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717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0年10月17日（星期六）

2020年10月17日（星期六）

攬炒派去年 11月 2

日在港島非法集會遊

行後，又煽動青少年

到 旺 角 破 壞 社 會 安

寧。一名事發時13歲

男童被警員截查及搜

出扳手及鐳射筆，並

於日前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承認管有攻擊性武器或適合

作非法用途的工具，及管有攻擊性武器兩罪。裁判官

彭廷昨日判刑時拒絕向該名現已14歲的男童頒下兒童

保護令，同時質疑男童家長管教無方，否則男童不會

常遲到缺課，更加不會出現本案，最終判被告入更生

中心兼留案底。男童聽判期間哭泣，不時回望身後父

母。

14歲暴徒藏武 判更生留案底
官拒頒保護令 質疑男童父母管教無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案發時13歲、現年14歲的被告，被控管有攻擊
性武器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以及管有

攻擊性武器兩罪。控罪指，被告於去年11月2日在
旺角西洋菜街管有一把扳手及一個能發出鐳射光束
的裝置。他日前承認兩罪，辯方求情時稱男童因為
覺得示威者「好型」，想獲取朋輩欣賞而犯案，希
望裁判官採納感化官建議，判處保護令。
彭官昨日在判刑時指，被告的感化報告及青少年

罪犯評估專案小組報告，建議法庭頒下24個月照顧
及保護令，讓被告重回正軌。更生中心及勞教中心
報告則指，被告不宜入勞教中心，但適合判入更生
中心。

官不同意男童扮演被動角色
彭官引述上訴庭此前的案例指出，判處青少年罪
犯時除考慮被告更生外，還要考慮和平衡其罪責、
阻嚇性及維護公眾利益。在是案中，保護令與被告
控罪不相稱，兒童保護令大多應用於較輕微、不涉
刑事的案件，如少女離家出走。惟感化及青少年罪
犯評估專案小組建議頒下兒童保護令，過於側重被
告更生，忽略其他因素，故不敢苟同，亦不同意男
童在案中扮演被動的角色。

至於感化官建議被告交由父母照顧，彭官指，被
告在一年之內19次缺課、16次遲到，班主任對他
的評語為懶惰、不讀書、易與他人起衝突：「如果
父母有效管教，不會出現遲到缺課，更加不會出現
本案。」他對其父母是否有能力管教男童，持保留
及懷疑態度，故拒絕頒下保護令。辯方一度要求法

庭行使酌情權，容許男童免留案底，惟彭官拒絕：
「我已經考慮咗。」
彭官強調，男童案發時出現在示威前線，當時身
懷工具，如與政見不同的人或警員發生衝突，並使
用涉案物品的話，必定會造成嚴重傷害。法庭在平
衡各項因素後，決定判男童入更生中心。

!!��8��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展開代號
「跨欄」行動打擊涉及兒童色情物品罪案，並拘
捕6名有戀童癖的男子，檢獲逾600段兒童色情影
片。被捕者中，包括沙田第一城一間補習社的負
責人。
警方初步追查未發現有本地兒童受害者，而案
件仍在調查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根據線報經深入調
查後，於昨晨6時起聯同港島、東九龍、新界南及
新界北總區人員展開行動，搜查北角、荃灣、沙
田、屯門、元朗等地區等多個目標地點，拘捕6名
男子，檢獲7部電腦及相關網絡與儲存裝置，共發
現逾600段懷疑兒童色情影片，檔案總容量約
20GB，內容主要是兒童裸露鏡頭及進行性活動，
相信疑犯分別從網站下載、購買或透過點對點分

享軟件下載等不同渠道，取得有關兒童色情物
品，並儲存在電腦器材之內。

6被捕人互不相識「嗜好」相同
是次被捕6名男子（25歲至38歲），分別為補

習社負責人、病人護理助理、電腦程式員、銷售
助理、建築工人及大廈窗框技工，涉嫌「管有兒
童色情物品」罪名。6名被捕人互不相識，但同有
沉溺兒童色情物品的「嗜好」。

其中一人為補習社負責人
涉案的教育工作者，是沙田第一城一間補習社

的負責人。據悉，該補習社的輔導對象是小學
生，有職員指平日是女導師接觸學生，負責人甚
少返回補習社，警方正追查是否有補習社學生或

本地兒童受害者。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科技罪案組戴子斌

總督察表示，警方正循多方面繼續調查，包括被
捕6人是否涉及發布、複製及進出口等相關兒童色
情物品，暫時未有發現有本地受害人，但會繼續
調查。
他強調，管有兒童色情物品屬嚴重罪行，最高

可被判入獄5年及罰款100萬元。警方將繼續與各
執法機構及互聯網持份者保持緊密合作，聯手打
擊兒童色情物品相關罪案，以免兒童被不法分子
利用進行各類色情活動及遭受性侵犯。
資料顯示，早前警方接獲一名8歲女童的母親

