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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風波期間，攬炒派為黑暴造勢，所謂

「文宣」充斥大街小巷，令不少年輕人受鼓

動走上街頭。香港國安法實施至今，攬炒派

已經有所收斂，惟近日他們轉移「戰場」，

將「文宣」印在遊戲卡牌上，並以「盲盒」

形式出售，試圖令學生在收集卡牌的過程中

將其洗腦，「借卡還魂」再續所謂「抗爭精神」。有中學校長表示，少量

卡牌已在校園流傳，或許是攬炒派在校園「試下水溫」的信號，提醒教育

界不要掉以輕心。

攬炒文宣「借卡還魂」毒港青
藉遊戲卡滲校洗腦學生 中學校長籲教界勿掉輕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
黑暴去年10月1日在全港多區掀暴
亂，當時仍是學生的青年在荃豐中心
行人天橋向橋下警員投擲垃圾桶蓋。
他早前經審訊後被裁定襲警罪成，昨
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接受量刑。辯方
求情則稱，男生現已成為工程師，本
案可能令其失去工作，刑事紀錄對被
告未來發展已成障礙，要求判社會服
務令或緩刑。惟裁判官劉淑嫻批評被
告毫無悔意，並強調襲警是嚴重罪
行，絕不能姑息，應判以阻嚇性刑
罰，遂判被告入獄3個月監禁，但准
他保釋等候上訴。
被告梁文輝（24歲），案發時為學

生。控罪指，他於2019年10月1日
在荃灣荃豐中心天橋上襲擊偵緝男警
賴信安。梁文輝否認控罪受審，於上
月23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裁定罪
名成立。

接納四警證供誠實可靠
裁判官劉淑嫻接納其他在場觀察及

追截被告的4名警員之證供為誠實可
靠，裁定被告當時有以雙手投下垃圾
桶蓋，並觀看有否命中警員後才跑
開，最終垃圾桶蓋落在警員5米以外
的位置，是有意圖令正合法執行職責
的警員受傷，裁定被告襲警罪成。
辯方在求情時稱，被告的背景報告

內容正面，感化官亦肯定被告對家庭
的貢獻，包括一直照顧病情加重的父
親。在學業方面，被告「品學兼
優」，DSE成績優異，其中學副校長
亦稱讚其對母校「有貢獻」，是案可
能令被告失去現有的工作。
辯方續稱，被告對事件已有深刻領

悟，對法律程序感受深刻，而刑事紀
錄對他未來發展必然造成障礙，又稱
被告已「真誠反省」，不再堅持社會
爭議事件，感化官亦認為被告犯案與
其性格「不一致」，希望法庭判以社
會服務令或緩刑。

官：社服令未反映嚴重性
裁判官劉淑嫻在判刑時指出，社會

服務令無法反映罪行的嚴重性。被告
將垃圾掟到天橋下執行職務的警員，
所幸垃圾桶蓋落在警員5米之外，而
被告被制服時受傷則屬自招。
劉官強調，不會姑息襲警的行為，

應判以阻嚇性刑罰，而即時監禁是適
合刑罰，藉以保護警察人身安全及社
會安寧，否則就會導致警隊士氣大
減，遂以監禁3個月為起點，且沒有
任何減刑因素。
被告及後以1,000元現金保釋外出

等待上訴，其間不得離港，須交出所
有旅行證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香港
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去年墮樓身亡事
件，有學生逼科大校長史維在校園內與
師生對話，並一同觀看周梓樂墮樓當
晚的新聞影片，有內地生中途離開，
其中一名內地男博士生被指推跌黑衣
人，其後被包圍毆打。一名21歲科大
本地男生被控傷人罪，案件昨日在東
區裁判法院開審。控方在庭上播放新
聞片及科大校內閉路電視片段共42段
影片，指證被告是施襲者。裁判官鄭紀
航裁定表證成立，被告不作供亦不傳召
證人，案件押後下月21日裁決。

