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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國安法尊嚴 阻國安重犯棄保潛逃
壹傳媒老闆黎智英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和欺詐等罪名，

元。黎在保釋期間須遵守不得離家、不可使用社交媒體及

兩宗案件均被法庭拒絕保釋；惟在平安夜前夕，高等法院

交出旅遊證件等規定。由於黎智英的人事網絡遍布歐美和

卻批准他在兩案以每宗案件 500 萬元的保釋金，合共 1,000

台灣，潛逃離港或走入領事館尋求庇護的風險極高，故律

萬元進行保釋，另加 3 名人事擔保各 10 萬元，合共 30 萬

政司已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並將於 12 月 31 日開庭審理。

張國鈞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法庭在處理被告保釋候審申請時，現時主要是根
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9D 條考慮 3 個因素，即
准予被告保釋時所施加的保釋條件，能確保被告人
不會：（1）棄保潛逃；（2）在保釋期間犯罪；或
（3）干擾證人或妨礙司法公正。

黎智英保釋條件司空見慣非苛刻
今次高等法院准予黎智英保釋候審，引起社會廣
泛關注，其中一個焦點是被告人會否在保釋期間棄
保潛逃，逃避司法審判。就這個問題，高等法院在
此案中施加了幾個保釋條件，包括提交保釋金、人
事擔保、除上庭和到警署報到外需留在住所、需交
出旅遊證件、每周到警署報到三次，以及不可離開
香港。
公民黨在黎智英獲准保釋後即為黎吶喊叫陣，批
評保釋條件極度苛刻、前所未見，並認為不得離
家、一星期向警署報到 3 次等保釋條件對黎的生活
有嚴重影響。請恕我直言，任何略有處理刑事案

件經驗的律師定必清楚知道，今次法官所施加的這
些保釋條件在一般刑事案件中可謂司空見慣；但由
芸芸大狀和法律專家組成的公民黨竟然煞有介事地
批評為苛刻和「前所未見」的保釋條件，其大驚小
怪的誇張程度，實在貽笑大方。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當一個被告人決心要畏罪
潛逃，他所繳交的保釋金額和人事擔保從來不是一
個重要的考慮因素。特別是當被告人是一位家財萬
貫的富豪，以一筆在港島區連一個普通住宅單位也
買不到的保釋金去換取人身自由，一千萬元又算得
上是什麼代價！

多名疑犯棄保潛逃損法治威嚴
除保釋金外，人事擔保對確保被告人遵守保釋候
審又有多大的作用呢？作為黎智英三位人事擔保人
之一的民主黨何俊仁，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被問到黎
有否機會潛逃時，就曾表示以他所認識的黎智英，
他不相信黎會這樣做。何俊仁的說話是「牙齒當金

使」抑或「大話怕計數」，在此並非筆者關心的重
點；重點反而是在現行的法律制度下，為黎智英提
供人事擔保的擔保人，其法律責任僅僅是當被告人
真的棄保潛逃時，需向法院提交 10 萬元擔保金，便
可撇除其他法律上的責任。另一方面，大家或許還
記得早前民主黨議員許智峯信誓旦旦地向法院申請
更改保釋條件進行公務外訪時，民主黨時任主席胡
志偉也曾在傳媒面前公開宣稱，不相信許智峯會棄
保潛逃。結果又是怎樣呢？當許智峯真的棄保潛逃
時，他只不再發聲，便可以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過。
至於保釋候審期間交出旅遊證件和不准離港等限
制，又是否可以確保被告人乖乖地待在家中等候法
庭審訊呢？過去的案例告訴我們，棄保潛逃的人不
會大搖大擺地拖着行李到機場乘搭飛機離開香港，
正如被控在去年國慶日在荃灣參與暴動和襲警的中
五學生曾志健一樣，很多打算棄保潛逃的被告人，
也是在保釋期間靜悄悄地非法逃離香港，法庭每每

保釋黎智英損國安法權威 須挽回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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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國安法落地後，黎智
英觸犯國安法一直處於「持續
犯罪」的狀態中。在黎智英危害國安行為的充
足證據面前，法官有什麼「充足理由」相信黎
智英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安行為？
近年來香港司法實踐對無罪推定原則有濫用之
虞，動輒引用無罪推定原則，批准涉及重罪的疑
犯保釋。黎智英為「頭號重犯」，若黎都可以保
釋，還有誰犯了國安法不能保釋？批准黎智英
保釋的決定明顯不符國安法，更大大增加國家
安全的風險，是對國安法權威的嚴重傷害。
黎智英所涉案件事關國家安全，在香港具有
標誌性意義，倘若法庭不能秉公處理、依法辦
事，就會對香港法治和社會公益造成巨大衝
擊，將國家安全置於極度危險的境地，產生難
以估量的負面效應。特區政府能否最終打贏這
場法律仗，取決於香港司法機構能否真正維護
國家安全，嚴格依法判案。

