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批黑暴分子前年11月非

法佔據理工大學，其他暴徒

在外圍以汽油彈等攻擊警方

防線，企圖「營救」校園內

的暴徒。兩名黑青在油麻地

加士居道天橋被搜出電油、

載有液體的玻璃樽、刀及鎚

等武器，早前在區域法院承

認一項暴動罪。法官李俊文

昨日接納兩人在案中非帶領

角色，只是「一時衝動」犯

案，判兩人各囚2年8個月。

警方昨日對法庭裁決表示尊

重及歡迎，認為判刑反映案

件的嚴重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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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接應理大暴徒 兩黑青各囚32月
官指攜刀鎚汽彈但無證據有使用 接納非帶領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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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被告依次為犯案時22歲的建築工人
施英濠、19歲的印刷廠兼職文員文自

強。兩人承認的暴動罪指，前年11月 18
日，在油麻地加士居道近佐敦道一帶，與其
他不知名者參與暴動。
法官李俊文昨日在判刑時表示，雖然當時

理大正發生一連串非法事件，惟本案發生地
點與理大有一段距離，故不會將兩事混為一
談。當日，警方早已因理大內的暴動事件而
在附近封路，故本案對公眾實際上的阻礙並
不大，且只維持了短短20分鐘，涉及暴力
的時間更短。

稱被告「一時衝動」犯案
他續稱，兩名被告雖有與警方對峙，但沒
有證據顯示他們有安排、帶領、召集或煽動
事件，遂接納兩人在事件中非帶領角色，只
是「一時衝動」犯案。
對首被告施英濠管有的長刀及鐵鎚，李官

表示，沒有證據顯示當日有人使用該些物
品，故接納他稱只是用來工作的說法。至於

次被告文自強在逃跑時丟棄汽油彈等物，雖
沒有證據顯示他曾使用，惟仍有使用的風險
及可能性。
李官最終考慮到兩人年輕、無案底及只是

「一時衝動」犯案，量刑起點為51個月，
兩人認罪獲扣減三分之一刑期，遂判兩人分
別入獄32個月即2年8個月。
控方案情指，2019年11月11日開始，理
工大學發生一連串的暴動事件及非法行為。
當日上午約11時半，最少有50人在佐敦道
拔萃女書院外非法集結並向理工大學方向推
進，有人更手持汽油彈及磚頭。警方即在加
士居道天橋上設置防線，防止可疑人離開或
進入理工大學，但被該批暴徒投擲汽油彈及
磚頭，遂發射催淚彈作出驅散。
當時，戴防毒面罩和護目鏡、站在人群前

排的首被告，將一個黃色路障推向警方防
線。警員將之制服，並在他身上搜出一把約
15厘米長的刀連套、一把20厘米長的刀及
一把30厘米長的鐵鎚。次被告在跟隨其他
暴徒逃落天橋，並試圖將一枚懷疑汽油彈、

兩罐汽油及一瓶裝有黏合劑的物品棄置地上
時，被到場增援的警員成功攔截。

警：尊重及歡迎裁決
警方昨日在法庭判刑後表示尊重及歡迎裁

決，認為判刑反映了案件的嚴重性，並強調
案中兩名被告所干犯的罪行非常嚴重，對公
眾安全構成極大威脅。

警方重申，絕不容忍任何破壞公共秩序、
危害公眾安全的行為。對任何暴力及違法活
動，警方絕不姑息，定會採取果斷行動和有
效措施，恢復社會秩序。
警方並希望是次判刑能讓市民明白守法的

重要性，重申年輕人即使因為社會氛圍受虛
假或過分渲染的訊息影響，一時衝動鋌而走
險，以身試法，同樣需要承擔法律後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被外界批評及投訴在多宗黑暴案
件中輕判甚至放生被告的原東區
法院裁判官何俊堯，於早前被調
職到高等法院擔任暫委副司法常
務官，其調職任期將於本月25日
屆滿。有消息指，何俊堯將由本
月28日開始調往位於西九龍法院
的死因庭，負責處理死因研訊，
即意味他繼續不可處理涉及修例
風波的刑事案件。
現年39歲的裁判官何俊堯，於2014年加
入香港司法機構。去年8月，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葛珮帆去信時任特區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馬道立，表示懷疑何
俊堯過去在審理8宗涉及修例風
波示威案件時立場偏頗，裁決不
公，將案中的被告全部裁定罪脫
或輕判，令公眾質疑其有政治傾
向，故要求馬道立嚴肅跟進及立
即停止讓其審理與政治相關案
件，以釋除公眾的疑慮。
同年9月中，何俊堯「明調暗

