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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男涉理大衝突暴動罪成
辯稱「好奇」而置身現場 官斥砌詞狡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前年11月，警方包圍非法佔據理工大學

的黑暴分子，油尖旺一帶連日有「援兵」

聚集衝擊警方防線，警方其後展開驅散行

動並拘捕多人，其中5名被捕男子否認暴動罪受審。案件昨日在區域法院

裁決，暫委法官王詩麗拒絕接納被告證供，批評被告辯解留在現場的說法

於理不合，是在砌詞狡辯、愈描愈黑、荒謬絕倫，遂裁定其中3被告暴動

罪成。3人中，1人因管有索帶而被裁定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罪

成，餘下兩名被告中，1人因管有索帶而罪成。法官在聽畢辯方求情後，

將案押至9月25日判刑，其間罪成被告須還柙。

5名被告依次為郭俊明（25歲，廚師）、羅煒棟（32歲，無業）、姚俊暉（35
歲，教師）、丁培基（28歲，送貨工）及
蔡潤庭（25歲，侍應）。控罪指，他們在
2019年11月18日於佐敦加士居道與佐敦
道之間的彌敦道一帶，與張永尚、林阡
晴、黃銘昊、廖康良、李屏樂、易卓邦、
李家維、朱偉雄、潘永杰、區海鋒以及其
他人參與暴動。
郭俊明和姚俊暉另各被控一項管有適合
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郭俊明被指在北海
街與吳松街交界管有37條膠索帶、姚俊暉
被指在吳松街管有一把剪刀及7包膠索
帶。
暫委法官王詩麗昨日裁決時表示，首被
告郭俊明庭上供稱在得悉當日發生理大衝

突後，為避免麻煩欲兜路乘搭小巴回家，
但按道理，被告見到衝突應該離開，但他
未有離開，反而繼續獨自前往案發地點，
與其「想回家」的說法背道而馳。他若是
怕被警員襲擊應該拔足逃跑，而非戴上眼
罩等裝備，反應不合情理，是在砌詞狡
辯。
第四被告丁培基供稱，聽到警員「開

槍」後仍不擔心，繼續留在現場，並向示
威者索取防護裝備。王官質疑，丁培基的
反應令人詫異，又認為他聲稱因「無限好
奇心」而置身現場的說法不合理。

官批作故仔荒謬絕倫
第五被告蔡潤庭庭上供稱，自己因為擔

心妹妹故隻身前往理大欲尋人。王官質

疑，被告並沒有致電妹妹確定其位置再去
尋找，是在編造故事、愈描愈黑，荒謬絕
倫。
王官形容作供警員均誠實可靠，接納警

員供詞指被告郭俊明及丁培基在被捕期
間，表現不合作及不斷反抗。對被告蔡潤
庭代表律師質疑警員「認錯」投擲汽油彈
的人，王官認為現場有街燈，而被告戴上
粉紅色濾罐，加上個人特徵易於辨認，而
警員與其距離不遠，因此接納警員的辨認
準確。
王官考慮到郭俊明、丁培基及蔡潤庭被

捕時均穿黑色衣物，身處暴動現場，裁定
三人有共同目的，即與警方對峙，阻礙警
方維持治安，擾亂公眾秩序，裁定三人暴
動罪成。

至於第二被告羅煒棟及第三被告姚俊
暉，王官指，兩人被捕時身處遠離暴動現
場的彌敦道一條後巷。雖然兩人的出現相
當可疑，亦不接納姚俊暉希望「觀察現場
環境」的解釋，但因為控方未能舉證至毫
無合理疑點，故裁定兩人暴動罪名不成
立。

兩人管非法用途工具罪罪成

針對被告姚俊暉及郭俊明被搜出剪刀及
索帶，王官認為兩人的證供前言不對後
語，而索帶可以用作製造汽油彈及堵路物
品，考慮到兩人身處大規模暴動現場附
近，故裁定兩人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
具罪罪成。
5名被告中，被裁定無罪的羅煒棟獲當

庭釋放，其餘4名罪成被告則還柙至9月25
日判刑，以索取他們的背景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修例風
波期間高調煽暴播「獨」的歌手阮民
安，原定下周在由香港遊樂場協會管理
的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演唱會。他昨日
透過facebook稱，昨日收到麥花臣場館
出信，以關閉場館為由取消其演出。
修例風波期間，阮民安多次夥同攬炒派

