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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組織、網絡及野生動植物產品販運，例子(2013至2019年)

以下是一些涉及一定程度的有組織犯罪行為的香港

緝獲案例。在大多數情況下，面臨起訴的通常是承

運人/驢子。

穿山甲的緝獲：自2013年以來，每年有大量的穿
山甲產品被藏於貨櫃內並走私到香港，每批次一般	

超過2公噸（例如從尼日利亞和喀麥隆運來的貨

櫃）。1		

一項於2015年發佈的研究，揭示了香港在2012

年和2013年的兩次行動中所獲取的239個穿山甲

鱗片樣本的DNA分析結果。第一宗行動涉及224

公斤的鱗片，第二宗則涉及312公斤的鱗片及932

公斤的屍體；兩個批次均包含與亞洲馬來穿山甲

相關的基因多樣化混合物。2	 調查結果顯示，鱗片

可能是「從東南亞廣泛地區所獲取的」，因此過

程需要「一個複雜精細的網絡，包括獵人、商人及

犯罪集團」。3 調查亦顯示，由於兩個批次的樣本

含有重疊的遺傳因子，因此可能涉及相同的走私	

集團。4			

上述批次以及其他來自非洲的穿山甲衍生物批次都

需從相當廣泛的區域採購，並可能跨越多個國家。

鑑於穿山甲屬於稀有物種，走私過程需要犯罪集

團提供一定的財力和協調能力，以支援捕獲、整理

和托運工作。迄今為止，並沒有人因這些批次被起

訴。	

在2013年至2019年期間所檢獲的至少三分之一穿

山甲衍生物（22公噸–相當於多達34,600隻穿山

甲）被偽裝成各種廢塑料。鑑於犯罪分子持續使用

這些方法，無疑證明了他們在多數情況下能成功隱

藏走私貨品。環境調查署5於2017年發佈的研究報

告指出，「香港多年來一直進口塑料顆粒，就海關風

險評估程序而言，相關文檔或托運目的地一般都不

會引起質疑」。6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香港的塑料回收業規模小，塑

料很可能被偽裝運送到中國進行回收。然而，由於

中國目前（截至2018年1月）禁止進口其他國家（包

括香港）的塑料廢物，此類批次應受質疑。然而，如

上所述，迄今為止香港的走私案件仍然涉及塑料物

料。

象牙的緝獲：最近的全球緝獲量（包括香港）的研
究及分析，利用基因分配揭示了主要偷獵地區。7研

究人員從緝獲的象牙中確定了兩個主要區域：森林

象	(Loxodonta cyclotis)	的種群被獵於TRIDOM及

周邊地區，並被運往西非國家；草原象	 (Loxodonta 

africana)	 被獵於坦桑尼亞和莫桑比克，並被運出

東非國家。除了香港的緝獲數據外，（於該研究期

間進行的）全球緝獲量分析亦廣泛反映了上述結

果。（TRIDOM的名稱來自三個國家公園的首字母

縮寫–德賈、奧扎拉和明凱貝。它們構成了橫跨喀

麥隆、剛果共和國和加蓬的178,000平方公里的森

林，面積相當於剛果盆地雨林的10％。）

在香港檢獲的大量非法象牙批次也揭示了網絡的

複雜性。根據《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CITES)、大象貿易信息系統（ETIS）8	 和聯合國毒

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9	 超過500公斤的緝獲量為

「大規模」以及「顯示非法象牙貿易中存在有組織

罪行」。10	在2013年至2019年期間，香港緝獲至少

六次超過這數量的象牙批次，其中2017年7月所檢

獲的7噸象牙為最大的批次。11雖然象牙經馬來西

亞托運，但根據DNA測試，該象牙批次來自加蓬地

區。12	 這顯示該組織在非洲、馬來西亞和香港有廣

泛的業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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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網絡及野生動植物產品販運，例子(2013至2019年）