升」，調離東區裁判法院往高等法院擔任暫
委副司法常務官，負責處理高等法院刑事案
件的排期及程序事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黑衣魔前年9月29日在銅鑼灣至金鐘一
帶非法集結及遊行，及後引發大規模暴亂，警方拘捕近百人。一名當日
被拘捕的出版社行銷女經理早前在區域法院承認一項暴動罪，暫委法官
周燕珠昨日判刑時表示，被告當日戴頭盔、防毒面罩及眼罩等，是全副
裝備參與暴動及衝擊警方防線，終判她入獄2年8個月。
被告黎曉曈（30歲），被控於2019年9月29日在金鐘道一帶，連同

其他身份不詳者參與暴動。暫委法官周燕珠判刑時表示，案發當日，金
鐘一帶地區交通樞紐因發生暴動而受阻，附近五星級酒店、商廈等更有
示威者投擲汽油彈及硬物等危險物品，又以鐳射筆射向警方，企圖阻礙
警方執行職務。當時，被告全副裝備參與其中，站在示威者當中與警方
對峙。由於案情嚴重，量刑須具阻嚇性，以保障公眾秩序免受暴力或非
法干預。

全副武裝參與暴動 女經理囚2年8個月 法官何俊堯傳再被調職死因庭

●前年11月18
日，一批暴徒在
理大外圍的加士
居道近佐敦道一
帶衝擊警方防
線。圖為警方速
龍小隊制服多名
暴徒。

資料圖片

●前年9月
29 日，大
批暴徒在金
鐘一帶非法
集結，有人
向政府總部
投 擲 汽 油
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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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官何俊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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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部長楊流昌、副部長肖
洪、處長賴飛福，社聯部處長童本華，文

宣部處長陳娟，新界工作部處長蘭滔，客聯會
永遠榮譽會長程萬琦，香港新界鄉議局執委候
志强，國際華商協進會會長羅台秦，港澳台灣
同鄉會副會長方秋雲，香港台灣商會副會長黃
澤林，香港台灣客屬同鄉會副會長陳鳳招，香
港台灣婦女協會副會長賴凰梅，香港中國笔會
會長廖書蘭，香港客家文化研究會會長林文
映，香港閩西聯會會長陳昆，香港閩西籍上水
廖氏鄉親聯誼會會長廖潤昌，上水鄉老村長廖
漢強，客聯會主席程民駿、會長江全孚出席了
活動。

程民駿：慶祝建黨百年對香港充滿信心
程民駿對出席此次活動的客家鄉親和嘉賓表

示感謝。他說，在慶祝建黨百年的重要時刻，
我們滿懷豪情，對香港的發展信心百倍。在香
港經歷了「黑暴」後，已經迎來了風和日麗的

豔陽天。香港國安法實施了一周年，完善選舉
制度也正在落地執行，香港開啟了良政善治的新
時期。他表示，「兩岸客家．粽是有情」活動已
經成為香港兩岸客家聯會的品牌活動之一。它是
我們一起回望客家歷史、培育客家情懷、共論客
家文化、共敘鄉情友情的重要平台。我們一定會
不懈努力，辦出特色，辦出成效。
楊流昌以端午文化符號暢談對客家精神的理

解。他說，客家人有溯本思源、愛國愛鄉的好
傳統。在座各位鄉親親歷了當今香港由亂及治
的重大轉折，更能理解「香港是中國的香港，
國家好，香港一定會好」。相信隨着「愛國者
治港」原則的進一步落實，有偉大祖國作堅強
後盾，香港必將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迎來
更加美好的明天！
江全孚表示，客聯會成立雖然才短短的兩年

時間，但是經歷和見證了香港的非常時期。各
位同仁和廣大鄉親團結一心，在反「黑暴」、
救香港、抗擊疫情、撐國安立法、堅定支持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的社會事務中，廣大
會員鄉親都積極發聲、勇於行動，作出了自己
應有的貢獻。
活動現場，楊流昌為「世界客家人．重走客
家路」活動授旗，肖洪為「廖萬石堂兩岸客家

文化交流基地」授牌。中華福建閩西客家文化
交流協會理事長黃建卓、台北市永定縣同鄉會
理事長江宇強在台灣從線上發來祝福。羅台
秦、林文映現場介紹了客家文化的演變、歷史
發展以及香港圍屋的分布情況。

香港寧德市同鄉總會日前舉辦「奮鬥百年
路，啟航新征程」香港紅色之旅一日遊活動。
該會理監事親自參加並攜帶多名青少年，還特
別邀請原東江縱隊政委尹林平之女，她向大家
講述了港九大隊抗戰歷史。
活動的第一站是參觀羅家老屋舊址，現已建