政客高調參與多個「抗爭」活動。2019年
8月3日網民發起的所謂「旺角再遊行」
中，他就在示威現場附近出現，事後更承
認自己「路經」該處時有載年輕人離開。
2019年12月8日，「民陣」發起的所
謂「國際人權日遊行」期間，阮民安與
前「民陣」召集人岑子杰、民主黨創黨
主席李柱銘、立法會前議員毛孟靜、陳
淑莊、李卓人、吳靄儀帶頭，手持寫着
「追究『警暴』 捍衛人權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的直幡。
2019年8月3日「旺角再遊行」，有
電視台拍到一名疑似阮民安的男子身處
旺角。在該「抗爭」活動結束後，一批
黑衣暴徒一度佔領紅隧，入夜後仍在尖
沙咀、旺角等地集結，多人被捕。
阮民安上月在 facebook 宣布舉行

《Tommy阮民安個人演唱會2046》，

叫人「懲罰買飛」，又聲言「堅持去
做，堅持去唱，堅持去講，真係唔易，
但有時，就係只需要堅持下去，就可以
了」「黃色經濟圈！掂呀」云云。昨
日，他在facebook稱收到「麥花臣場館
俾（畀）我無形嘅『紅線壓力』」，表
示要關閉場館，故取消其演出。阮民安
聲稱稍後會公布退票安排。

退票未安排 眾籌唔交代
即使在黃圈內，阮民安一直被質疑食

盡「人血饅頭」。他在前年眾籌聲稱要
舉辦演唱會，並於當年9月30日之前公
布演出場地同日期，更一再聲稱「萬一
book唔到場，100%會即時退票。」但到
同年12月，他才在網民的狙擊下公布於
明年開騷，但究竟眾籌到多少錢則一直
未有交代。最後，該「演唱會」胎死腹
中，但所謂退票一直不了了之。
曾任多名歌手經理人、原名邵耀華的邵

子風去年亦狙擊阮民安，「一個tommy仔
（阮民安）欠最少幾十人total最少幾百萬
至過千萬……成為黃絲就係男神！踢爆佢
又變成我係搞分化，咁踢爆黎（嚟）做
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自香港國安法生效
後，一眾攬炒黑暴相繼被捕判刑或還柙候審，但死心不
息的攬炒分子在囚期間仍企圖組織勢力，脅迫懲教署。
消息指，在去年47名攬炒政棍「初選」案被捕、正在羅
湖懲教所羈管的前區議員袁嘉蔚，懷疑收藏超出可管有
上限的物品用作招攬其他在囚者。本月2日，懲教署人
員發現袁嘉蔚和5名在囚女子藏有違禁品而被紀律檢
控，另外18名在囚者要求懲教署取消檢控及放人。最終
有關人等被隔離調查。懲教署署長胡英明在接受傳媒訪
問時強調，不會容許監獄變成反中亂港基地。

「袁嘉蔚行為如黑社會收𡃁 」
袁嘉蔚的行為，有如黑社會在獄中收𡃁 ，當日親自到

場指揮懲教署區域應變隊（俗稱「黑豹部隊」）的胡英
明前晚在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事件中所涉的違禁品包
括食物、唇膏及髮夾等，因超出還柙者可管有上限而違
規，「（這些物品）開始的時候，可能是出於感情而給
你（其他在囚者），或友情而給你吃，但問題發展落去
就不是感情，就可能變成招攬他人，勢力就是這樣形
成」。
他直言：「以前黑社會都是這樣去收人，她們（18名在
囚者）做了一個動作要求我們放人，這個（行為）已經踩
了我的『紅線』，所以我一定要出區域應變隊（處
理）。」
胡英明指出，自2014年非法「佔中」行動以來，已
經留意相關在囚者對懲教署的管理帶來挑戰，但今次的
組織及規模更加大，「（他們）很有組織抹黑、批評我
們的懲教制度，衣食住行等多個範疇都有問題，目的很
簡單，就是要改變（監獄）裏面的生態，想改變到一個
情況，便是令人不怕坐牢，最後結果就是影響整個香港
的穩定及安全」。他強調說：「不容許監獄變成反中亂
港基地。」

有區員探監叫在囚者續「抗爭」

對有關注在囚者權益的組織稱，部分區議員多次申請
探監被拒，胡英明質疑有關申請是否有實際需要，「很
多青少年因黑暴相關罪行入獄後，很多都會感到後悔，
但我們發覺一開始時很多區議員來探監後，在囚者態度
都改變，因為（有人）不斷叫他們不要改、不斷叫他們
要繼續抗爭」。
早前有攬炒派中人完成刑期後，要求監獄提供所謂

「人道待遇」，包括改善酷熱環境等，胡英明說：「如
果你講得通、我們真的是不合理就會改。但問題是，可
唔可以突然間『噗一聲』一日就變成美好的樂園？當然
不會。」
他質問道：「監獄與出面的環境永遠是不會對等的，

