截查他。周在被告背囊搜出一個索
繩袋，當時被告聲稱袋內放着的是畫
夾，但警員卻在內檢獲一把長30厘
米的弩、18支尖木箭、兩支木棒及一
塊白色海綿，被告當時表示該把弩是
「朋友畀佢」。
被告被捕後，即由重案組黎姓警員

上門搜屋，再檢獲兩把弩、三支塑膠
箭、兩支尖木箭、四支木棒、四塊固
定鐵片、兩包螺絲、一包螺絲圈、四
個滑輪及一綑橡筋。

可射木箭到五米外發泡膠板上

根據庭上播放的警方證物測試片
段顯示，其中兩把弩均能成功將木箭
發射在五米外的發泡膠板上，但較短
的一把弩則無法成功射出木箭或膠
箭。案件裁定表證成立，被告隨即選
擇出庭自辯，聲稱他是一間中學童
軍旅副團長，負責訓練小朋友、組織
興趣班教授工藝及箭藝，他承認涉案
三把弩由他製作，但目的是用作童軍
興趣班教具，可視為訓練工具或模

型，而被搜出的箭是做來測試弩的
功能。部分弩用畫架改裝成，木箭
則是用兩支短木棒黏合，再用筆刨
削尖一端。
被告又稱，事發前幾日他才製作好

弩，並放入其中一個背囊，打算之後
帶到童軍團作為興趣班教材，但由於
他有多個同類背囊，故事發當日不小
心帶到遊行現場，但從無打算用來製
造混亂。

教大前講師攜自製弩遊行表證成立

▲東區法院大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被告岑嘉林（右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派去年11月11日發動所
謂的全港「大三罷」，煽惑群眾包括年輕人在各區堵路及破
壞交通設施。一名19歲學生當日在旺角被搜出兩支黑色噴
漆，以及《堵路指南》手冊等物品，被控管有物品意圖損壞
財產罪。案件昨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再提訊時，控辯雙方同意
撤控及以簽保守行為方式處理，主任裁判官嚴舜儀遂准被告
以2,000元簽保守行為24個月。
男被告陳譽天，報稱學生。被控去年11月11日在旺角
亞皆老街及彌敦道管有兩支黑色噴漆，意圖在無合法辯解
的情況下使用該物品，以損壞另一人的財產。
案情指出，當日旺角一帶有示威者聚集，警方其後進行

拘捕行動，警員16237在彌敦道與亞皆老街交界下車追捕
被告，被告逃至西洋菜街近奶路臣街街口被制服，並被搜
出兩支黑色噴漆，以及生理鹽水、手套、呼吸器和一本
《堵路指南》手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友好協進會及香港江
蘇社團總會日前分別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出函件，譴責美
國所謂的「香港自治法案」粗暴干預香港事務及中國內政，
敦促美國停止損害香港以至中國的利益。信函強調，香港國
安法符合市民的最大利益，絕大部分市民亦支持法案，呼籲
各國聆聽香港市民的聲音，尊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權利。
香港友好協進會及香港江蘇社團總會均重申，香港是中

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事務完全屬於中國內政，美國或
任何其他國家無權干涉。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即於本月15
日簽署所謂的「香港自治法案」，是強烈干涉中國內政，
亦嚴重違反國際法及國際關係的基本規範，現時已有超過
165萬名香港居民在網上聯署，反對由美國主導的外國勢
力干預香港事務。
函件還表示，香港國安法符合香港市民的最大利益，亦

有利於香港的長遠發展，在短短8天之內已收集到接近
300萬個簽名支持在香港實施香港國安法，充分顯示絕大
部分的香港市民均歡迎有關法案。
兩會在信函中強調，修例風波引起的暴力及破壞，嚴重擾

亂了香港市民的生活。香港國安法滿足香港市民共同
願望，及時恢復社會秩序與穩定，維持良好的營商環
境，並維護「一國兩制」及高舉法治基礎，並重申每
個國家都有權利與義務維護國家安全及領土完整，中
國也不例外，敦促美國停止損害香港及中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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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協江蘇社總
責美粗暴干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