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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類案不同判 港司法須改革
個別法官涉偏幫黑暴 市民對司法制度信心受損

黑暴相關案件判決陸續出爐，
當中判決和量刑飄忽的情況引起
社會關注。多名法律界人士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若
相同的罪行，卻出現不同的量
刑，除引起市民的質疑，也有損
司法機構的公信力，建議當局應
參考國際做法，盡快成立「司法
量刑委員會」，對量刑訂立客觀

準則，及成立「監察法官委員會」，加強
社會監察，挽回市民信心。

龔靜儀：可堵塞法律漏洞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表示，近期有多
宗涉及黑暴案件，外界一致認為證據確
鑿，也被法官否定，又或類似的案件卻
有不同的裁決，以目前的制度下，只能
依靠律政司提出上訴，為有關案件訂出
先例，不過，涉及司法程序與審理時間
等，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她認為，設立「司法量刑委員

會」，可以堵塞有關漏洞，為某些案件
提出一個量刑準則的建議，更可以按照
社會的實際需要，作出適切的指引，不
存在干預司法的問題。

傅健慈：判刑飄忽難顯公正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

教授傅健慈表示，公正司法非常重要，
而法官作為司法裁判者，是司法工作的
重要參與人，從近期的案例顯示，法官
的判刑態度飄忽，時重時輕，偏離上訴
庭案例的指導性、約束性，明顯量刑標
準不一致，未能彰顯「公正司法」，單
靠律政司把關作出上訴，是不切實際
的。
他續指，有大量市民向司法機關投

訴個別法官判案偏頗，對司法機關失去
信心和表示失望，特區政府和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必須積極考慮進行司法改革，

盡快成立「司法量刑委員會」，彰顯法
治公義，挽回市民的信心和支持。

王吉顯：速設委會監察法官
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會長王吉顯

律師表示，明白到市民感覺法庭於處理
部分黑暴案件，雖然性質類似，不過量
刑標準不一，為維護司法的公平、公正
性，同意當局應該成立「司法量刑委員
會」，委員的組成部分可以效法其他專
業的委員會，包括公眾、法律及司法界
人士，就某類型的案件，向法庭建議一
個量刑準則。與此同時，為回應市民對
某些法官在處理一些案件的手法，有大
權獨攬之感，建議當局應盡快成立「監
察法官委員會」，同樣由公民、法律及
司法界組成，加強社會的監察。

黃國恩：「量刑會」無損司法獨立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

國恩表示，相同的罪行竟有不同的量
刑，當然會引起市民質疑，也有損司法
機構的公信力，故需要成立「司法量刑
委員會」，就不同的罪行定出最低的量
刑標準，法官必須依照這些客觀訂定的
標準判刑，將可避免出現量刑差距太大
的情況發生，法官將不可能再以個人喜
好，個人主觀感覺或偏見判刑，再不能
以似是而非或荒誕的理由輕判罪犯，對
維護司法公正及法庭的公信力絕對有正
面的作用。
黃國恩指出，英美已有類似的委員

會成立，效果亦相當不錯，並無影響有
關國家的司法獨立，特區政府和司法機
構不能再抱殘守缺，對這些明顯的司法
不公或缺陷視而不見，要慎重考慮作出
相應的改革以解市民的質疑，挽回司法
機構的公信力，保住香港法治的金漆招
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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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法院法官沈小民早前裁定7
名於去年8月31日在灣仔參與暴動
的被告全部罪名不成立，引起社會
譁然，亦揭發原來同一法官對同一
類情況的裁決持雙重標準的問題。
沈小民裁定7名被告的暴動罪不

成立，聲稱接納辯方的部分看
法，不排除眾被告是希望到場「見證」
這「難得的歷史時刻」。針對他們身穿

黑衣，沈官稱「選擇服飾顏色純屬個人喜
好」，而帶備「豬嘴」、口罩、眼罩或手套
等用作「保護自己」也是「無可厚非」，更稱
眾被告遇警即逃有可能是「應警方警告
而離開」，甚或基於對警方的「恐懼」的「自
然反應」云云。當時已有不少社會人士質
疑沈官儼如被告的「辯護律師」。
翻查沈小民過往的判決，原來他曾於

