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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警方逮捕人士所面對的問題 

 一名普通市民突然被警方逮捕帶返警署，
他（她）即時會面對以下問題： 

(1) 查問及錄取口供 
(2) 拘留條件及待遇 
(3) 保釋條件 
(4) 所可能面對的法律後果 
 以上問題都涉及法律及程序事宜，對此普

羅市民都感到難以掌握和非常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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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玲姐(化名) 

 玲姐的工作性質是在街上派傳單 
 一天晚上，她與同事在尖沙咀如常在街上派傳
單宣傳，因派傳單地點問題被另一公司派傳單
員工指罵是「佔了他人地盤」 

 玲姐其後到附近公眾洗手間如廁，於洗手間出
來後突然有人（另一公司的一名女員工）衝前
欲用摺椅打向玲姐頭部 

 電光火石間，玲姐本能地用手阻擋，因而手部
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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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玲姐(化名)  
 玲姐其他同事見狀，立即上前將兩人拉開，而
玲姐其中一名同事則致電報警 

 其後，警察到場，問發生何事，雙方均指是對
手打人 

 之後，警察分別將玲姐及另一公司的女員工帶
返警署 

 到警署後，警員沒有為玲姐落口供，只要求她
在警員記事簿上簽名 

 然後，警方通宵扣留玲姐，早上才讓她保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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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玲姐(化名)  

 兩星期後玲姐回警署報到，警方隨即表示她要
於日內到裁判署上庭，並表示案件會以守行為
方式了結 

 玲姐完全不明所以，後經朋友介紹與社區組織
協會聯絡，我們建議她要向警方落口供並清楚
表示她沒有打人 

 玲姐其後到警署理論，警方及後撤回起訴，並
要求她提供其他人證 

 之後玲姐找了一在場朋友落口供，但最終事件
仍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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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Ａ先生 
 Ａ先生於2008年12月13日凌晨，在佐敦廟街捲

入一糾紛中，其後警員到場將事主拘捕，及後被
送至油麻地警署。事主在拘留期間，事主曾要求
打電話通知家人及朋友，惟被警員雙手用力推其
入拘留室，並向事主粗言穢語，其後事主跌在地
上，再被警員拉起打其胸口。其後，有警員向事
主表示事件不太嚴重，就當作事主醉酒鬧事，要
求事主在紙上簽名承認，惟事主不同意。其後
2008年12月13日，事主獲警方安排驗傷。在
2008年12月14日，警方便表示要拘捕事主，理
由是控告事主在拘留室襲擊警務人員。 



個案二：Ａ先生 
２００９年７月
２日 

警方撤銷事主擔保，事主取回保釋金，案件結案。 

２００９年７月
２３日 

事主前往警察總部投訴警察課投訴，投訴被警員毆打、
粗言穢語、疏忽職守等等。 

２００９年１０
月６日 

事主因涉及另一案件，被控刑事損壞，期間有警員語帶
恐嚇，表示知道事主已投訴警方，向事主表示，既然事
主這樣喜愛投訴，決定多告事主一項襲警罪(即2008年
12月的案件)。 

２００９年１１
月２０日 

兩項控罪先行進行案件預審，並多番押後至2010年2月
及3月，到2010年4月進行正式審訊。 

２０１０年４月
９日 

事主獲法庭裁決「刑事毀壞」罪名不成立，主審法官在
庭上批評警方證人口供不一致，裁定罪名不成立。 

２０１０年４月
２６日 

法庭審理「襲警」控罪，事主的代表大律師要求無限期
押後聆訊(即終止聆訊)，法官亦有在庭上質疑為何律政
司在案件結束，事發近1年後才控告事主。 

２０１０年５月
２７日 

法官批評警方揑造口供，執法及辦事水準極有問題，裁
定事主襲警罪名不成立，事主不用在庭上作供已獲當庭
釋放。 15 



基層市民於警署面對的問題核心 

教育水平不足 
不認識法律、不知道自己權利所在 
沒有財政資源邀請律師提供法律意
見 

現時法律援助制度未有涵蓋於警署
提供法律意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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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協民權法律中心的服務 

本中心義務顧問包括：律師、大律師
、社工及社區法律工作人員 

本中心是一個獨立、非官方和非牟利
的社區人權組織 

服務範圍包括：提供法律諮詢、教育
社區大眾認識法律、研究及倡議改善
法律服務政策、透過司法途徑維護人
權 

17 



18 

社協民權法律中心的工作目標 

(1) 提供法律諮詢，跟進侵權投訴個案 
(2) 進行法律服務專題研究，推動社區法

律服務普及化，改革基層法律服務 
(3) 教育市民利用法律途徑維護自身權利 
(4) 改善港人在國內的人權保障情況 
(5) 推動政府改善涉及人權政策及法例，

完善人權保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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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警署期間獲法律諮詢的權利 

 在Salduz v. Turkey一案中，‘為了使被告人享有
公平審訊且達至足夠“切實可行而有效”的程
度’，《保障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第6§1條規定，‘作為一
項通則，疑犯在首次被警方盤問時便應有權諮詢
法律意見，除非個別案件有特殊情況，證明有令
人信服的理由限制此項權利。’‘若疑犯在未諮
詢律師的情況下在警方盤問期間作出可被定罪的
供詞，並因該供詞而被判罪，該疑犯的抗辯權利
原則上已無可挽救地受到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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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警署期間獲法律諮詢的權利 

 荷蘭最高法院於2009年6月30日裁定，疑犯有權
在首次被警方盤問前諮詢律師，但只有少年疑犯
才有權要求在警方盤問期間須有律師在場。 

 荷蘭的相關法例於2010年4月被修訂，以落實讓
成年疑犯在首次接受警方盤問前有30分鐘時間向
律師諮詢意見。此類服務費用全免。 

 （資料來源：立法會資料研究部 IN21/10-11） 
 



21 

FB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HCAL 51/2007 
 Is there an obligation to provide free legal advice to torture 

claimants? 
 “In my view the answer is quite straightforward. Almost 

inevitably a Convention claimant is a person without any 
means to pay for his own legal representation.” (para. 156)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is therefore if the Respondents do 
not provide free legal assistance they are effectively denying a 
Convention claimant the right to that legal assistance.” (para. 
157) 

 “The argument that the denial of free legal representation to 
those unable to afford representation is a denial of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is one that has found favour in other jurisdictions.” 
(para.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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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協的政策倡議 
 社區組織協會於數年前已提出政策改革建
議，要求政府為在警署的被逮捕人士提供
免費法律諮詢服務，並建議有關服務可由
當值律師計劃提供 

 我們曾整理意見書提交與立法會司法及法
律事務委員會參考，並出席委員會會議提
供意見 

 我們亦於法律援服務局屬下興趣小組作出
有關倡議，並協助小組就有關議題作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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