上堂提早離開 被人叫罵圍堵
被告陳凱文（21歲），報稱學生，

被控一項傷人罪。控罪指，他於去年
11月6日在科大賽馬會大堂，連同其
他不知名者非法及惡意傷害鄭燦迪。
根據鄭的書面供詞，鄭案發前兩年
自內地來港入讀科技大學數學系博士
課程。去年11月6日下午5時，他與
女友參與校長於賽馬會大堂廣場舉行
的論壇，其間有人欲中途離開，均被
其他在場者指罵。晚上7時20分，鄭
與女友因要趕上7時半的課堂，遂一

同提早離開，即被多人叫罵，有人罵
他是「豬」，其中以一名全身黑衣裝
扮並戴黑口罩的女子叫罵最大聲，鄭
於是站到她的椅子旁對她瞪眼。
同一時間，有人叫鄭離開，但當他

步至通道時，即遭多人圍堵，其間一
名戴帽和口罩的人走到他前面，用身
體輕碰其左膊後自己往後跌地，鄭隨
即被多人包圍。有保安上前調停，其
間有人襲擊鄭頭部，其後很多人以手
或拳頭嘗試打他，鄭的右邊眉骨及下
顎、右腋下被打，感到痛楚。
鄭在保安護送下，慢慢行到保安辦

公室，有人在他頭頂開雨傘並襲擊
他，稍後有消防救護到場為他包紥。
鄭指自己右腋下有四處瘀傷，右眉骨
流血受傷及下顎瘀傷。當他欲離開
時，又被人群追趕，最後在科大保安
護送上一架教授駕駛的私家車，才可
離開科大，並直接返回深圳接受治
療。至回港時，其傷勢已無大礙。

無即時報警「天眼」認出被告
鄭燦迪在案發後並無即時報警，案

發翌日於深圳南方科技大學醫院求
診，經醫生診斷，發現其左眉擦損裂

傷，而背部亦有擦損痛。他同年12月
才返港報案。鄭在口供中表示，由於
施襲者戴口罩，而且情況混亂，故他
認不到人。控方基於事主無法辨認犯
案人，故決定不傳召事主作供。
控方還在庭上播放相關的三段新聞

片，及案發前後共39段科大校內閉路
電視片段，指閉路電視片中見的男
生，無論髮型、衣着、波鞋，以至所
戴的眼鏡、手帶及手持的白色手機，
均能辨認出就是案中襲擊者。
辯方則聲稱，控方要求法庭將被告

在案發後6個月被捕後所拍照片，比
對襲擊者、學生宿舍內走動的人，出
現誤認的可能性很大，惟裁判官不接
納毋須答辯陳詞，裁定表證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年11月
初，黑暴分子在將軍澳借「悼念」墮樓香港
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掀暴亂，一名男街坊因
投訴暴徒聲浪擾人，被暴徒瘋狂圍毆變「血
人」，遍體鱗傷共縫13針。參與其中的無
業女子及的士司機，分別被拍到三度腳踢事
主及用手捉緊事主及徒手毆打。兩人昨在區
域法院承認暴動罪及蓄意傷人兩罪，法官胡
雅文下令先替女被告索取精神科及背景報
告，押後至本月27日判刑，兩人還柙候
懲。
兩被告為無業女子黃鑫才（29歲）及的

士司機陳明貴（59歲）。兩人被控去年11
月9日在將軍澳富康花園一座外與其他身份
不詳的人參與暴動，及意圖使X受傷而非
法及惡意傷害X。兩名被告均認罪並同意案
情，兩項罪名成立。

男捉手阻離開 女三度踢事主
案情指，去年11月9日凌晨零時半，有
人在將軍澳富康花園1座外聚集叫囂，悼念
墮樓身亡的周梓樂。凌晨2時45分，居住附
近的街坊X下樓，要求在場者安靜，並報
警投訴，即被人包圍及爆粗辱罵 ，其中男
被告曾用手捉着X阻止他離開。X被人推倒
地上後，被多名示威者拳打腳踢約5分鐘至
10分鐘。
根據不同媒體拍攝片段可見，女被告曾