鑑於流程涉及偷獵、儲存和運送7噸未加工象牙，

過程需要一個值得信賴並具備相關知識和能力的

網絡提供支配。與屯門一家貿易公司有聯繫的三人

於執法行動後數天被捕。此案其後獲撤銷。13		

2014年6月，執法人員於同一航班上逮捕了16名

越南國民。他們被控將790公斤的象牙隱藏於32

件行李中，各人於被捕後五週內被判處6個月監

禁。2015年8月至2017年9月期間，執法人員發現

21人穿著或藏著13-30公斤象牙的特製背心。其

中十四人乘搭來自津巴布的航班，六人來自尼日利

亞，另外一人來自科特迪瓦。這些夾克大部分具有

相同的設計，並採用相同的材料製成，表明涉及一定

程度的組織性。	

「其他瀕危物種」的緝獲

•	2015年5月，香港海關和水警針對其中一個規

模較廣泛的跨境走私網絡進行了調查，14並	

「於藍巴勒海峽公眾貨物裝卸區發現了幾人正

將貨物搬上快艇」。除了一名肇事者外，所有人

都成功乘搭快艇逃離了現場。走私者遺留下了

活體動物和野生動植物衍生物，以及大量的電

子產品，包括229台攝像機和10,000多部手提

電話。檢獲物品總值超過一千萬港元。執法人員

檢獲了數量不明並原產於南美洲北部的紅腿象龜

（Chelonoidis carbonaria），並查獲了北非特有並

已列為「易危」物種的非洲盾臂龜（Centrochelys 

sulcata），以及未定種的活蜥蜴和蜘蛛。執法人

員還發現了約173公斤，來自未知物種的穿山甲

鱗片，以及30多個屬於盔犀鳥的頭盔/喙。該批

檢獲物品的物種多樣性顯示了走私行動具有龐

大的國際網絡。

•	2015年10月，執法人員檢獲1,008公噸馬達加

斯加玫瑰木，（按重量計）為香港歷史上最大

的野生動植物緝獲批次。不法分子無疑有一定

的協調能力，才能成功將該貨量從馬達加斯加

東部的低地雨林和沼澤，通過桑給巴爾運抵香

港。根據馬達加斯加的報告，船員在離開水域時

與馬達加斯加當局展開了槍戰，這顯示該組織

照片顯示航空旅客將走私象牙藏於特製背心及行李箱內，象牙其後被檢獲

(a)	特製背心	(15公斤) (b)	行李箱	(79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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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使用致命武力保護其資產。該船由一家中國