美國英雄文化與荒誕政治潔癖


2020 年快將過去，若檢
視整年全球的教育新聞，因
應新冠疫情而導致的停課停學定能高踞榜
首。據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推算，
全球因此而全國或局部地區停課的國家超過
190個，受影響的學童達16億！
這是 2020 年中的調查，年末今天的數字可能會更高！這
樣大規模的停課，絕對是空前；誠心許願，希望也是絕後！
停課停學是逼不得已之策，可幸疫苗已研發成功，當大規模
人民接種後，疫情應會陸續受控。疫情減輕並不代表學校可
回復正常。學校教育的後疫情問題不少，國外的研究多集中
在兒童的心理失衡方面；有報道指出虐兒個案增多了，亦有
研究預測後疫情可能會出現的輟學潮。一場疫症令我們思考
一個看似想當然的問題：上學是必然的嗎？
再走得遠一點，看看非洲、中東的情況。剛過去的 12 月
12 日，西非國家尼日利亞北部一間政府男生寄宿科技中
學，遭武裝分子襲擊，全校 800 名學生中，接近 200 名學生
失踪！過去幾年，尼日利亞學校常被襲擊，學生更被擄走。
最為世人震驚的一起發生在 2014 年，位於博爾諾州奇博克
鎮一所女子官立中學，276 名女學生遭極端主義恐怖組織博
科聖地（Boko Haram）成員綁架，各國政府群起譴責；但
至 2019 年，仍有 112 名被綁架的奇博克女孩被關押，生死
未卜……
尼日利亞學校被襲擊、學生被擄走並非個別行為。據聯合
國兒童基金會資料顯示，博科聖地在過往十年在尼日利亞總
共綁架了 1,000 多名學生，殺害了 2,000 多名教師，摧毀了
超過 1,400 所學校。尼日利亞也並不是唯一一個國家學校遭
武裝襲擊，另一個學校災難區是敘利亞。聯合國安理會一份
調查報告稱，敘利亞自從2011年內戰開始至2014年，已有
超過 4,000 所學校被迫關閉或遭破壞。而志願組織「拯救敘
利亞學校項目」（Save Syrian Schools Project ）另一估
算，單是 2015 學年已有 230 萬學童被迫離校，另外有 130
萬有輟學危機！
兒童接受教育是普世公認的權利，惟今天全球超過 7,500
萬名兒童因種種原因而不能接受教育，受教育不是必然的，
怎不叫人嘆息？香港社會富裕，大部分學童均不需為衣食擔
憂，遑論擔心不能上學。人的心理就是這樣，上學既是想當
然的，自不會珍惜。新冠病毒疫情導致停課停學，把想當然
的心打破；再環顧全球，戰亂地區學童失學嚴重，互相對
照，自能產生警惕之心；愈是得不到的，求取的欲望會愈
高！期望疫情過後，老師好好利用契機，鼓勵學生奮進求
學。

許楨 博士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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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既屬商業新聞，亦自然成為文化熱點。
美國漫畫王國，由 DC 與漫威（Marvel）分
庭抗禮。兩者絕非純粹官能刺激、廉價消費，
卻在在反映美國「紅—藍」價值對壘。尤其在
戰後，DC 被視為基督教「保守主義者」。角
色性格、性別特徵尤其分明。而「漫威」則愛
就種族、性取向、環保發言，強調多元，即所
謂「進步派」、改革派（progressive）。
以此為背景，以色列籍「神奇女俠」，新近
宣布製作、出演「埃及妖后」（Cleopatra）
就引起「漂白」歷史人物的軒然大波。和企業
主不同，荷里活創作人，多傾向自由派、左
翼。嘉姬·鐸的尷尬在於她既是當紅女星，又
是製作公司東主。由於科幻片、英雄片，本就
具有「白人至上」等文化基因，與近年影圈大
行其道的「政治正確」相左。「神奇女俠」漂
白非洲傳奇女王，自然成為可嚴肅、可八卦的
談資。

問題是，無論「埃及妖后」是純粹的馬其頓
人，還是多少具有北非血統，從種族上講，基
本屬於白人地中海種，與演員本身差距不大。
而白人——Caucasian，本就來自歐亞之交高
加索。網上排山倒海責難，為何不起用阿拉伯
裔北非演員？就更讓人啼笑皆非。語族固然不
等同民族，但阿拉伯人、猶太人不只同屬閃語
族，而且同樣是「中閃米特語支南部」分屬，
親緣甚近。
講到底，這是千百年來西方將耶穌「漂白」
後，已被扭曲的文化想像再遭扭曲。對於耶穌
乃金髮碧眼西歐人的虛構形象根深蒂固，自然
將以色列視為西歐而非「西亞—北非」之一部。
由此，任以色列人出演埃及統治者，就成為歐洲
文化殖民重現。可惜，歷史上「埃及妖后」本
就是白人殖民者；而「希臘—北非—閃語族」
亦同處具地緣、血緣、語緣的地中海圈。反而
是今天的西方人，遠遠在此文化圈外。

