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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參考便覽
打擊非法賽車活動的執法工作

根 據 《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 (第 374章 )第 55條 ， 任 何 人 參 與 非
法 賽 車 即 屬 犯 罪；一 經 定 罪，最 高 刑 罰 是 罰 款 1萬 元、監 禁 12個 月 ，
以 及 吊 銷 駕 駛 執 照 12個 月 。
2.
根 據 政 府 當 局 就 議 員 在 1992 年 11 月 11 日 及 1993 年 3 月 3 日
立法會會議席上提出的質詢所作的回覆，警方採取各種措施對付
超速及魯莽駕駛的問題。警務人員使用交通巡邏、雷達車速探測
器和路障偵查違例人士。警方又成立了多支特遣隊，與交通警巡
邏隊聯手採取特別行動，遏止非法賽車活動。
3.
保安事務委員會從未討論打擊非法賽車活動的執法工作
事 宜 。 有 傳 媒 在 2009年 7月 中 作 出 報 道 ， 指 警 方 於 2009年 7月 13日
徵用市民的車輛設成路障，以攔截在觀塘繞道進行非法賽車活動
的人士。社會上關注到，當局就打擊非法賽車活動的執法工作所
採取的措施、手法及指引，以及現時就非法賽車罪行所判處的罰
則是否足夠。就此事的相關新聞報道及警方發出的新聞稿分別載
於 附 錄 I及 II， 供 委 員 參 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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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1| CITY| By Phyllis Tsang and Clifford Lo
字數: 520 words

Police chief apologises for roadblock

Officers' involvement of civilians was error of judgment, says Tang King-shing
The police chief yesterday apologised to drivers who were ordered by officers to form a "human
roadblock" to stop illegal racing cars early on Monday, leading to a pile-up that left six people injured.
In his first public apology since he took office in 2007, Commissioner Tang King-shing said it had been
an error of judgment.
"There was an error of judgment in the operation. I apologise to the citizens, car owners and drivers who
were affected," he said.
He added that police would review their procedures and insisted that public safety was the key element
of police operations.
Police stopped five vehicles - three taxis, a truck and a private car - on the Kwun Tong Bypass at about
2am in an effort to stop an illegal race by at least 14 cars, six of which crashed into the roadblock.
Mr Tang condemned those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illegal car racing. "This is an irresponsible act which
could lead to serious traffic accidents," he said.
Drivers of three of the cars that hit the roadblock were detained at the scene.
Three others made U-turns and made off against approaching traffic. They drove down a flyover but the
badly damaged vehicles got no further than Laguna City in Kwun Tong.
Two drivers were arrested there but one assaulted police officers and fled, leaving an injured woman in
the damaged car.
The five arrested men, aged 23 to 30, were released last night on HK$10,000 and must report back to
police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There had been no further arrests but an investigator said the man who fled had been identified.
An investigator said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find other racers who sped through the roadblock or made
U-turns to escape because there were no surveillance cameras at nearby tunnels or hig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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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ouncil security panel chairman Lau Kong-wah said police should review their procedure for
tackling illegal car racing and the panel would look into this.
Panel deputy chairman James To Kun-sun - who on Monday described the operation as a "human
roadblock" - said one of the taxi drivers involved had already filed a complaint.
He said police were liable for compensation claims as they had neglected civilians' safety.
Chief Superintendent David Ng Ka-sing, head of police public relations, said: "If it is proved police need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compensation], police will absolutely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and we will fully
help them to make claims."
The president of the Taxi Drivers and Owners Association, Ng Kwan-sing, said it might be difficult for
the car owners and drivers to seek compensation from police. "There is a grey area on insurance claims
if the car is damaged while it is being lent to the police," he said.
The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said it had asked for information about police practice in
such cases and would look into whether there were any faults or deficiencies that might lead to
complaints.
If any faults were found, the council would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police to rectify them.

文章編號: 20090715027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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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A06| 港聞

警稱有權徵車擋路 拒協助可招刑責
【明報專訊】警方7 月在觀塘繞道打擊非法賽車，截停5 輛市民車輛充當「人肉路障」，做法
備受批評。警方人員昨日在監警會會議中解畫，指警方不會徵召市民車輛作路障，但會截停
車輛達到阻塞目的，強調有權要求市民協助執法，市民若拒絕可能要負上刑責。
多名監警會委員關注警方阻截非法賽車時設置路障的做法。副主席林大輝問市民可否拒絕配
合執法，警務處交通總部總警司高富士指出，警方有權要求市民協助， 「根據普通法及《警
隊條例》63 條，警方有權要求市民協助執法，市民拒絕有可能負上刑事責任。若市民認為情
况非常危險，則可拒絕」。
議員：警方過時條例辯解
法律界人士對此有保留。大律師陸偉雄稱難以界定什麼情况「非常危險」， 「有人很大膽，
有人很小心，有很大商榷餘地」。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涂謹申直言普通法「無權危
害我生命」，警方有權要求市民配合執法，但有限制。他表示該普通法條例已久未有使用，
已經過時，他斥責警方犯下大錯仍以此辯解，要求警方收回言論， 「否則我要求高富士、甚
至想出此說法的更高層人士辭職」。
監警會促警提交檢討
會議上，委員之一港大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張達明問及警方設置路障的規範與準則，又批評警
方給前線警員的實務守則不清晰，並無明文禁止徵用市民車輛當路障。高富士稱警方設置路
障時須有一名總督察和一名警長在場督導和控制場面，會使用有標誌的車輛、閃燈、「雪糕
筒」等， 「若沒有這些設備， 則不是路障」。他說執法時以市民的安全和財產為先，不會徵
召民間車輛加入路障， 「只會截停車輛，阻慢交通」，亦不會隨便要求市民協助執法。副主
席李國麟關注警方會否告知市民其車輛被徵用於打擊非法賽車，高富士回答稱問題複雜，須
交由司法部門決定。
高富士說，警方已成立工作小組全面檢討設置路障的指引。監警會主席翟紹唐要求警方就觀
塘繞道「市民車當路障」事件提交初步檢討，讓會方提出意見。