報案經調查，上周五(9日)在九龍灣拘捕一名37歲
小學男教師，涉由去年12月至今年9月期間，藉
手機網絡遊戲誘使最少7名女童將不雅照或視頻傳

給他，以換取遊戲的虛擬武器，暫未發現受害者
有男教師所任職學校的學生。警方呼籲未報案受
害女童與警方聯絡。

6戀童男涉藏600段兒童色情片被捕

■網罪科總督察戴子斌(右)交代拘捕6人涉管有逾
600段兒童色情影片案件詳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去年 11月
2日晚上，有
示威者到旺角
集結，其間有
示威者向警方
防線投擲燃燒
瓶及以鐳射光
照向警員。

資料圖片

去年10月5日大批反蒙面法黑衣魔在
旺角通宵打砸燒，濫施私刑毆打市民。
一名內地男遊客被黑暴認出是內地人，
更老屈在拍暴徒的「大頭相」，另一名
歸家本地男自清路障被「老屈」是便衣
警，先後被黑暴圍毆。參與襲擊的2男1
女昨在區域法院承認傷人等罪名，並願
意向受害人賠償，但有被告求情時反賴
事主「手持磚頭」，自己向事主施襲是
為「保護年輕人」。法官郭啟安將案押
後至10月28日待被告賠錢後判刑，各被
告繼續還柙。
3名被告分別為男子羅偉華（57歲，清
潔工）、女子黃綺婷（22 歲，售貨
員）、埃及籍男子Soliman Ahmed Faw-

zi Elsayed（35歲，地盤工）。羅承認兩
項有意圖而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
罪，即去年10月5日及6日，在旺角彌敦
道與亞皆老街一帶，與他人非法及惡意
傷害29歲的內地男遊客X及45歲本地男
子Y。黃及Soliman則改認罪名較輕的傷
人罪，即去年10月5日在同一地點傷害
男子X。
案情指，X在案發前一天來港旅遊，事

發當晚沿彌敦道步回旅館，至亞皆老街
時被女途人認出是內地人，並拉扯X衣
服不讓他離開，30多名黑衣人即圍擊
X，X當時拿起磚頭，現場有人大叫「開
遮」。其間，羅揮棍打X的手，黃女則
打開雨傘並推了X一下，埃及男則趁X
跌倒時踢他。
醫生其後證實，X右眼皮、右邊盆骨位

置、左大腿、肩膀、右後背、臀部均有
瘀傷，右眼球結膜出血、頭皮有1.5厘米
裂傷、腰部擦傷等，現已康復。X在事件
中丟失500港元、800元人民幣、手機、
提款卡及八達通。

另一名45歲本地男子Y，當晚與朋友
用膳後乘的士回家，但遇上路障而下
車，徒步回家途中搬開路障，即被10多
名黑衣人指他是警察而被拳打腳踢，其
間更有人用竹枝施襲。
未有蒙面的羅被拍攝到用棍打了Y兩

下，他被Y的友人推開後停止。Y送院後
被診斷頭頂裂傷，右手活動能力受阻，
曾留院4日及請23天病假，並花逾6,000
元看中醫。
辯方求情稱，羅當時為了保護「年輕

示威者」，遂把棍放在袋中，放工後帶
往現場，眼見X手持磚頭，擔心對方會
「傷害年輕人」才會犯案。至於事主Y，
羅當時「聽聞」Y企圖以竹枝「襲擊示威
者」而向Y揮棍，是因「一時憤怒」而犯
案，事後知錯及後悔。
辯方續稱，女被告當晚亦見到事主X

持磚，遂尾隨對方，但無意參與襲擊，
只是 X 倒向她時，才伸手「推了一
推」。埃及籍被告求情時稱他於2008年
來港，持有香港身份證，居於X所住賓

館的同一樓宇，當晚他下樓買香煙時
「好奇」下加入施襲，並非參與示威。

3被告願向事主賠醫療費
律師稱，3名被告願向事主X賠償人民
幣 1萬元，平攤後即各人賠償人民幣
3,330元，控方會提供X的內地銀行戶口
讓被告入錢，羅另外賠償6,320元醫療費
給Y。由於需時處理賠償事宜，3名被告
還柙至本月28日判刑。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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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毆內地人清路漢 黑暴3男女認罪還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
前日在柴灣一工廈破獲跨國販毒案，拘
捕來自以色列、英國及加拿大的3名毒
販，揭毒販大型變壓器暗藏毒品空運來
港，共檢獲約17公斤可卡因及霹靂可
卡因，市值逾3,300萬元。
被捕3名男子（25歲至45歲），相
信為集團主腦及骨幹成員，暫控一項
「販運危險藥物」罪，案件今日會在西
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西九龍總區刑事部警司鍾雅倫表示，

涉案跨國販毒集團估計最少活躍數個
月，主腦及成員包括一名報稱商人、持
護照來港的以色列人、一名持香港身份
證的無業英國人及一名加拿大籍華人，
其中以色列人租用柴灣一工廈單位作製
毒工場。
有關人等涉嫌利用外國販毒網絡輸入

毒品，將毒品收藏在一個拆除部分組件
的40公斤變壓器內，以用空運方式從
東南亞國家運入境，再在工廈單位加工
成霹靂可卡因，毒品主要供應本地市
場。
在前日凌晨2時許，西九龍總區情報

