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搣時潘赴台着草丟低「手足」
揚言當地買樓開貓cafe 累同案被告要交出護照

有時候真係覺得睇

黃圈精彩過睇小說。

攬炒派前區議員劉家

衡個老婆「搣時潘」

潘書韻早排仲喺度籌緊律師費，應

付自己涉嫌襲擊市民嘅案件，籌到

幾多錢就唔知，但肯定唔係用嚟打

官司，皆因噚日開庭嗰陣佢唔見咗

人，丟低「手足」前議員秘書李譯

喬一個喺法庭自己面對，仲累到

「手足」要交出所有旅遊證件先畀

保釋。之後上網睇返先知，原來

「搣時潘」喺最後一秒先同同案

「手足」講走咗佬去台灣，仲要出

埋post話會喺台灣買樓發展同開貓

cafe，件事俾網民圍插，引來更

多相關人等爆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前年元朗「7．21」暴動案，8名男子分
別被控暴動及有意圖傷人或串謀有意圖傷人罪，當中2人早前認罪，6
人經審訊後裁定其中5人罪成，餘下1人無罪釋放。昨日4名被入罪的
被告在區域法院求情，法官葉佐文明言不接納眾被告「保護家園」的求
情理由，強調案情涉無差別攻擊，不會輕判，案件定於7月22日判刑。
至於餘下3名入罪被告將於今日開庭聽取求情。
案件8名被告依次為王志榮（55歲，運輸工人）、黃英傑（48歲，電

纜技工）、林觀良（48歲，二手車銷售）、林啟明（43歲，汽車銷售
經理）、鄧懷琛（60歲，燒烤場東主）、吳偉南（57歲，貨車司
機）、鄧英斌（61歲，無業）、蔡立基（40歲，機械技工），各人被
控暴動罪、有意圖傷人或串謀有意圖傷人罪。
當中首被告王志榮早前被裁定所有罪名不成立；林觀良及林啟明早前

承認暴動罪，有意圖傷人罪則獲控方不予起訴，留在法庭存檔；黃英
傑、鄧英斌及蔡立基則各被裁定一項暴動罪及一項有意圖傷人罪成；鄧
懷琛及吳偉南各被裁定一項暴動罪及一項串謀有意圖傷人罪成。法官昨
日聽取黃英傑、林觀良、蔡立基、吳偉南4名被告的求情理由。
代表黃英傑的大律師王詠文求情指，雙方打鬥時，黃英傑沒有順手將

手中水樽擲向對方，顯示無意傷人。葉官認同被告是以鼓動者身份參與
暴動，但相對其他被告角色最輕。

代表律師向受害者道歉
代表林觀良的大律師陳韋君求情指，被告只承認在月台及大堂的襲

擊。葉官指月台的暴動事件「非常之嚴重」，因為車廂內的所有人都無
處可逃，又指理解被告住在元朗，不歡迎有人來元朗搞事的心態，但強
調當時被告等實施無差別襲擊，批評：「睇咗（片段）好令人傷心！點
解可以做啲咁嘅嘢？完全解釋唔到，完全好似喪失咗理智！」大律師陳
韋君代表被告林觀良向案中的受害者道歉，又稱已懊悔犯錯，惟葉官稱
仍會考慮較高刑期。
代表蔡立基的大律師陳家昇求情指，被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又指被告以前曾有刑事定罪記錄，但已很久沒有干犯。葉官重申，即使
被告不歡迎一些人去元朗，但無差別攻擊表現失控，認同被告是正常人
一個，但當晚表現距正常人會有一段距離。
綽號「飛天南」的被告吳偉南，他的代表律師則強調，吳當日曾遭硬

物擊中一度昏倒，險些斃命。吳自辯時亦稱，他因為覺得生命受威脅，
才搶去木棍保護自己。葉官重申在片段中看不到吳受擊後倒地，強調要
講證據，惟認同案發時吳在現場時間上比本案另一被告短，於元朗站外
施襲不及站內嚴重，但亦明言不代表涉事情況不嚴重。

