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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國安處去年8
警方國安處去年
8 月以涉嫌串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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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詐和干犯國安法拘捕壹傳媒創辦
人黎智英及其兩名兒子和多名壹
傳媒高層，
傳媒高層
，並搜查將軍澳
《蘋果日報》大樓
大樓等地
等地

黎智英

點，檢取大量文件
檢取大量文件。
。《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
》、黎智英父子等人分
別入稟高等法院提出民事訴訟，
別入稟高等法院提出民事訴訟
，要求法庭下令警
方歸還涉及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及新聞材料，
方歸還涉及法律專業保密權的資料及新聞材料
，

黎見恩

早前更申請修改傳票內容，
早前更申請修改傳票內容
，要求法庭頒發臨
時禁令，
時禁令
，禁止警方使用檢取得來的資料作
為檢控證據。
為檢控證據
。國安法指定法官陳嘉信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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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頒下判詞，
，拒絕壹傳媒一方的申請
日頒下判詞
及頒發禁制令，
及頒發禁制令
，下令壹傳媒一方支

黎耀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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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訟費，
付訟費
，並批評壹傳媒透過民事途
徑提出爭議，
徑提出爭議
，是濫用司法程序
是濫用司法程序。
。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陳嘉信在昨日頒下的判詞中指出，案例表
明，裁判官簽發手令是司法行為，只能

用司法覆核挑戰其是否合法。司法覆核設有門
檻，以保障公共機構，倘容許壹傳媒借用民事
程序提出挑戰，將剝奪警方享有的保障。
陳官在判詞中強調，香港國安法訂明須有效
防範危害國安犯罪，尤其是本案涉及嚴重的國
安法罪行，要運用覆核的過濾機制，確保調查
人員免受欠缺勝算的挑戰，從而妨礙調查工作
有效進行。
陳官指出，壹傳媒一方質疑手令的合法性屬
司法覆核範圍，現以民事訴訟程序中提出申
請，試圖節省申請司法覆核許可的時間，無視
申請司法覆核的時限性，更何況它即使現在申
請司法覆核質疑手令的有效性或合法性，亦可
能會因理據不足或超過時限而被拒批申請許
可。故此，他認同警方指壹傳媒是次申請是濫
用程序。

不能預先假定某些文件與案無關

暴青磚掟警車改判勞教
律政司 16 宗覆核全得直

●去年 9 月 10 日，警方於壹傳媒辦公
室檢走大批資料。
室檢走大批資料
。
資料圖片

地盤工帶士巴拿示威 非法集結囚 6 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4 歲地
盤工去年 5 月在金鐘參與非法示威，因
被搜出士巴拿 、索帶等物品，被控一
項管有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罪，案
件經審訊後，被告早前在東區裁判法院
被裁定罪成，裁判官王證瑜昨日判刑時
形容本案性質嚴重，在考慮到當時的社
會氣氛及背景，判囚是唯一選擇，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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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31日港鐵太子站
暴動案，大批暴徒落網，4名學
生依次為簡梓濱
（21 歲）
、連俊
雄
（19 歲）
、卓嘉豪
（24 歲）
及溫
嘉霖
（20 歲）
，被控在太子、旺
角和油麻地港鐵站等地點，參
與暴動、參與非法集結、刑事
損壞、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
普通襲擊、搶劫及在公眾地方
管有攻擊性武器等 9 項控罪，
於昨日在區域法院再訊。
其中，20歲姓溫男學生昨日
稱打算承認兩項暴動罪，並將
於11月10日正式答辯，其他被
告均不認罪，排期至2022年10
月24日開審。
控方表示，屆時將傳召38名
控方證人，並會呈上多段新聞
片段、警方錄影片段等作證
供。

「蘋果惡行關注組」
多名代表昨日到滙豐總
行外請願，要求跟進調查
「612基金」
是否涉
及洗黑錢。
「關注組」
其後再到警察總部，向
警方正式舉報「612 基金」可能涉及違法行
為，要求徹查及嚴正執法。
「關注組」
昨日質疑，
「基金」
聲稱向19,000
人批出1.44億資金，惟警方公布2019黑暴
被捕人數只有 10,171 人，遠低於
「基金」
公
布數字，令人懷疑
「基金」
是否有虛報受助人
數，以達至資金轉移的目的，或將資金用於