應重視中西醫結合處理新冠疫情
梁 熙
香港爆發第四波新冠疫情，不少人都有疑
問，為什麼政府沒有像 2003 年沙士時般將中
醫藥納入治療系統中。當年沙士來勢洶洶，甚
至出現醫護人員大範圍感染，為此醫管局破天
荒成立了中醫治療綜合症專家小組統籌中醫藥
治療事宜。小組成員包括本地和內地中醫藥專
家，小組曾到廣東省中醫院考察，更邀請了廣
東省醫學院兩名中醫藥專家到港參與治療及展
開了四個相關研究項目。
研究結果顯示，中西醫結合分別在急性治療
和康復治療方面具有成效。具體數據包括同時
服用中西藥的病人，住院期平均縮短了 4 天，
類固醇使用量少了 6 克，相等於減少三分之一
的用量，而病人的主要症狀也有明顯改善。這
些結論和今年內地以中西藥聯合抗擊新冠取得
的成果是吻合的，皆顯示出中藥以及中西藥結
合，比單純用西藥的效果更好。而 2003 年香
港的研究更指出，服中藥的醫療人員皆沒有受

到感染，顯示中藥不但治療效果良好，預防效
果也比較理想。
然而，今次新冠疫情持續了大半年，政府卻
一直未有再將中藥加入治療體系，僅在今年 4
月推出「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計劃」，為新
冠肺炎病人在出院 6個月內，提供不多於10次
的免費中醫內科門診服務，協助他們康復。經
過 17 年的發展，政府反而將中藥的角色局限
於康復，不能不說是個嚴重的倒退。
中西醫結合治療外感具有巨大的潛力，而且
並非新事物，例如民國時間著名中醫師張錫純
就非常贊成並強烈推動中西醫結合。他創製了
石膏阿士匹靈湯，將中藥的石膏和西藥阿士匹
靈結合運用，專門治療外感發熱症，取得了不
錯的療效。
目前在大中華地區包括大灣區內，西醫仍然
是醫療體系的主體，中醫藥只擔當輔助角色，
但近年的地位正逐步提升。粵港澳三地中，以

廣東省的中醫藥地位最高。廣東省目前有多家
中西醫結合醫院，以及廣東省中醫院等公營的
中醫機構，在包括流感等多個領域實施純中醫
及中西醫結合治療，取得不錯的成績。反觀香
港目前連一間公營的純中醫醫院都未有，實在
令人失望。
第四波的新冠疫情似乎越來越嚴重，而且感
染年齡有下降趨勢，政府不能把所有寄望都放
在疫苗之上，應盡快重啟沙士時的中西醫結合
機制，成立中醫治療新冠專家小組，並參考內
地的做法優化治療方案，以減輕症狀，降低死
亡率，提高痊癒率。長遠而言，應借着今次疫
情的契機，與內地加強合作，進一步推動中西
醫結合，形成更具療效的中西醫結合診療方
案，建立中西醫臨床協作長效機制，包括制定
恒常的診療方案、聯合查房、多學科及聯合會
診、病例討論等醫院管理制度，以及加強互通
信息、共享資源。

毋忘香港淪陷 謹記保家衛國

百餘年來，香港華洋雜處，
我們東西節日都過。在此聖誕
方過、送鼠迎牛之際，以色列女演員「神奇女
俠」姬·嘉鐸（Gal Godot），卻同時遇上政
治、商業與疫情風波，頗顯「流年不利」。
首先，作為前傳的「神奇女俠 1984」，因
戲院閉鎖而上映無期。更糟糕的是，製作公司
推出網上串流，讓該片成為首部先行「在家觀
賞」的超大製作。須知道，在彩電、影帶大行
其道的八十年代，率先在家中上演者，常為從
內涵到製作皆次一等的B級、C級片。
上述決定自然引起基斯杜化·路蘭（Christopher Nolan）等電影人炮轟。皆因「神奇女
俠」不只是票房保證，同時也是歷史悠久「偵
探 漫 畫 」 （DC） 三 巨 頭 之 一 —— 與 「 超
人」、「蝙蝠俠」比肩，是大半世紀以來，美
國跨媒體流行文化標誌。而路蘭就是矚目的蝙
蝠俠「夜神三部曲」導演。他對電影公司的反