元朗7．21暴動案
官講明不會輕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批攬炒派黑暴分子於去年6月30日在
旺角太子站非法集結，揮舞「港獨」旗及瘋狂叫囂，聲稱要「悼念」所
謂的「太子站8．31」事件。警員到場驅散時拘捕多人，其中一名時年
17歲的男廚師被搜出身藏彈簧鋼棒，早前被裁定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罪
名成立，昨日在西九龍法院被判入勞教中心。他隨後就定罪申請保釋等
候上訴，惟被裁判官香淑嫻拒絕。
現年18歲的被告梁錦濤早前被控一項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

罪，指他於2020年6月30日在旺角豉油街近西洋菜南街的公眾地方，
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而攜有一支彈簧鋼棒。
辯方昨日補呈兩封由被告胞姐及僱主撰寫的求情信，稱他們對被告

評價正面，希望裁判官接納報告建議，判處被告入勞教中心。裁判官
香淑嫻宣判後，辯方又表示被告決定就定罪裁決上訴，現申請保釋等
候上訴。惟被裁判官香淑嫻拒絕，並指被告有權向高等法院申請保
釋。
案情指，案發當晚一隊防暴警驅散暴徒後，繼續在旺角彌敦道、豉

油街及西洋菜南街一帶巡邏，其間見被告正低頭急步離開，形跡可
疑，於是進行截查，結果在被告背囊內搜出一個長盒，內裝涉案彈簧
鋼棒，並搜出一面「港獨」旗幟。被告稱該彈簧鋼棒是旗杆，由網上
購得，惟鋼棒與旗杆尺寸不符，旗杆長度為60厘米，鋼棒伸長後僅得
40厘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香
港每年人均進食66.5公斤海鮮產
品，全球排名第八，世界自然基
金會香港分會昨日推出《海鮮選
擇指引》更新版，把海產分為三
個建議食用等級，其中港人至愛
的藍鰭吞拿魚、紅衫魚、馬頭
魚、青蟹及波士頓龍蝦建議避免
食用。該會海洋保育主任王希允
解釋，這些海鮮除了因為野生數
量銳減建議少吃外，部分也與捕
獲方法有關，例如波士頓龍蝦的
捕撈方式，嚴重影響北大西洋露
脊鯨的生態，因此列為避免食用
海產之一，並建議市民選擇食用
環保海鮮，例如西澳龍蝦。
《海鮮選擇指引》把海產分為
三個建議食用等級，分別是「綠
色—建議」、「黃色—想清楚才
食」或「紅色—避免」，而等級
通過海產數量、捕捉時對海洋生
態的破壞、漁業管理等方面作為
評級標準，希望可以供消費者和
供應商在選擇海鮮時作出參考，
鼓勵保育海洋生態。
最新版本的《指引》新增或調整

26種海鮮的級別，其中深受港人歡
迎的波士頓龍蝦由過往「綠色」轉

列為「紅色」級別，即由「建議食
用」改為「避免食用」。

紅衫魚鰻魚量減列紅級
王希允解釋，波士頓龍蝦本身
未受絕種威脅，但其捕撈地域與
去年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瀕危
物種紅色名錄》評為「極度瀕
危」的北大西洋露脊鯨棲息地重
疊，且用作捕撈的器具亦會纏繞
或誤捕該鯨魚物種，令其受到嚴
重威脅，因此該會把波士頓龍蝦
列為避免食用的紅色級別，並建
議市民可以選擇來自澳洲、價錢
相若的西澳龍蝦替代。
同時，街市常見的紅衫魚、大
眼雞、鰻魚等，亦分別因為數量
減少或捕獲方法破壞生態，被列
為「避免食用」級別。
目前，市面上有部分海鮮包裝