公司15擁有，由於卸貨地點為河內貿易碼頭，因

此船隻被假定為運往內地。

•	2017年12月，執法人員檢獲最大之一的野生動

植物產品和電子產品的混合批次。案件涉及一

艘內河貿易船上的三個40英尺的貨櫃，所列貨

物為「聚乙烯球」(塑料)。香港海關發現貨櫃內

藏著「4,200台攝像機和鏡頭、6,200台平板電

腦、42,000台電腦硬碟、165,000塊液晶顯示

器、7,800塊電腦主板、900,000組集成電路

和200公斤瀕危物種，如象牙、穿山甲鱗片和乾

海馬」。16 這些產品總值6,000萬港元，被藏於

180個塑料球中。該貨櫃約90％裝滿了未列艙

單的貨物。17	

•	2014年至2018年期間，香港檢獲至少5.2公噸

屬《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	

管制物種的鯊魚鰭。這些批次來自19個國家，其

中大多數（60％）來自中美和南美國家。查獲的

物種包括鎚頭鯊、長鰭真鯊、姥鯊和鯨鯊。

•	2018年6月，一名被告因攜帶5.9公斤的犀牛角

和410克的加工象牙而被捕。他於被捕後1個月

內被判處2星期的監禁。18被告人承認為他人攜

帶走私物品（該等人於法庭上獲點名）。	

•	2018年10月，一名男子被發現藏有2.94公斤的

犀牛角（價值約784,000-1,615,000港元）後

被捕。被告每月僅賺取人民幣5,000元，當天是

為他人攜帶違禁品而犯案。他於被捕後4個月內

被判處9個月監禁。

•	2018年10月，一名被告因攜帶60隻活體瀕危琉

球黑胸葉龜（Geoemyda japonica）而被捕。他於

被捕後12個月內被判處7個月監禁。被告人為他

人攜帶走私物品，以助其在香港的商業繁殖活動	

（該等人於法庭上獲點名）。

起訴「驢子」：因干犯野生動植物罪行而於香港法
庭被起訴的被告大多數為「驢子」或承運人，一般

在乘搭飛機或跨境到達香港時被逮捕。他們很容

易被取替，並且不涉及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中最嚴重

的犯罪行為（如偷獵、賄賂、洗黑錢）。這些人的

囚禁對阻止有組織犯罪集團進一步犯罪的作用不

大。

2018年5月1日至2020年10月1日期間，裁判法院
19和區域法院處理了123宗與野生動植物貿易相關

的聆訊，涉及121人和兩家公司。根據被告的個人

資料，被告大多數來自低收入家庭，並且是家庭	

（包括老人、小孩或患病者）的支柱。更重要的是，

他們經常為他人攜帶野生動植物違禁品。20	

組織、網絡及野生動植物產品販運，例子(2013至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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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加強權力

加強調 權力
「證人」條文

a.	 就第三條發出的命令而言，若存在犯罪證據或

某人知道與罪行相關的資料，該人必須提供

該犯罪證據及資料；任何人不得以其保持沉

默的權利或免使自己入罪的權利，而不遵從根

據本條提出的要求（第3(11)(a)條）。任何人

無合理辯解而不遵從根據本條發出的命令，

即屬犯罪（第3(13)條）。但是，根據「禁止直

接使用」的限制，以這種方式獲得的資料不得

用於針對資料提供者，21但少數情況下除外	

（第3(12)條）。立法機關設立這限制，是為了減

輕剝奪免使自己入罪的權利對資料提供者的影

響。法庭只會在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下，就該人

根據本條發出命令，要求他提供資料。同時法庭

會考慮：該偵查中的有組織罪行的嚴重性；若不

發出命令，能否有效地偵查該罪行；根據命令所

獲得的資料對偵查可能帶來的利益；以及該人

是在何種情況下獲得相關的資料。

b.	 當局亦可以取得法庭命令，要求看似管有與調

查相關的物料的人於指明的期限內「將物料提

交給獲授權人帶走，或讓獲授權人取覽該物

料」（第4條）。22 該命令可與香港區域外的材

料相關（第4(1)條）。任何人不得以其免使自己

入罪的權利，而不遵從根據本條發出的命令	

（第4(12)(a)條）。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不遵從

根據本條發出的命令，即屬犯罪（第4(13)條）。

但是，這權力沒有「禁止直接使用」的限制，因

此根據本條所獲得的資料和物料可以在刑事訴

訟中用於針對資料提供者。第4條涵蓋多項有關

發出命令的先決條件，其中包括有合理理由相

信命令是符合公眾利益的先決條件。

(c)	如果某人沒有跟從《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第三條和第四條的命令提供物料，當局可以提出

申請，要求就存放該物料的處所發出搜查令（第

5條）。23		

報信

d.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有助調查，其中一

個原因是其第7條能阻嚇任何報信的活動。#凡

法庭已根據第3或4條發出命令，或已申請命令

而申請沒有被拒絕，或法庭已根據第5條簽發手

令，任何人在知道或懷疑偵查正在進行的情況

下，作出意圖妨害偵查的任何披露，或將任何物

料竄改、隱藏、毀滅或以其他方式處置可能是與

該宗偵查有關的物料，即構成妨害偵查罪行。一

經循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可判處七年監禁。

「沒收」條文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沒收」條文除了針

對犯罪利潤外，還就犯罪得益作出規定。24這於	

「罪行的得益」(第2(6)條)和「有組織罪行的得

益」(第2(7)條)的定義中尤其明顯，定義包括：(i)	因

犯該罪行或有組織罪行而收受的任何款項或其他

酬賞；(ii)從任何上述款項或其他酬賞得來的任何

財產或將該等款項或酬賞變現所得的任何財產；及

(iii)犯該罪行或有組織罪行而獲取的任何金錢利

益。例如，如果罪行的得益已經被投資於某資產中，

而該資產的價值增加了，那麼該價值的增長可能會

被沒收。25 法庭曾經表明，這些「沒收」條文（及其

訂立的原意）確實是嚴厲的。26	

#	 本條與《販毒（追討得益）條例》(第405章）第24條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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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加強權力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包含與沒收令相關的
升級執行條文：