組聯同特別職務隊根據線報，搜查柴灣
永泰街50號港利中心一單位，拘捕3名
毒販，其間英國籍男子激烈反抗，導致
4名警員受輕傷；警員檢獲約1.4公斤
可卡因、16公斤霹靂可卡因及一批製
毒工具，毒品市值逾3,3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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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本月6日中區
特區終審法院遭人淋潑紫色油漆案，中區警區重
案組第三隊探員連日追查，前日（15日）下午
在旺角拘捕一名涉案男子扣查。被捕男子姓莫
（33歲），涉嫌「刑事毀壞」罪。
據了解，莫姓男子在油站任職入油員，家住青

衣區公屋，曾有傷人案底，不排除精神有異，警
方正調查其犯案動機。
案發當日下午4時許，一名男子步至特區終審

法院面向皇后像廣場一方位置對開，試圖將手持
載有紫色油漆紙杯扔入法院，但因現場保安嚴
密，遂將油漆潑倒在門前地上，繼而向皇后大道
中方向逃去。油漆在地面四濺玷污大樓石柱，影
響範圍約10呎乘10呎，保安員發現報警。

終院淋油案 警拘33歲男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年9月
4日，黑衣暴徒在港鐵將軍澳寶琳站大
肆破壞，一名港鐵休班站長更被黑衣人
拉扯及圍毆，其中兩名男子昨在觀塘裁
判法院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主任裁判
官徐綺薇批評，兩被告為發洩對港鐵的
不滿，破壞公共秩序及令事主的人身安
全受威脅，兩人更用面巾遮面欲掩蓋身
份逃避罪責，須判阻嚇性刑罰，並將案
押後至11月6日判刑，以待索閱背景報
告及相關求情信件，其間兩被告還柙懲
教署看管。兩名男被告分別是何梓聰
（23歲），為區議員助理及裝修工人，
另一被告鍾展鴻（23歲）任職營業員。
兩人同被控於去年9月4日，在港鐵寶琳
站內聯同其他人參與非法集結。
案情透露，去年9月4日晚11時 45
分，休班的調景嶺站站長李建宏在寶琳

站打算乘搭地鐵前往坑口站，入閘前後
李已見一大批黑衣蒙面人在站口聚集及
破壞閘機。當李步入車廂剛坐下被人認
出大叫「調景嶺站長」，不久即被10多
人包圍及質問：「你做乜事要叫警
察？」李估計對方所指是去年8月31日
晚警察進入調景嶺站一事，並解釋該晚
自己未曾報警其後走開，但被黑衣暴徒
阻撓及拉扯跌倒。
徐官比對相關新聞片段，從身型比

例、髮型、眼鏡款式、眉毛、眼睛形狀
等外貌特徵，認出兩名被告就是片段中
對事主施襲的兩名示威者。兩名被告及
其他示威者在共同目的下對事主作出肢
體碰撞，更威脅會使用武力，即使是出
於「合理理由」，仍可構成擾亂秩序或
挑撥性的行為，行為屬擾亂公眾安寧，
裁定兩被告非法集結罪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去年10
月，有黑暴分子以「悼念」陳彥霖為名
在紅磡非法集結、堵路及毆打便衣警。
一對兄弟及一名18歲學生早前被裁定襲
警及堵路罪成。裁判官梁嘉琪昨判刑
時，質疑3人悔意不真誠，判刑須具阻嚇
性，判處21歲胞兄入獄3個月3星期、18
歲胞弟及另一名男學生入更生中心。
3名被告依次為18歲學生鄧卓榮、18
歲學生伍浩賢及21歲裝修工人鄧卓凡，
其中鄧卓榮及鄧卓凡是親兄弟。他們同
被控於去年10月11日，於紅磡明安街2
號至20號4號店舖外近必嘉街交界，襲
擊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員徐家俊，並在紅
磡投擲竹枝和磚頭，對公眾地方交通造
成阻礙。
青少年罪犯評估報告建議判處首兩名
被告入住更生中心，第三被告則判處監

禁，但感化官報告就建議判兩人接受社
會服務令。辯方聲稱，感化官對本案的
了解更全面，建議更可取，並引用感化
報告中指稱3人在還柙期間「已真正了
解自己行為做錯」。
辯方續稱，3名被告並非處心積慮襲
警，只是在突發情況下做出了激動而不
可取的反應。雖然青少年罪犯評核委員
會建議判第三被告入教導所，但希望法
庭可採納感化官建議判社會服務令。
裁判官梁嘉琪引述醫療報告指，受襲
的便衣警有瘀傷、骨折等，更患上創傷
性筋膜炎，認為案件性質嚴重；而3人
用雜物堵路，則令十字路口受阻20分
鐘，影響交通，案件性質嚴重，而青少
年罪犯評估報告顯示三人反省程度低，
未能看見三人有悔意。裁判官最終接納
評估建議，判處3人更生及監禁刑罰。

襲警堵路罪成 兄判監弟入更生 包圍推撞港鐵站長 兩男非法集結罪成

■去年10月6日，黑衣人在旺角一帶堵
路及追打市民。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