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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參與「光復上水」非法集結

時逃捕險墮橋的22歲香港科技大學男

生，今年1月在上水再被搜出生果刀和

木棍，保釋期間又在5月底在銅鑼灣參

與反對香港國安法的非法遊行，被搜出

天拿水、鋼筋及刀等。他於上月承認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及管有物品意圖

損壞財產兩罪，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判刑。裁判官黃雅茵強調，被告被

搜出易燃液體，在保釋期間再犯是加刑因素，但考慮到被告犯案「並非

出於個人私利」，加上「人道理由」，兩罪最終判囚10個月。

保釋期又攜武 科大生囚10個月
官批易燃液與點火器危險 再犯案屬加刑因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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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去年7月13日參與「光復上水」非法集結時逃捕險墮橋，及時被電視
台攝影師和警員拉回。 資料圖片

■攬炒派區議員今年1月5日發起上水集會遊行，圖為警員截查大批懷疑參
與非法集結的搞事者。 資料圖片

■警方去年5月27日在銅鑼灣拘捕大批參與非法集結的搞事者。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曾審理
多宗示威案的屯門法院裁判官水佳
麗，繼早前審理投擲汽油彈案，盲撐
15歲被告為「優秀嘅細路」，輕判18
個月感化令被律政司成功上訴改判勞
教中心後，水官審理的另一宗16歲中
四女生去年「十一」前夕在天水圍藏
有白電油等汽油彈材料案，今年6月
19日亦被輕判12個月感化令，律政司
早前同樣就刑罰提出上訴，指水官判
刑時忽略阻嚇及懲罰等元素，未能反
映案情嚴重性，上月獲上訴庭裁定水
官判刑時手法出錯，昨在取閱被告的
社會服務令報告後，改判120小時社
會服務令，另須守宵禁令等條件，稍
後頒布判詞。

官：若違令會有進一步懲處
是次覆核申請由高院首席法官潘兆
初、上訴庭法官彭偉昌以及法官彭寶
琴審理。上月23日三位法官指出水官
判刑時只索取感化報告，沒有索取教
導所等一系列報告，排除判處拘留式
刑罰的選項，屬手法出錯，須再為被

告索取相關報告。
代表被告的大狀昨日透露，被告的

社會服務令報告「正面」，在學校及
課外活動「表現良好」，又稱被告的
「背景良好」，本案屬初犯及有悔
意，感化官亦建議判處社會服務令。
首席法官潘兆初接納報告內容，認

為社會服務令是合適刑罰，遂改判被
告須接受120小時社會服務令，並下
令她要遵守三項條件，包括接受每晚7
時至翌晨6時的宵禁令、在督導主任
指定的地方居住，以及接受主任教育
課程及指導。潘官強調，今次判刑是
刑期覆核，提醒少女如社會服務令生
效期間違反指令，會作進一步懲處，
甚至重新判刑。
原審獲判12個月感化令的16歲少
女，被控去年「十一」國慶前夕（9月
30日），在天水圍天華路張貼文宣海
報時被搜出製造汽油彈的原料，包括
一個內含乙醇的玻璃樽、一罐白電
油、一樽消毒藥水、一些白色粉末、
一些錫紙及毛巾等物品。她早前承認
一項管有適合並擬作非法用途工具

罪，今年6月19日在屯門法院少年庭
由裁判官水佳麗判刑。水官當日判刑
時稱「理解」近期「社會運動」對青
少年構成衝擊，又形容自己「感同身
受」。
對於水官的裁決，隨即再被法律界

批評與她今年5月26日輕判另一名投
擲汽油彈的15歲少年18個月感化令如

出一轍，判決欠缺阻嚇力，變相縱
暴。該案少年今年1月8日在元朗街頭
投擲3枚汽油彈，承認縱火罪，但就
被水官形容為「優秀嘅細路」及獲輕
判。
律政司早前亦就該案的判罰向高等

法院提出覆核，並在上月17日獲上訴
庭改判入勞教中心。

藏汽彈材料案 16歲女生改判社服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港大《學苑》前總
編輯、「獨人」梁繼平，去年7月1日涉衝擊立法
會，之後便神速着草去美國，梁繼平及另一男子
范俊文被票控一項「進入或逗留在會議廳範圍」
罪，但兩人分別於今年6月和8月缺席法庭聆訊，
控方因未能成功向兩人派遞傳票，向法庭申請押
後。
案件昨在東區裁判法院再訊時，兩名被告繼續