2017年3月17日裁定2016年「旺暴案」

三名被告，包括23歲港大女生許嘉琪、
20歲學生麥子晞及33歲廚師薛達榮暴動
罪成，各判囚3年，成為香港回歸後首宗
因干犯暴動罪行入獄個案。
當時被告薛達榮自辯時稱，自己當晚

是到場「看熱鬧」，為安全起見，「人
跑佢又跑」，但沈官當時反駁這說法站
不住腳，指如果不想被誤以為示威者，
應該站在原位不動，而非跟示威者做相
同的事，跟着人跑反而可能人踩人。有
關看法與近日7名被告暴動罪不成立一
案，明顯所持標準不一。

同類型案件，在香港現行司法制
度下亦會有完全不同的判決。今年
就出現有人塗鴉警察總部被判感
化、有人塗鴉美國領事館卻被判囚
4周的「同類案唔同命」情況。
明明都是塗鴉，但香港法庭的判
決卻出現「因地而異」的情況。今

年6月，東區裁判法院裁判官何俊堯就判
塗鴉警察總部的青年12個月感化令和賠

償1,200元了事。
該案被告為恒生大學學生王愷銘，他於

去年6月21日晚暴徒包圍警總時，用白色
油漆在警總外牆噴上「Condom（安全套）、
Con」，被控一項刑事毁壞罪，雖然其首份
感化報告負面，但何俊堯認為其「毒癮問
題未解決」，遂再為被告索取感化報告，
並稱第二份報告「內容正面」，故「接納
報告建議」判他感化令。

值得注意的是，王愷銘今年10月27日
又因涉嫌另一宗非法集結、管有危險藥
物案件需要上庭，但這名被法官判感化
的20歲青年卻連續兩日缺席聆訊，被裁
判官發出拘捕令。
相比之下，37歲內地男子秦鏡鈞在去
年8月18日到駐港美國領事館大閘塗鴉
抗議，事隔兩天案件就已迅速審結，秦
鏡鈞雖然亦如同類案件的被告般以「一
時衝動才犯案」來求情，不過，被告最
終卻被判即時監禁4周，判決明顯比黑暴
青年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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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鴉警總判感化 塗鴉領館竟「入冊」

成人擲油彈坐監 少年初判僅感化

重囚 放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不論擲汽油彈的重罪，或藏有
武器這類對市民安全有潛在威脅
的行為，過去一年都不難發現有
各種判決，再次動搖市民對司法
機構的信心。
在擲汽油彈方面，曾有21歲地
盤工於旺角警署外擲汽油彈，雖

然沒有起火引致人命傷亡，但仍被判囚

3年4個月；亦曾有23歲舞台設計男子
因藏有汽油彈，被判囚4年。不過，當
15歲少年今年初向馬路投多枚汽油彈，
裁判官水佳麗卻只是判被告18個月感化
令，後經律政司申請覆核刑期，才改判
被告入勞教中心。
在藏有攻擊性武器方面，過往都有多

宗案例作出判囚一年的裁決，例如有文

員去年8月31日在港鐵太子站出現，被
搜出彈弓、螺絲帽及鐳射筆等，被裁定
在公眾地方藏有攻擊性武器罪成，判即
時入獄一年；亦有保安員曾在遊行示威
中被搜出短劍、斧頭、軍刀及開山刀，
同樣被判入獄一年。
不過，有工程師在灣仔港鐵站外被警