三度腳踢 X，男被告則指罵X，並捉住X

的手，圖阻其離開及徒手打X。X當時被人
逼到牆邊，X看似倒地或蹲下，多人用雨傘
及遮棍篤他及踢他，有人要求現場人士開遮
掩護。警方其後到場驅散，拘捕兩名被告。
X事後送院留醫治理，其左眼眉、額頭、

左膝、左手均有裂傷，頭部更縫了13針，
額頭、面部、右胸及四肢均有挫傷。X留院
3天後出院。據悉，X現仍會感到痛楚，不
得從事劇烈運動。
代表女被告黃鑫才的大律師聲稱，黃為

男友誕下三名小孩，有精神病病史，而被捕
後亦發現她患有精神分裂症，但相信其犯案
並非由病症引致。
辯方續稱，黃參與程度較低，案件對公

眾造成的滋擾程度相對較低，暴動的參與程
度亦遠低於2016年旺角暴動案中的梁天琦
等人，加上並非有預謀行事，希望法庭考慮
就暴動、蓄意傷人 ，分別以4年半及不多
於3年作為量刑起點。
代表男被告的大律師則稱，陳明貴最初
曾「嘗試勸交」及「平復雙方情緒」，惟其
後被現場氣氛及酒精影響，最終失控犯案，
考慮到被告主動認罪，冀法官盡量輕判。胡
雅文法官表示，除非有醫生報告證明上述誘
因，否則不會接受。
基於女被告案發後的醫療報告提及她患

有精神分裂症，胡官最終將案件押後至11
月27日判刑，以索取女被告的精神科醫生
報告及背景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去年9月4日黑
暴在將軍澳圍攻港鐵寶琳站，一名港鐵休班站長被
暴徒圍堵推撞倒地，兩名參與其中的青年上月在觀
塘裁判法院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主任裁判官徐綺
薇昨日判刑時批評，兩被告為發洩對港鐵的不滿，
訴諸暴力以及遷怒事主，破壞公共秩序及導致事主
困擾和驚慌，監禁在所難免且無緩刑空間，判首被
告入獄3個月，次被告則監禁4個月。
兩被告為區議員助理及裝修工人何梓聰（23
歲），和銷售員鍾展鴻（24歲）。兩人原被控
去年9月4日在寶琳站內襲擊站長李建宏，及後
改控參與非法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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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方昨日求情稱，首被告何梓聰妻子懷孕5個

月，根據精神科醫生的報告，何妻懷孕期間因失

去丈夫的支持，導致患上抑鬱症及焦慮症，病情
因丈夫還柙而加劇，望裁判官能判處緩刑。次被
告亦已感到後悔並有所反省，案發時因「情緒管
理不善」才犯案，而他希望從事律師行業，故重
犯機會低。

兩被告粗魯攔截令事主受傷
徐官判刑時表示，本案涉及暴力，兩被告因
對8．31停駛事件感到不滿，案發當日看見事主
即聯同他人指罵對方。事主當天穿着便服，被告
應知道對方並非當值。事主被指罵時已採取迴避
的態度，被告卻繼續滋擾對方。
他續說，現場片段顯示，兩被告以面巾蒙

面，被拉低口罩後再以手遮臉，為掩藏身份，增
加警方調查難度。而兩被告在車廂內外粗魯攔截
事主，又故意用身體推撞對方，導致事主受傷。
當時站內氣氛緊張，有大量人士聚集，兩人的行
為會鼓勵集結人士作出類似行為。
徐官指出，兩被告對港鐵不滿，訴諸暴力以

及遷怒事主，導致事主困擾和驚慌，監禁在所難
免，沒有任何空間判處緩刑，以4個月監禁為量
刑起點，惟顧及首被告行為良好及其妻子情況，
酌情扣減一個月刑期，判處3個月監禁。