缺席聆訊，控方指早前已獲法庭發出拘捕令，主
任裁判官錢禮接納控方要求，繼續將案押後，直
至執行拘捕令拘捕兩人為止。
去年7月1日黑暴在港島區遊行後，部分人闖入

立法會大肆破壞。其中梁繼平在立法會議事廳讀
出所謂的《香港人抗爭宣言》，宣稱「我哋冇得
返轉頭」、「我哋冇得再輸」等煽動他人破壞立
法會，他與另一男子范俊文被票控一項「進入或
逗留在會議廳範圍」罪。
然而，梁「叫人衝自己鬆」，事後逃到台灣，

再以「政治難民」身份入境美國，早前更聯同其
他「港獨」分子，成立所謂「避風驛」，為潛逃
黑暴提供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繼兩周前灣仔有3幢住宅
大廈收到65封白色粉末信，胡忠大廈郵局及附近一幢大廈
昨日再發現91封同類粉末信，初步懷疑粉末是由白砂糖和
毒品K粉混合而成，部分信封內附有寫有莫名奇妙字眼的
白紙，寄信人的動機撲朔迷離，兩案交由港島總區重案組
合併調查。
昨上午約10時，灣仔皇后大道東胡忠大廈灣仔郵政局郵
差發現有3封信無封口，內有白色粉末，檢查後共發現有41
封同類信件，於是報警。警方爆炸品處理課人員戴上防毒
面具到場調查，經初步調查白粉無危險性，調查發現，信
封上只有電腦列印的地址，內有一張電腦打印的信，內容
大意為如需購買毒品，可到紅磡某大廈單位，郵局印章顯
示是本月12日，警員到信中提到的紅磡相關地址調查，證
實上址為一普通商業大廈辦公室，並沒有可疑。
至上午約11時，灣仔石水渠街14號至24號金勝大廈有住

客亦收到信，內藏有一些白色粉末，與郵局收到的信件相
同。其後警方在地下大堂信箱總共發現50封類似信件，郵
局印章日期同為10月12日，初步懷疑白色粉末亦是一些毒
品「K仔」氯氨酮粉加砂糖粉。
而在上月29日及30日，灣仔蘭杜街麗都大廈、船街寶志
閣及太和街福和大廈的住戶，亦曾接獲多封可疑粉末信
件，僅寫收件地址、沒寫收件人，均內藏白色粉末，警方
當日共檢獲65封「白粉」信，連同昨日的案件，交由港島
總區重案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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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封「白粉信」襲灣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黑暴去年
12月9日於各區快閃堵路及干擾公共交通工
具，當日一名19歲理大生在彌敦道被揭發身藏
兩把刀和一支玻璃爆破器，早前被裁定「公眾
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及「管有適合作非法用
途的工具」兩罪罪成，昨在東區法院被判監9
個月。裁判官劉綺雲判刑時形容，是案案情嚴
重，涉案物品俱有一定殺傷力，須判以監禁式
刑罰。
已被還柙5個月的男被告陳靖鋒（19歲），

報稱運輸工人，辯方早前透露他是理工大學一
年級學生。他面對的「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
器」罪，指去年12月9日在彌敦道好望角大廈
外公眾地方攜有一把摺疊刀和卡片刀。另一項
「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則指他同
日同地攜有一支筆形玻璃爆破器。劉官早前因
錯取不適用於被告判刑選項的報告，須重新索
取勞教及更生中心報告至昨日判刑。
辯方昨日求情時稱被告是大學生、「品學兼
優」、有家庭支持，還兼職幫補家計，是「大
好青年」。同時，被告在提訊後被扣押長達5
個月後才獲保釋，定罪後又被還柙4星期，羈
押總計逾半年，已受到足夠懲罰，盼法庭不要
以更生中心作判刑考慮。
劉官在判刑時指涉案物品俱有一定殺傷力，
可對人構成危險，而案發時有多人在現場聚集
叫囂，阻塞交通，警員到場截查才揭發被告犯
案。
由於本案案情和控罪性質嚴重，劉官認為判