文章編號: 200909050040251
本內容之版權由相關傳媒機構 / 版權持有人擁有。除非獲得明確授權，否則嚴禁複製、改編、分發或發布本內容。版權持有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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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II

警方絕不容忍非法賽車
＊＊＊＊＊＊＊＊＊＊
警方不會容忍非法賽車，並會全力打擊這些違法及不負責任的行為。
警務處行動處處長古樹鴻今日（七月二十九日）在記者會上講述警方
在二○○九年上半年的工作範疇時，作上述表示。
古樹鴻說：「非法賽車是嚴重的罪行，參與非法賽車的人士是妄顧其
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對無辜市民的生命和財產構成嚴重的威脅。」
他續說：「警方會致力打擊非法賽車活動，並於二○○九年上半年進
行了二百一十八次反非法賽車行動。」
他補充說，若接到市民舉報有非法賽車的情況，警方會調派人員到
場，收集非法賽車活動的證據和資料，並強調在安全的情況下，會作出拘
捕行動。
在提高道路安全方面，古樹鴻指出，在二○○九年上半年的交通意外
數字為六千七百五十四宗，與去年同期的七千三百三十五宗比較，下跌了
五百八十一宗，減幅百分之七點九。
古樹鴻說：「致命交通意外減少了八宗，由去年同期的七十六宗減至
今年的六十八宗，減幅為百分之十點五。在交通意外中死亡的人數亦減少
了十九人，由去年同期的九十四人減至今年的七十五人，減幅為百分之二
十點二。」
在執法方面，二○○八年上半年的整體交通執法數字為六十萬一千五
百三十宗，較去年同期的六十一萬零一百一十宗，下跌了百分之一點四。
執法行動主要是針對引致交通意外的違例事項。
古樹鴻指出，自從今年二月九日開始進行隨機呼氣測試行動後，酒後
駕駛案件及涉及酒後駕駛的交通意外數字均大幅下降。二○○九年二月至
六月，酒後駕駛案件數字由二○○八年同期的六百一十七宗減至三百七十
三宗，減幅為百分之四十，而涉及酒後駕駛的交通意外數字則由二○○八
年同期的三百零四宗減至一百零一宗，減幅為百分之六十七。
他說：「隨機呼氣測試行動已收阻嚇之效，而有關行動會繼續進
行。」
古樹鴻表示，二○○九年首六個月內地非法入境者的拘捕人數保持平
穩下降。期間共有九百五十六名內地非法入境者被捕，較二○○八年同期
的一千二百一十八人減少了二百六十二人。
他指出，今年一月至六月，共有九十七名內地非法入境者因犯罪而被
捕，較去年同期的一百一十一人減少十四人，他們主要是干犯使用偽造文
件、盜竊和入境罪行等。此外，因賣淫而被捕的內地非法入境者有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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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較去年同期一百六十人減少七十人。
在越南籍非法入境者方面，今年首六個月有二百五十五名越南籍非法
入境者被捕，較去年同期的三百四十五人減少了九十人。因違法而被捕有
一百零一人，較去年同期的一百七十人減少了六十九人。他們主要是干犯
使用偽造文件、盜竊和入境罪行等。
他續說：「今年首六個月有六百名非華裔的非法入境者被捕，較去年
同期的六百七十二人減少了七十二人。」
「今年首六個月有二十一名非華裔非法入境者因犯罪而被捕，較去年
同期的三十四人減少十三人，他們主要是干犯使用他人身份證和嚴重非法
入境罪行等。」
至於內地訪客在港犯案方面，古樹鴻說，今年首六個月到港的內地訪
客共有八百一十四萬人次，因犯案被捕的有六百三十八人，較去年同期的
七百零五人減少了六十七人。他們干犯之罪行主要是盜竊，使用偽造證件
及嚴重非法入境罪行。
今年首六個月有一千六百八十七名內地訪客因涉及賣淫被捕，較去年
同期的一千五百五十六人增加了百分之八點四。
在過去六個月，警方聯同其他部門採取一連串行動，在全港各區共拘
捕了九百二十二名內地黑工，較去年同期的九百三十三人下降了百分之一
點二。
古樹鴻總括二○○九年上半年非法入境者的整體數字有下降的趨勢，
是有賴粵港雙方在邊境管制方面增加海陸邊界佈防，有效阻截非法入境者
偷渡來港。情報交流上亦與內地進一步加強合作，有效打擊跨境偷渡活
動。
警方亦會繼續透過情報交流與本港、內地和海外的執法機構保持緊密
合作，採取嚴厲和有效的執法行動以遏止此類非法活動的上升。

警察公共關係科新聞公布第六號
完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９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２２時１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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