視察婚照拍攝地點時遇上防暴警截查，
又稱被搜出的涉案物品是他為方便工作
而常放在背囊內的備用工具。
裁判官王證瑜昨日反駁指，被告當日
毋須上班，根本毋須使用該些物品，而
被告攜有印有「光時」英文拼音的黑色
T 恤，必然是有意圖參與當日的示威活
動，故裁定他罪成。

區員助理噴仇恨字句判社服令

法

判處被告即時入獄6星期。
男被告陳鉑朗（24 歲），被控於 2020
年 5 月 24 日在中區夏愨道行人路近海富
中心行人天橋，保管兩把扳手、一把剪
刀和一包膠索帶，意圖在無合法辯解的
情況下，用以摧毀或損壞他人財產。
針對被告早前在審訊時，聲稱自己當
日本來陪胞妹及其男友到金鐘香港公園

12逃犯案中還柙
「獨人」
李宇軒
（30歲）
，以及律師
助理陳梓華
（29歲）
，被控
去年7月1日至今年2月15日
期間及2020年7月某日至8月
23 日期間，串謀壹傳媒創辦
人黎智英、黎的助理 Mark
Herman Simon 等人勾結外
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以及
協助李宇軒潛逃。
兩人面對
「串謀勾結外國或
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及
「串謀協助罪犯」控罪，李宇
軒另被控「無牌管有彈藥」
罪，昨日一同在西九龍裁判
法院提訊。法庭原先處理交
付高等法院原訟庭審訊的程
序，惟國安法指定法官、總
裁判官蘇惠德決定再將案件
押後，至7月7日再訊。

訊
庭簡

李宇軒陳梓華還柙
串同黎智英勾外助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
再有黑暴案被告因判刑過輕被律
法官彭偉昌和法官張慧玲審理。
政司成功覆核須加刑。一名 18
上月 26 日，上訴庭裁定錢禮判
歲大專生去年元旦在灣仔參與非
刑時沒有適當運用上訴庭案例量
法遊行時向警方水炮車投擲磚
刑準則，犯了原則性錯誤，而其
頭，並管有易燃液體、打火機、鎚
判刑理由明顯不足，判18個月感化
錢禮
及鎅刀等，於早前承認刑事損壞及管
未能充分反映是案的嚴重性和答辯人
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兩罪。主任裁判官錢禮
的罪責等，遂撤銷原判的感化令，並將被告
早前輕判被告18個月感化令，更拒絕律政司
還柙至昨日重新判刑。
提出的刑期覆核。律政司向高等法院申請覆
開學牌博減刑？ 官：可申休學
核判刑，上訴庭昨日裁定錢禮判刑犯錯，本
案必須判以拘禁式刑罰，改判被告入勞教中
代表被告的大律師謝英權昨日求情稱，感
心。這是律政司早前針對修例風波案件的16
化官建議判被告入住勞教中心或更生中心，
宗刑期覆核案件，第十六宗上訴得直的個
而被告今年9月將升讀二年級課程，希望上訴
案。
庭改判入羈押時間較短的更生中心，讓被告
被告陳業云，於去年 8 月在東區裁判法院
早日完成刑期，趕及開學重返校園。
承認於去年1月1日在香港灣仔軒尼詩道458
上訴庭法官彭偉昌質疑，大專生一般可申
號至 468 號金聯商業中心外，無合理辯解而
請休學。謝英權回應稱，校方要求須有充足
損壞一輛屬於香港特區政府的特別人群管理
理由才接受申請，若被告判入勞教中心，恐
車輛；管有或控制一個塑料瓶載有 210 毫升
怕趕不及開學。
環己烷、甲基環己烷及19克蔗糖的有機混合
首 席 法 官 潘 兆 初 直 言「 我 們 沒 有 水 晶
物、一把美工刀、一個打火機及一把鎚子，
球」，無法預料被告羈押行為是否良好，會
意圖損毀他人的財物。主任裁判官錢禮其後
否趕得及開學前獲釋，但認為被告若想早日
輕判其18個月感化令。
完成刑期趕及開學，大可成為他在勞教中心
表現良好的誘因。3位法官認為，考慮到本案
一身縱火工具 錢禮輕視嚴重性
的嚴重性，相信勞教中心是合適判刑，遂改
律政司在本案的最初判刑後不滿判刑過
判被告入勞教中心。
輕，要求裁判官錢禮覆核判刑，並建議改判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去年共提出16宗涉修
被告入勞教中心，但錢官稱被告的報告進度
例風波示威及暴力罪行的刑罰覆核，連同昨
正面，故「不適合判處阻嚇性刑罰」，維持
日的個案，上訴法庭已審結全數16宗刑罰覆
自己的原判，另判被告兼付訟費。
核並判律政司覆核得直，包括裁定原審判刑
律政司其後向上訴庭提出判刑覆核，由高
原則犯錯，判刑明顯過輕等。