未有詳細列明相關資訊，該會可
持續發展經理黎姵延表示，超市
可以向供應商查訊海鮮產品相關
資料，並於包裝上列明品種、來
源地及生產方式，基金會亦不時
與部分超市合作，協助分辨海鮮
級別，希望未來半年環保海鮮可
以更為普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大埔鄉事會坊美雲樓前日發
生的劏房倫常慘案，3母女慘被
男戶主揮刀砍殺及縱火燒死，不
少市民昨到現場獻花哀悼，其中
既有死者好友，亦有不認識3名
死者的市民，他們均對事件感到
震驚悲痛。至於疑醋海翻波而行
兇被捕的62歲男戶主，昨仍在
沙田威爾斯醫院留醫，情況危
殆。社署表示，已接觸死者家
人，醫務社工亦會跟進傷者的情
況，提供援助。
大埔倫常慘案的3名死者包括

姓溫（42歲）婦人，以及其兩
名分別姓廖（8歲）及姓賴（13
歲）的同母異父女兒。被捕疑兇
則是溫婦任職地盤工人的姓姚
（62歲）男友，他涉嫌謀殺及
縱火被扣查。昨晨8時起，陸續有市民及死者好友到案發現
場大廈外獻花，地上留有多束鮮花，有花束上寫有「安息主
懷」字樣，亦有人帶同小朋友到場焚燒冥鏹拜祭。
死者之一的8歲女童，就讀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小

二，校方昨日表示全校師生都為事件感到難過和悲痛，前天
已向家長發出特別通告，校方亦已即時啟動「危機處理小
組」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輔導，協助他們疏導情緒，同時提
醒家長在未來數星期留意子女的情緒，讓他們說出感受，給
予適切的關心和安慰，若有需要可與班主任及學生輔導主任
尋求協助。
另一慘死的13歲女童，則就讀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中

一，該校副校長謝道鴻表示，死者賴同學在校表現良好及乖
巧，成績普通，其母親亦十分緊張女兒。前天，校方收到不
幸消息後已即時啟動「危機處理小組」，聯絡與死者由同一
小學升上中學的同學，以及同班同學了解他們的情緒，此外
校方亦已發出通告呼籲家長，多加留意子女的情緒。

男廚藏彈簧鋼棒 判入勞教拒保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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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三屍命案
市民獻花哀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首宗涉犯香港
國安法案被告唐英傑，早前被裁定分裂國家及
恐怖活動等3罪表證成立，案件昨日在高院第
12日開庭續審，辯方傳召另一名專家證人、中
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作供。李立
峯稱，他就「光時」口號的研究，包括訪問40
名主要為「抗議運動」的支持者，結果顯示有
人認為口號含有爭取自由、公義及團結之意，
有不支持「港獨」的人亦會在示威現場喊此口
號。不過，法官隨即質疑這些受訪者會否說出
真心話。
早前作供的辯方首名專家證人、香港大學政
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昨日繼續接受控
方盤問。她聲稱，即使「光時」口號創作者梁
天琦的終極目標是推翻政府，但梁當時參選以
爭取立法會一席位，沒可能憑一個議席就可以
推翻政府。
控方續問，梁天琦會否是策略性進入議會，
以此推動「港獨」，李詠怡則稱她不能代表梁
天琦，但強調不少政治團體及政治人物經常
「只是口講」，並沒有任何具體的行動計劃。

控方署理副刑事檢控專員
周天行在庭上指出，涉案
「光時」口號的意思，是像
控方專家報告所指，口號創
作者梁天琦把「光時」口號
用作2016年立法會新界東
地方選區補選的宣傳口號，
而梁當時認為「香港可以獨
立存在及遠離中央的影
響」，呼籲更多香港人「抵
抗」，以達到提倡「港獨」
及改變政權的目的。李詠怡
回應指「我想某些人會有這
樣的解讀，但並非所有
人。」