暴青襲警囚三月 官批毫無悔意

科大男生圍毆內地生表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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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青推撞港鐵站長 非法集結罪成判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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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攬炒派為求自保紛
紛「轉軚」支持「一國兩制」、擁護

基本法，其「龜縮」行為令人失笑。惟社會
在逐漸復原之際，有人就利用遊戲系列卡牌
「Yell Card」，將所謂「文宣」印於卡牌
上，試圖令學生在收集卡牌的同時，無意中
受「港獨」思想洗腦。

印黑暴素材引學生落搭
「Yell Card」由網媒「夠薑媒體」一手策

劃，「精心」挑選出所謂文宣，以1包10張
卡牌的形式售賣予學生，定價25元。有關
卡牌花式多樣，印有大量與黑暴相關的素
材，包括戴「豬嘴」頭盔裝束的黑衣暴徒、
築人鏈及集會場面等，試圖「回帶」勾起學
生的回憶。而卡牌更「與時並進」，加上
「聲援」「12逃犯」的內容，通通只為幫黑
暴造勢。
為吸引學生收集的同時可以「吸金」，
「Yell Card」非但出現閃卡、拉絲燙卡、拼
圖卡等多種花款；卡牌更以「盲盒」的形式

售賣，學生只能憑運氣收集所有卡牌，意味
想要集齊一套，必須透過不斷「課金」，甚
至購買被「炒貴」的所謂「稀有卡」。

鄧飛：攬炒派「試水溫」信號
教聯會副主席、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相關產品雖循
商業模式售賣，但其本質是「百分百的政治
產品」，卡牌內容充斥政治意涵，或有低年
級學生經不起誘惑購買這些卡牌，惟慶幸的
是，「此類卡牌以靜態為主，對現今青少年
吸引力不大，相信不會再在學界流行。」他
更笑言，卡牌銷售模式守舊，「與老年人集
郵相似。」
但鄧飛提醒，「Yell Card」充斥違法、負

面的信息，但卡牌細小，容易令人降低警
惕，低估其危害。他認為相關卡牌是攬炒派
「試下水溫」的信號，政府必須針對發行卡
牌的商家進行重點打擊，嚴加監管。

馬恩國：製作販賣犯國安法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執業大律師馬
恩國在接受《點新聞》訪問時表示，「夠薑
媒體」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後仍然製作和販賣
「Yell Card」，屬於策劃旨在分裂國家或煽
動教唆分裂國家行為，有可能觸犯香港國安
法第二十條和二十一條有關「分裂國家罪」
的條款，特區政府應及時執法和加強國安法
教育。

黃汝榮：收藏卡牌或被檢控

退休裁判官、大律師黃汝榮亦指，卡牌內
容涉及「港獨」訊息，有人收藏交換這些卡
牌，不排除會違反香港國安法第二十條第
（一）至（三）節所列控罪的可能性。「尚
有很多市民未意識到參與此類活動，可能帶
來的嚴重後果，政府需要透過不同途徑，提
升市民的警戒意識。」

傅健慈：美化暴力挑起仇恨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教授傅

健慈批評，「Yell Card」將「連儂牆」化身
成卡牌，以另一種形式鼓吹「港獨」和黑
暴，美化暴力，挑起仇恨，搖着民主自由的
幌子，鼓吹煽動抗爭，荼毒年輕人，對年輕
人的思想造成極負面的影響，可能造成嚴重
後果。
他要求警方國安處必須嚴肅跟進，將這些

不法之徒繩之以法，接受法律制裁。同時，
特區政府必須加強監管，加大力度宣傳和教
育市民認識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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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飛撰文批評卡牌荼毒青少年。 鄧飛fb圖片 ■「Yell card」恍如一張張的迷你「文宣」。網上圖片

■內地生中途離開論壇時，遭暴徒襲
擊。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