政總監

上學是必然的嗎？

來，施壓特區政府放人。這恰恰進一步坐實了
黎智英「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外國或者境
外勢力介入」的相關指控。
按照世界各國各地的慣例，被告犯罪嫌疑重
大，而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
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一、逃亡或有
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二、有事實足認為有
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者；三、所犯為無期徒刑或最輕為五年以上有
期徒刑之罪者。黎智英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法官批准保釋，有濫用無罪推定原則之嫌。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今年 9月23日發
出的《聲明》中，已經明確指出「保釋」須受
到國安法限制。國安法第 42 條規定：「對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
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安行為的，不准予保
釋。」這條規定，明確列出了兩條要求，一是
「充足理由相信」，二是「繼續實施危害國安

邱國光 博士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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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子明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亂港頭目黎智英竟獲
保釋，社會各界嘩然。黎智英是觸犯香港國安
法的亂港禍國頭目，市民擔心是次保釋獲批，
嚴重損害國安法權威，使該法缺乏執行力及阻
嚇性。若黎智英潛逃離港或躲入美國駐港領事
館尋求政治庇護，要由誰來負責？
前行政長官、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黎保
釋當晚，已在社交平台直斥「法官又錯了！」
梁振英指出，黎智英在美國和台灣都有強大的
政治聯繫和極高的反華價值，加上其本人財力
雄厚，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黎智英有潛逃的
動機和能力。
黎智英涉危害國家安全罪證據確鑿，控方指
控中羅列了黎智英用以要求外國政府機構組織
等制裁內地與香港政府的四類材料近五十項附
件，美國對香港的一系列制裁，黎智英無疑發
揮了重要幫兇作用。而黎智英被捕後，美國副
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等西方政客迅速跳出

只能在被告人未有如期到警署報到，甚至要到下一
次開庭被告人缺席審訊時才察覺他已經潛逃遠方。
在與相關國家或地區沒有逃犯引渡協議的情況下，
法庭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潛逃疑犯逍遙法外，以及發
出那張軟弱無力的通緝令而已。
自去年反修例風波以來，不少涉案分子成功棄
保潛逃，背後涉及一個前所未有的外在因素，那
就是有一些外國勢力積極配合和協助。一些國家
或地方政府明目張膽地為潛逃人士提供政治庇
護，令到不少年輕人為了逃避法律責任而放棄一
切逃跑到外地去，這些情況已經屢見不鮮。其中
許智峯潛逃丹麥一事中，更揭發有外國政客竟然
和香港的被告人合謀，編造一個天大的謊言來欺
騙法官批准保釋外訪，然後逃之夭夭。當市民看
到一個又一個的疑犯從法庭棄保潛逃而感到失望
和沮喪的時候，法庭究竟又如何能夠在處理保釋
申請時做到正確判斷，確保疑犯準時應訊，接受
公平的裁判！

單志明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滬港校友聯合會主席
今年是香港淪陷 79 周年。香港奮勇抗日
的這段歷史，永遠留存廣大市民心中。今日
香港進入國安法時代，毋忘國家深陷苦難的
日子，對於香港社會更具有振興中華、保衛
國安的重要意義。
1941 年 12 月 25 日，香港被日軍佔領，
日軍四處搶掠、強姦、殺人，又擄走婦女做「慰安婦」，香
港十多萬平民死亡，數十萬人逃離家園。痛苦的三年零八個
月，香港市民永不忘記！已屆 97 歲高齡的香港抗戰英雄潘
江偉，當年被日軍打傷的腿部舊患發作，儘管今年不得已接
受割除手術，但近日仍以帶上海口音的廣東話教育年輕一
代：「只有建設好強大的祖國，才是我們幸福的自由生活的
基礎。香港的上海鄉親永記歷史，愛國愛港，站出來反對
『港獨』，促進祖國和平統一。」這段話，充滿保家衛國的
感情，令每個熱愛祖國、渴望振興中華的市民深有共鳴。
由「修例風波」衍生的「黑色暴亂」，企圖以暴力把香港
從國家分裂出去，鼓吹、謀求「港獨」彰彰明甚。經歷了
「黑暴」衝擊的全港各界，在今日的香港社會，廣大市民更
深深明白維護國家安全、守護香港繁榮穩定至關重要。香港
進入國安法時代，真正起到撥亂反正、標本兼治的作用，堵
塞香港在國家安全法律方面的漏洞。
鑑古知今，振興中華，是每個中國人應盡的民族義務；在
中央支持下，建設安全和平的香港社會，確保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是每個香港市民應盡的國民責任。抗戰的勝
利是全中國人民的功勞和榮耀，和平來之不易，值得香港人
好好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