因為如果是對等的話，怎麼會是監獄呢？」
對修例風波事件後須還柙候訊的人數急升，令收押

所壓力上升，胡英明表示，部分人需轉到赤柱監獄或
羅湖懲教所還柙，但認為懲教署暫時仍有足夠空間處
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而正被還柙的前「香港眾志」副主席袁嘉蔚被指企圖
在羅湖懲教所建立自己的勢力，糾眾鬧事，有政界人
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這些攬炒分子在
獄中仍企圖透過招攬其他囚犯形成勢力，繼而操控他
們滋事。政界人士支持警方迅速採取行動，並指能有
效避免其他在囚者仿效，又指過往有攬炒派議員濫用
特權及探監制度，擔心影響監獄運作，希望特區政府
適時檢討有關安排。

黎棟國：紀律是監獄頭等大事
全國政協委員、新民黨常務副主席黎棟國強調，
紀律是監獄的頭等大事，懲教署職員必須及時制止
任何不合規的行為，以免引起其他在囚者仿效。
自2014年違法「佔中」起，不少入獄的攬炒分子
聲稱監獄內的待遇「不人道」，他強調，監獄的規
則都是依法制訂，又以「社民連」梁國雄早前就男
犯人須剪髮提出司法覆核勝訴為例，指在囚者若認
為自己在監獄中受不當待遇，可依法提出申訴。

葛珮帆讚署方行動果斷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強調，監獄管理必須有
規有矩，是次事件可見袁嘉蔚等攬炒分子在獄中仍
企圖透過招攬其他囚犯形成勢力，繼而操控他們滋
事，認為若有其他在囚者仿效，將對監獄構成危
險，署方是次果斷行動值得讚賞。
她直言，過往有攬炒派議員濫用公職身份探監，
擔憂影響監獄運作或煽動在囚者於監獄內滋事，這
將影響其他想改過自新的囚犯。雖然探監制度過往
並無出現大問題，但目前形勢已轉變，特區政府應
適時檢視。

容海恩籲在囚者守法爭早釋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表示，是次違規行為有

可能導致其他在囚者仿效，日後組織對抗署方職
員，影響其他在囚者或職員的安全，因此署方是次
採取的行動合理。
她指出，根據現時的監獄規則，雖然在監獄內犯
事並不會導致加刑，但提醒若在囚者表現良好並符
合特定條件，可獲提早出獄，又呼籲在囚者努力改
過自新，不要作出違規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人對
保安員有負面標籤，稱呼他們為「看
更」，更誤以為只有學歷低的人才會投身
保安業。社會的評價和行業工作時間長、
工作繁重等，都會令保安員的壓力大增，
影響他們的精神心理健康狀態。有研究發
現，接近三成受訪保安員出現不同程度的
焦慮抑鬱狀態。有從業員表示，保安員經
常夾在住戶與管理公司之間，成為有口難
言的箭靶，左右為難。
曾當過十幾年保安員的X先生昨日現

身保安員記者會分享親身經歷。他說，住
戶一時一樣是常態，他經常遇到無理取鬧
的事件，例如有次住戶要求不讓任何人上
樓，他於是按其要求辦事，即使是新春期
間也會要求拜年的訪客登記，卻被其他住
戶投訴。「上司事後雖然並無指責和處罰
我，但住戶的變化無常令人非常憤怒、非
常不開心，但就算再不開心，都只是忍得
就忍。」
雖然已離開保安業，但他仍對事件耿耿

於懷。他說，經常會因為與住戶發生衝
突，以及做分外工作等而情緒低落。「身
為前線保安員，工作上好多事需要臨場衡
量利害再決定，過程中有沒有錯誤評估、
或得失任何一方？保安員都承受好大心理
壓力。」

X先生直言，久而久之，增加出現情緒
焦慮、精神健康欠佳的風險，但保安公司
從來沒有為他們舉辦精神心理健康相關的
培訓活動。
錫安社會服務處勗勵軒輔導中心聯同香

港保安專業學會早前訪問163名介乎23歲
至73歲的保安員，發現近兩成受訪保安
員出現不同程度的壓力，有近三成受訪保
安員更出現不同程度的焦慮抑鬱。調查還
顯示，管理層對員工精神心理健康不太在
意，公司的培訓亦很少涉及到教導員工如
何處理精神心理狀況。
香港保安專業學會會長劉浩榮認為，管

理層可從多方面入手紓緩下屬壓力，包括
在傾談中多加適切的獎勵或勉勵員工、教
育內部上級及客戶尊重保安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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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攬炒分子圖操控囚犯滋事

麥花臣場館關閉
阮民安「黃圈騷」取消

工作壓力極大 近三成保安現焦慮

●前線保安員X先生分享工作經歷。

●胡英明接受傳媒訪問時強調：「不容許監獄變成反中
亂港基地。」 電視畫面截圖

●前年11月，大批暴徒在油尖旺一帶非法集結、堵路、縱火及投擲汽油彈，衝擊警方防
線。 資料圖片

●暫委法官王詩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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