員制伏及搜出電磨機、錘子和對講機等
工具，東區裁判法院裁判官何俊堯卻認
為警員證供「有出入」，裁定被告所有
罪名均不成立，引起社會爭議。

影響市民日常生活及人

身安全的黑暴案件，有關

判決陸續出爐，但也揭開

了司法制度的種種問題。

市民看到同一法官就同一類案件全然相反的判案取

態；市民也看到不同法官在處理擲汽油彈、藏武等問

題明顯不一，個別法官更有偏幫被告之嫌，予人「辯

方律師」之觀感；市民更看到同類案件判決竟有「因

地而異」的荒謬效果。種種情況都動搖公眾對司法制

度的信心，也讓社會有愈來愈強大的呼聲︰期望看到

能對症下藥的司法改革。
■區域法院法官沈小民早前就一宗去年「8．31」灣仔暴動案，裁定七名被告全部
罪名不成立。圖為案發當晚有黑暴於灣仔一帶焚燒雜物。 資料圖片

■2017年3月，區域法院法官沈小民裁定2016年「旺暴案」三名被告暴動罪
成，各判囚3年。圖為案發當晚有暴徒投擲磚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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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者治港」議題近期在本港引發熱烈討
論，市民強烈要求DQ不斷拉布、惡意阻撓立法
會運作的攬炒派議員。治港者要符合愛國者標
準，是憲法和基本法的應有之義，在香港回歸
祖國、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之後，愛國愛港是對
治港者的基本要求。立法會議員作為特區管治
架構成員，必須符合愛國者標準，是毫無疑義
的。立法會部分攬炒派議員以拉布癱瘓施政，
罔顧經濟民生、阻撓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直接
損害香港繁榮穩定；支持煽動分離主義傾向，
甚至包庇「港獨」，缺乏對國家民族的起碼尊
重；甘當美國西方勢力反華棋子，根本不是真
誠擁護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攬炒派議員
的所作所為，完全不符合愛國者標準，將他們
清除出議會，已是民心所向。

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已故國家領導
人鄧小平，在 1984 年 6 月明確指出：「港人治
港有個界限及標準，就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
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
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
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鄧小
平對治港者的精闢論述，是基於中國憲法的應
有之義，也成為基本法的重要精神內核。包括
立法會議員在內的特區管治架構主要成員宣誓
效忠基本法和香港特區，不是一句空洞的誓
言，而是一個履職的實質要求，即不能違背愛
國愛港的基本要求。

近期香港要求將攬炒派議員清除出議會的聲音
非常強烈，是因為攬炒派議員近年、尤其是近一
年多來的所作所為，違背了他們就職時的誓言，
根本不符合「愛國者治港」的基本要求。

惡意拉布阻撓甚至癱瘓施政，是部分攬炒派
議員多年來最令市民深惡痛絕的劣行之一。現
任議員延任後，部分攬炒派議員劣性不改，不
斷通過點算法定人數製造流會，至今4次會議就
已點人數總數80次、耗時14小時20分鐘，延會

後流會次數3次，「泛民會議」召集人胡志偉在
電台聲稱，今次延任一項工作就是盡力阻止政
府的「惡法」。攬炒派議員編造各種謊言謠
言，阻撓香港與內地合作、阻撓香港融入大灣
區，以各種抹黑來離間港人與國家的感情，大
搞拉布，罔顧經濟民生和控疫需要，其行為嚴
重背離效忠誓言，也直接損害了香港經濟發展
和繁榮穩定。

近幾年來，攬炒派議員明裏暗裏支持甚至煽
動分離主義傾向，包庇「港獨」。前「學生動
源」召集人鍾翰林等涉觸犯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罪，於10月27日再度被捕，攬炒派19名立法會
議員發表聲明，聲稱被捕年輕人「不可能有任
何能力分裂國家」等。攬炒派議員千方百計混
淆是非，庇護甚至煽動打着本土旗號的暗
「獨」明「獨」，與尊重自己國家民族的要求
背道而馳。

去年修例風波以來，部分攬炒派議員變本加厲
勾連外部勢力，甘做西方勢力遏華棋子。遠的不
說，今年5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制定香港國安
法，美國揚言制裁香港，公民黨郭榮鏗即口出狂
言，稱不排除對香港國安法提出司法覆核，與外
力一唱一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毫無證據下聲
稱「12瞞逃」並無犯罪，攬炒派議員立即在立法
會上抹黑特區政府、抹黑內地執法和司法部門，
與美方唱和。攬炒派議員甘當打手為美國西方外
部勢力效力，顯示他們骨子裏根本就不是真誠地
認同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需要指出的是，攬炒派議員這樣做，根本就
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完全無視港人和香港
的安全和發展利益，不惜把香港變成危害國家
安全、阻撓國家發展的工具。如此作為，攬炒
派議員有哪一點符合愛國者標準？正因為攬炒
派議員完全不符合愛國者標準，公然違背效忠
誓言，因此社會上才有那麼強烈的民意，要求
將他們清除出立法會。民心所向，不能悖逆。