判詞指出，要求執法部門在完成調查和刑事
檢控之前歸還資料，並無法律基礎，而要求法
庭在刑事調查未完成時判斷哪些資料有關，是
不可能的任務，若在調查程序完成前頒布禁
令，就會對調查造成阻礙，因此拒絕發出臨時
禁制令。
9 名提出申請的原告包括黎智英、其兩名兒
子黎見恩和黎耀恩、行政總監黃偉強、壹傳媒
動畫總經理吳達光、壹傳媒有限公司、蘋果日
報慈善基金、蘋果日報有限公司及壹傳媒管理
服務有限公司，被告則為警務處長。

「 」太子站暴動 男學生擬認罪

●警方水炮車去年元旦在灣仔
驅散暴徒時遭投擲磚頭，
驅散暴徒時遭投擲磚頭
，防暴
警沿途戒備。
警沿途戒備
。
資料圖片

調查中歸還資料？ 毫無法律基礎

九龍城區議員麥瑞淇
的 助 理 麥 兆 基 （23
歲），於去年 3 月在何
文田愛民廣場塗鴉反政
府和仇警標語，並在早
前承認一項刑事損壞罪
並被還柙至昨日判刑。
主任裁判官嚴舜儀昨
日在判刑時表示，被告
今次犯案源自他的仇恨
情緒，而這種情緒的滋
長對社會有很大潛在風
險，本案案情嚴重，須
判處監禁式刑罰，惟考
慮被告有「良好背
景」，承認控罪及「深
切反省」，故接納報告
建議判被告較高時數的
社會服務令，為 240 小
時。

協助違法行為。
同時，
「基金」
一直未有公開明細賬目，單單
今年4月就批出1,500萬，但其資金來源以及
用途皆不明，而滙豐總行容許其於該行設立賬
戶，令人質疑銀行有否漠視金管局有關洗黑錢
的指引，而該
「基金」
運作倘涉及資產投資管理，
如未向監管機構證監會以《證券及期貨條例》
正式申請基金牌照，亦涉嫌違法，希望警
方及有關執法部門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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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9 月 10 日，警方拘捕黎智英
警方拘捕黎智英，
，
並搜查壹傳媒辦公室。
並搜查壹傳媒辦公室
。
資料圖片

陳官強調，法庭手令內容中提及串謀詐騙罪
及勾結外國勢力罪，證明警方及批出手令的裁
判官均清楚手令的權限，而警方執行手令時有
權取走和扣留相信為重要的犯罪證據。即使是

以無效手令獲取的證據，亦不會排除證據的呈
堂性。
對原告要求法庭頒令警方歸還與調查違反國
安法無關的資料，及頒臨時禁制令禁制警方把
檢取材料用於欺詐案。陳官認為，原告不能假
設哪些資料與國安法有關、哪些無關，需要檢
取及調查才可定斷。
他續說，警方是次調查的欺詐罪，與危害國
家安全的罪行有關聯，原告假設警方會在黎智
英所涉的欺詐案中使用該些資料，是不合理和
相對狹獈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