處監禁式刑罰較合適，但考慮到被告身體狀況
不適合入住勞教中心，以及仍在求學，希望盡
快回復校園生活，而他已還柙多月，若判入更
生中心，刑罰或會過重，遂決定兩罪各判囚9
個月，同期執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婷）攬炒黑暴去年8月5日
破壞交通逼市民「三罷」，
兩名男子在獅隧公路與大埔
公路交界，剪毀交通燈電纜
致8組交通燈齊熄滅，同被
控一項刑事毀壞罪。案中負
責「把風」的設計師早前於
沙田裁判法院認罪，昨日判
刑。署理主任裁判官溫紹明
指出，感化官指被告是「口
頭上有悔意」，希望被告能
透過社會服務令反省，且被
告已就交通燈損壞作出賠償
1.5萬元，故接納感化官建
議，判其接受120小時社會
服務令。
31歲被告王潤琦，報稱
設計師。他被控於去年8月
5日，在大圍獅子山隧道公
路與大埔公路大圍段之十字
路口，損壞交通燈電纜。辯
方於昨進一步求情指，被告
早前已向政府賠償 1.5 萬
元；社會服務令報告內容正
面，建議法庭判以中度時
數，即81小時至160小時
的社會服務令。
署理主任裁判官溫紹明

表示，案件有一定嚴重性，破
壞公共設施的後果嚴重，認
為監禁是其中一個合適的刑
罰，惟其社會服務令報告正
面，被告有「良好背景」及
穩定工作，過往被告「一直奉
公守法」，亦有家人支持。
溫官續引述感化官指，

被告是「口頭上有悔意」，
認為被告「似乎非百分百感
到悔意，但無論如何，認罪
都展示悔意」，加上被告已
作出賠償，認為社會服務令
可代替監禁判刑，希望履行
社會服務可使被告反省。
案中另一名被告是28歲

裝修工人早前認罪，亦被判
社會服務令120小時及賠償
政府1.5萬元。

理大生藏武囚9個月 官指案情嚴重須判監 「三罷」毀交通燈 設計師判社服令

被告吳睿康22歲，現就讀科技大學數學
及電腦科學系四年級。控罪指，他在

今年1月5日，在上水中心外管有攻擊性武
器，即一把生果刀、一支木棍及一把扳手；
今年5月27日，在銅鑼灣東角道及軒尼詩道
交界管有兩支鋼筋、一把扳手、兩個螺絲
批、一個鎚子、一把刀、一把剪鉗、一個打
火機、一個點火器及兩樽天拿水，意圖在無
合法辯解下使用該物品，以摧毀或損壞屬於
另一人的財產。

被告稱明白所為撕裂社會
辯方聲稱，被告吳睿康因遺傳病導致有長

短腳及散光等，亦患有亞氏保加症，情緒及

憤怒管理能力差，以及受熾熱的「社會運動
氣氛」影響而犯案，而被告明白自己的行為
「極度自私，會令社會更撕裂，危及其他守
法的市民」，並願意承擔法律責任，希望法
庭判緩刑，或將部分刑期同期執行，讓他完
成學位並「深造研究人工智能」。
裁判官黃雅茵判刑時引述報告指，被告父

親為印刷工人，母親為家庭主婦，一家人關
係原本良好，但近年轉差。被告自小患有神
經纖維瘤，因病患散光、長短腳等，亦患有
自閉症，其同理心低、口頭溝通技巧差、固
執、情緒不穩等。
被告童年時被檢定為資優，但在小學時期
遭欺凌及孤立，至中學才與同學關係有改

善，但被告自上大學後情緒更不穩，更拒絕
與親戚朋友說話。

官稱「非為私利」「人道理由」減刑
黃官指，涉案物品並非由被告首先攜帶到

現場，亦沒有使用過任何相關物品，「並非
出於個人私利犯案」，只是採用了錯誤的方
法表達自己的意見。
不過，黃官指出「最危險嘅係兩樽天拿水
同點火工具」，而被告在保釋期間再犯案，
則令第二項控罪更嚴重，兩罪合共判囚11個
月。考慮到被告患有自閉症，在獄中要適應
有紀律的生活會面對困難，遂以「人道理
由」再減刑一個月，終判監10個月。

▶管有汽油彈原料獲輕判1
年判感化令的16歲女被告，
經律政司覆核刑期後改判
120小時社服令。 警方圖片

▲裁判官水佳麗。 網上圖片

■19歲理大學生管有摺刀、卡片刀及玻璃爆破
器判囚9個月。 警方圖片

■黑暴去年12月
9日發起所謂「全
港大三罷」行動。
圖為旺角巴士遭暴
徒按死火掣被迫停
在路中。

資料圖片

■攬炒黑暴去年8月5日破
壞交通逼市民「三罷」，圖
為港鐵大圍站有暴徒阻擋車
門被乘客指責。 資料圖片

■ 梁 繼 平
去年7月1
日 與 大 批
暴 徒 衝 擊
及 佔 據 立
法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