不符愛國者標準的人無資格做議員
盡快與廣東及澳門恢復免強制檢疫通

關，是本港民間及商界眼前最強烈的呼
聲，亦是經濟全面復甦、融入大灣區發
展的前提條件。但本港疫情持續未能實
現「清零」，政府已經與內地多輪和持
續溝通，相信必須進一步實現更嚴厲的
防止外來輸入和本地追蹤措施，才能滿
足通關的基本要求。當局必須採取多樣
化的策略措施，馬上落實強制檢測，並
且建立完善的病毒源頭追蹤系統，為實
現免檢疫通關創造必要條件。

本港昨日再多三宗本地確診個案，均屬
源頭不明。本月至昨日已有14宗本地感
染病例，反映社區傳播鏈仍未完全切斷，
大埔更有多人染病。特首林鄭月娥日前率
領多位局長赴北京和廣州深圳，得出的結
論是，最終問題仍是本港的防疫抗疫工作
要做得更嚴格，又明言不會為了香港的經
濟理由及港人訴求，而不理會內地人民的
健康。至此，情況已十分清晰，特區政府
必須在防止病毒輸入及本地防控措施上做
得更好，才能令粵澳政府放心與本港恢復
免強制檢疫通關。

本港社區感染個案之所以遲遲未能「清
零」，關鍵在於兩個條件仍未滿足。第
一、本港未落實強制檢測。雖然政府持續
對高風險行業和有社區爆發的地區加強檢
測，但相關檢測均屬自願性質。新冠病毒
經多次變種，無症狀個案有增多的趨勢，
因此只要不實行強制檢測，就難免會有隱
形患者繼續悄悄「播毒」。第二、本港未
有完善的系統追蹤病毒源頭。現時衞生署
對每宗確診個案的追蹤溯源，仍然主要靠
患者回憶，難免有遺漏。而政府準備推出
的幫助市民記錄行蹤的「安心出行」應用
程式，亦必須市民主動掃碼才能記錄，仍

無法完全堵塞追蹤漏洞。相反，內地的健
康碼早就配合手機號碼實名制以及移動大
數據，實現全方位追蹤覆蓋，確保能及時
追蹤病毒源頭。

事實上，隨着疫情發展，新加坡、澳
洲等地都建立了各自的病毒追蹤系統，
兩大互聯網巨頭蘋果和谷歌亦早就聯手
研發了應用程式，協助追蹤病毒走向。
早前與本港達成「旅遊氣泡」協議的新
加坡，亦計劃要求旅客在入境時安裝追
蹤程式。可以預見，這已經是未來進行
跨境出行的一個標準動作。

港人對私隱素來重視，但也須充分顧
及防疫需要，關鍵在於政府要推出不同
層次的控疫措施以滿足不同市民的需
求。特區政府大可以既推出自願記錄行
蹤的「安心出行」，供沒有打算跨境出
行的人士自願使用；亦要推出類似內地
「健康碼」的定位行蹤追查系統，供打
算以「健康碼」或「旅遊氣泡」形式出
行的市民強制使用。只要政府事先說明
不同程式的功能，讓市民根據自身需要
選擇，已是對市民選擇權和私隱權的最
大尊重。相反，如果我們片面強調私隱
而不落實完善的追蹤系統，令周邊地區
對本港防疫不放心而無法通關，這到頭
來是剝奪了市民的選擇權。

與內地、澳門實現免檢疫通關，對本
地經濟復甦和市民生活都至關重要，亦
是落實融入大灣區等多項惠港政策的前
提條件，特區政府必須將之視為當前施
政最重要的任務來抓，盡快落實強制檢
測和源頭追蹤系統，滿足免檢疫通關的
各項條件。社會各界應該團結支持政府
果斷採取更嚴厲的防控手段，不要讓逢
中必反的攬炒者阻住地球轉。

落實強制檢測病源追蹤 為通關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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