成香港首個紀念抗戰專題紀念館——沙頭角抗
戰紀念館；第二站前往沙頭角首個抗日民主政
權——南鹿民主聯合鄉政府舊址；第三站前往
烏蛟騰抗日英烈紀念碑，理監事集體向英烈紀
念碑默哀，敬獻鮮花，祭奠先烈，表達追思。
賴昌武秘書長率領同鄉會全員探望慰問守碑
人——抗日英雄95歲高齡的李漢先生；第四站
參觀了中共中央廣東省臨委和東江軍政委員會聯席會議
遺址。
賴昌武表示，通過重溫這段抗戰歷史，讓香港寧德鄉

親充分了解歷史，更能體會今日香港的繁榮穩定來之不
易。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香港寧德鄉親都
共同見證了時代的巨變。今天中國的發展變化，全方位
向世界展現了中國的和平崛起和中國民族的偉大復興。
香港背靠祖國，得到黨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值此全
球大變局時代，香港寧德鄉親更應感恩國家，感謝中國
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
飛躍。大家要加倍珍惜現在的幸福生活，加倍自強不

息，同時要教育下一代，傳承家鄉寧德革命老區的紅色
精神，奮鬥百年路，啟航新征程！
多位理監事也紛紛表示，這次活動非常有意義，香港

的寧德鄉親不僅要了解這段歷史，還要更加積極的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融入大灣區建設。特別要帶領香港年輕
一代，接受愛國主義薰陶。
當天，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

還特意抽空為該會鄉親加油打氣，勉勵鄉親永擎愛國愛
港愛鄉旗幟，為落實「愛國者治港」和維護「一國兩
制」的行穩致遠貢獻力量，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
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

在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即將
來臨之際，由香港平潭社團聯
會與平潭僑商會主辦的建黨百
年學習活動日前舉行。當日上
午，大家前往烏蛟騰抗日英烈
紀念碑緬懷英烈，下午 2 點
半，建黨百年學習會議在香港
沙田萬怡酒店舉行。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二級巡視
員林良沛，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榮譽主席林廣兆，香港立法會
議員何君堯、陳恒鑌，香港福建婦女協會創會會長陳
聰聰，華閩（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丁炳華，華閩旅
遊有限公司總經理林偉，中聯辦青年工作部處長黃承
祖，新界工作部處長鄭于樺、盧金榜、廖銘華，中聯
辦新界工作部副處長陳文嬰，科長陳煜、粘磊石，香
港福建社團聯會常務副秘書長兼總幹事周珊珊，新社
聯副理事長黃偉傑，新社聯荃灣地區委員會副主席華
美玲等出席了活動。
香港平潭社團聯會主席林官貴表示，今年是中國共
產黨成立100周年，我們應銘記歷史，緬懷先烈，不
忘初心，牢記使命，堅定信念，一脈相承，加強制度
自信並立足當下，開創未來。
林廣兆談了三點體會：第一，沒有共產黨，就沒有

新中國；第二，我們要銘記歷史，不忘初心；第三，
要有勇氣擔當，做維護香港「一國兩制」的促進派丶
建設派。
林良沛表示，香港的昨天，是100年前中國被西方

國家摧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香港回歸的24年
裏，中央政府及各級政府對香港提供了巨大支持、關
心和愛護，香港的明天是充滿希望的。
何君堯指出，2021年是建黨100周年，我們應傳承
紅色基因。從1921年建黨，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1978年以來，我們總
結了過去走過的路，開始實行改革開放，設立經濟特
區，向香港學習經驗，在這個過程中，香港也支持了
中國內地，做出了貢獻。

●中聯辦台務部部長楊流昌（中）為「世界客家人．重走客家路」啟動禮授旗。

寧德市同鄉總會舉辦紅色之旅一日遊平潭社團聯會舉辦建黨百年學習活動

●香港平潭社團聯會舉辦建黨百年學習活動現場。

●同鄉會理監事成員在抗日英烈紀念碑前大合影。

「兩岸客家．粽是有情」 暨
「世界客家人．重走客家路」籌備啟動禮隆重舉行

日前，由香港兩岸客

家聯會（下簡稱「客聯

會」）主辦的「兩岸客

家．粽是有情」 暨

「世界客家人．重走客

家路」籌備啟動禮在上

水鄉「廖萬石堂」隆重

舉行。來自台灣、福

建、廣東、廣西、河南

的居港客家鄉親齊聚一

堂，共話鄉音、共謀發

展。活動上還為「世界

客家人．重走客家路」

活動舉行了授旗儀式，

並宣布將「廖萬石堂」

設立為兩岸客家文化交

流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