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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損害超越所有案例

2014 年 歷 時 79 日 、
對香港社會造成極大損害
和遺禍的“佔領”行動，
發起、煽動公眾犯罪的其
中 8 名被告 24 日終被判刑。其中，戴耀廷、陳健民、邵家臻、黃
浩銘被判即時監禁 8 個月至 16 個月。法官陳仲衡在判詞中指出，
8 名被告不曾就自己對公眾所造成的不便與苦難表達悔意，令公
眾從未得到應有的道歉，並批評被告只顧自己的意向，其“犧
牲”行為除了要自己付出代價，也要市民去付出代價，衡量到有
關人等對公眾造成的損害非常嚴重，超越所有此前的判例，只有
監禁是適合的懲罰。不過，部分被告分別因為年輕、年老及長期
的社會服務工作等，獲判社會服務令或緩刑。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 佔 中 ”九 犯 量 刑 一 覽

判刑

9 月被裁定罪成，除了
“佔中”九犯本月
因要進行腦部手術而押後至 6 月 10 日
判刑的陳淑莊外，法官 24 日對其餘 8 人作出判
刑。戴耀廷、陳健民被判即時監禁 16 個月；
邵家臻、黃浩銘被判即時監禁 8 個月；被判囚
16個月的朱耀明，因法官考慮到其健康情況、
年長及多年的社會服務工作，緩刑兩年；鍾耀
華則因犯案時只得 22 歲，考慮到他相對年輕
和缺乏人生經驗，法官決定給他機會，讓他緩
刑兩年；李永達因為多年的社會服務工作，獲
緩刑兩年；張秀賢因為犯案時不足 21 歲，感
化報告對其形容正面，故法官判以 200 小時社
會服務令。

催淚彈於煽動後使用
法官在判詞中指出，雖然最終“佔領”發
生的地點，並非“佔中”三人所計劃的地方，
但有關人等只是改變了計劃，並無放棄計劃。
至於辯方聲稱是警方施放催淚彈令上街人數
增加，法官不同意有關說法，並指出催淚彈是在
被告都已作出煽動言行後才使用，不是催淚彈令
更多人出來，而是被告沒有預視到使用催淚彈對
“佔領”行動的影響。
就辯方律師引述英國一新近案例，指出 3
名環保分子因示威被控公眾妨擾，一度被判囚
15 個月至 16 個月，最終上訴得直，法官引述
有關判詞內容指出，有關案件最終不用監禁，
是因為該案 3 人表現出悔意。不過，“佔領”
案中，其中8名被告都不曾表達過任何悔意。
法官強調，所謂悔意並不是要被告放棄政
治信念或訴求，而是被告應就自己對公眾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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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不便與苦難表達悔意。他並說，公眾理應
得到被告的道歉，但有關道歉從未出現。

早看到妨擾但不退出
至於被告一再高舉的“公民抗命”，法官
重申他們衡量其“公民抗命”是否合理的標準
完全錯誤，並指出“佔中”三人早已看到“佔
領”對公眾造成的不便，但他們至2014年12月
2日前，始終沒有退出。
法官並批評，9 名被告只顧自己的意向，
沒有注意到市民要使用有關幹道去工作謀生，
他們的“犧牲”行為除了要自己付出代價，也
要市民去付出代價。
法官又指出，被告所造成的公眾妨擾，不論
在被堵塞的幹道數目、持續時間、參與人數和公
眾所受的損害而言，均非常嚴重，超越所有此前
的判例，認為罰款或社會服務令對大多數被告而
言都不能反映其罪責，只有監禁是適合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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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控無延遲無不公
就有人認為檢控方無理延遲提出檢控，法
官接納控方的說法，指出警方在事件中拘捕了
1,003 人，向律政司提交了 335 份調查報告、
300 份證供、1,133 段影片，還有 80 份非影片
證物。由於涉及廣泛而必要的調查，法官認為
檢控時間並無不合理延遲，亦無對被告造成不
公。
被判即時監禁的戴耀廷、陳健民、邵家臻
及黃浩銘 24 日坐囚車離開，朱耀明則在庭外
灑淚，聲稱自己仍有一分力，會用“任何方
式”支持被囚的戴耀廷和陳健民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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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中國國民黨
24 日召開中常會，決議針對 2020 台灣領導人選
舉提名另定特別辦法，將所有可能參選者都納入
初選機制中，這也意味着高雄市長韓國瑜將被納
入其中，目前仍有黨權疑問待釐清的鴻海董事長
郭台銘也被納入。至於是否將“七三制”改為全
民調，則仍須黨內進一步協調。韓國瑜隨後表
示，一切都尊重。
國民黨中常會 2 月底已通過黨員參加公職人
員選舉提名辦法，以七成民調、三成黨員投票決
定人選。不過，領導人選舉提名作業要點和時程
都尚未提交至中常會，因此在此之前，初選制度
未定、程序也尚未啟動。

韓國瑜郭台銘納國民黨初選機制

四罪魁即時入獄 佔犯傷港拒道歉

USA SINO NEWS

吳敦義：將了解參選人意願

國民黨當天下午召開中常會，發言人歐陽
龍會後轉述，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在會中裁示，
國民黨在 2020 年最重要以勝選為目標，面對蔡
英文執政無力，再加上改革失民心，國民黨有
責任推出最好人選撥亂反正，重返執政。
吳敦義表示 ，會把主動參與初選的候選
人，甚至要把被動有意參選的潛在候選人，全
部納入在初選機制當中。每個候選人都有困難
點，黨中央必須一一克服困難。
至於期程方面，吳敦義將逐一與各個參選
人會面，了解意願以及對初選的想法後，才會
通過實施提名辦法，可能在下月初或下月中公
佈提名時程，6 月後才會啟動初選。
至於初選是否採取全民調，在和所有候選
人討論過後，國民黨也不排除全民調可能性。
吳敦義表示，目前高雄市議會仍在會期當中，
考慮韓國瑜的情況，民調將會在 6 月 5 日高雄市
議會定期會結束後才進行。
黨務人士說明，這次的中常會上有兩項重
點，第一，選舉提名特別辦法，不受原有提名
辦法限制，廣納意見，也廣開大門，讓所有有
意參選的人都納入機制當中；第二，吳敦義與
副主席曾永權與有意參選的同仁們進行協調，
討論初選機制改採全民調或維持七三制。
目前積極爭取國民黨候選人提名的前台灣
地區立法機構負責人王金平 24 日受訪時回應，
若從七三制改為全民調，這對已經在經營三成
黨員投票的人比較不公平。
另一名參選人朱立倫則在臉書上指出，近
來國民黨候選人初選沸沸揚揚，黨內外議論不
斷，他認為，這場提名、初選之爭，國民黨應
該有“三個必須”，即必須找出最強將、初選
必須是比好以及必須做好民主示範，不但要爭
勝，更要爭是非，爭千秋。他說，國民黨的提
名，不只是國民黨的家務事，更是每一位選民
怎麼看國民黨的重要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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