控方：口號疑涉7．21衝擊中聯辦
控方續問李詠怡，指「光時」口號首次出現
於前年7月21日中聯辦外的暴動事件，從探討
口號的意思層面看，中聯辦外的暴動是否比當
日的元朗襲擊事件更重要。李詠怡回應指，自

己的報告分析了當時媒體和「連登」討論區對
該兩宗事件的關注度，她相信媒體關注度會影
響示威者對事件的關注度，而結果是元朗事件
的關注度遠高於中聯辦外的暴動事件，故認為
元朗事件對後來「光時」口號的出現次數急速
上升有強烈關係。

辯方研「光時」口號 受訪者挺「抗爭」被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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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搣時潘」老公劉家衡，喺早兩日先至辭去區議員職
務。噚日係「搣時潘」被控傷人及刑毀提堂，原

定9點半開庭，但「搣時潘」同佢嘅代表大律師梁麗幗都
冇出現，當時大家都估佢係着草。法庭於是通緝「搣時
潘」，同時要求到庭嘅第二被告李譯喬交出所有旅遊證
件、不得離開香港、每星期警署報到三次、更改住址須
通知警方，先畀佢保釋。

走咗佬連「手足」都唔知
自稱係「搣時潘」同事「家屬」、懷疑係李譯喬女友
嘅「Ting Lok Yee」噚日下晝就喺facebook發帖爆料，
先話「搣時潘」同佢個前區議員老公劉家衡一直「辦公
室欺凌」，「我都算，你做得出臨上庭前嗰晚先知會自
己著（着）咗草，拋棄為你賣命嘅同案『手足』，由佢
喺香港自生自滅。」「『屎』路比」繼續爆料：「今日
佢個（前）議助係自己比（畀）5k（5,000蚊）保釋
金。」
之後，連登討論區都有個叫「阿風」嘅網民出post，踢
爆「搣時潘」唔聲唔聲着草，但劉家衡連搵個律師幫返
自己前員工都冇，直言︰「做『潘鳳夫妻』議助要包坐
監，慘過食屎。」「Honda Ho」就話：「走咪走囉，之
後重要（仲要）打鑼打鼓咁，攪（搞）到其他『手足』
連護照都比（俾）人收埋。」
有人就話喺件案開審前，「搣時潘」在網上表示法律

開支大，要籌錢。當時，已經有唔少人質疑佢間性商店
有成4間舖都仲要籌。喺佢疑似潛逃後，呢啲以應付法律
開支名義籌到嘅錢，就梗係「財到光棍手」啦。最

「正」嘅係，「搣時潘」火速在patreon開設所謂「旅行
寫真流亡日記」計劃，仲要月費50美元，後來可能俾人
圍攻而改咗名。

專頁揭「搣時潘」有錢仲叫人課金
fb專頁「本小姐」仲cap低一段疑似係「搣時潘」嘅網

帖，大意係話自己「經濟能力一早可以移民」，仲話自
己之前喺香港同大家「共渡時艱」係「蠢」，又話自己

「唔再講政治嘢」，「我會去台灣買樓發展，去台灣出
寫真，去台灣開貓cafe，再見啦。」
fb專頁「本小姐」出post揶揄佢︰「好威呀，眾籌一筆
之後『流亡』去台灣出寫真開貓cafe唔講政治嘢，掉低個
同案手足連律師都冇個。」「本小姐」其後再喺個post
度加「一早有錢」「係你哋要課」等hashtag（標籤）去
二次傷害班黃色水魚。攬炒分子所謂嘅「齊上齊落」，
你唔係真係信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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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 提
倡環保海鮮，
推出最新版
《海鮮選擇指
引》。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搣時潘」
潘書韻承認自
己已逃至台灣
並聲稱會買樓
發展及開貓
cafe 。

網上截圖

● 「 搣 時
潘」潘書韻
潛逃。
網上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