1.	 原訟法庭可以發出限制令，禁止任何人處理任

何可變現財產。命令可附帶條件及例外情況，容

許在符合該等條件或例外情況下處理可變現財

產（第15條）。「可變現財產」是指被告人持有

的任何財產，被告人曾經對他直接或間接作出受

本條例囿制的饋贈的人所持有的任何財產，以

及實際上受被告人控制的任何財產。如《刑事

訴訟程序條例》、《危險藥物條例》或《防止賄

賂條例》的命令對其有效，則不屬於「可變現財

產」。

2.	原訟法庭可發出押記令，限制任何人處理個人

或公司的股份或財產，27包括可變現財產（以執

行該沒收令）(第16條)。

3.	第13條規管根據第8條發出的沒收令的執行程

序，以要求被告償還總額100,000港元或以上的

有組織罪行或指明的罪行的得益。第14條規定

限制令及押記令可於甚麼情況下發出。限制令

禁止任何人以保護資產和防止損失資產為由，而

處理任何可變現財產，以便執法機關在被告被

定罪後執行沒收令。押記令則禁止任何人處理

股份或財產，以擔保向政府繳付款項。第20條

規定了沒收令的更改。第21-24條則涉及破產、

清盤、債務處理人和接管人。

加重判刑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賦予法庭加重判決的

權力。被告一經定罪，控方可向法庭提供以下資料：

該罪行的普遍程度、28	該罪行為被告及其他人所帶

來的預期利益的性質及程度、該罪行為被告及其他

人所帶來的實際利益的性質及程度、該罪行對社區

及受害人的影響的性質及程度和與三合會社會活

動的聯繫。原訟法庭和區域法院參閱過這些資料

後，可以在該罪行的最高刑罰範圍內加重刑罰（第

27條）。法庭只可以在資料顯示需要更大程度阻嚇

作用的判刑的情況下，才能加重判刑。這是法庭的

特殊權力，法庭亦只會在特別情況下謹慎使用該權

力。29		

追 洗黑錢罪行的權力
第25條還賦予當局權力，對處理可公訴罪行的得益

的人提出洗黑錢指控。就本條而言，洗黑錢是指「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

財產」。該概念的意思廣泛，是因為「處理」的定義

很寬泛，不僅涵蓋收受該財產，而且還掩蓋隱藏或

掩飾該財產的性質、來源、所在位置、調動或擁有

權的事宜，以及將該財產運入香港或調離香港（第

2(1)條）。30	



6

三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和附表2所列罪行

附表1：與有組織罪行及指明的罪行的定義相關的罪行
普通法罪行

1.	 謀殺

2.	綁架

3.	非法禁錮

4.	串謀妨礙司法公正

法定罪行
# 罪行 述要
5. 《進出口條例》（第60章）

第6A條 輸入和輸出戰略物品

第6C條 輸入某些禁運物品

第6D(1)及(2)條 輸出某些禁運物品

第6E條 在香港水域運載訂明物品等

第18條 輸入或輸出未列艙單貨物
6. 《入境條例》（第115章）

第37D(1)條 安排未獲授權進境者前來香港的旅程

第38(4)條 運載非法入境者

第42(1)及(2)條 虛假陳述、偽造文件、使用及管有偽造文件

7. 《危險藥物條例》(第134章)
第4(1)條 危險藥物的販運
第4A(1)條 販運看來是危險藥物的物質

第6(1)條 危險藥物的製造

8. 《賭博條例》(第148章)
第5條 營辦、管理或控制賭場

第7(1)條 收受賭注

9. 《社團條例》(第151章)
第19條 非法社團幹事等的罰則

第21條 容許非法社團在處所內集會

第22條 煽惑他人成為非法社團成員等

10. 《放債人條例》(第163章)
第24(1)條 以過高利率貸出款項

11. 《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
第24條 意圖威脅他人

第25條 襲擊他人，意圖導致作出或不作出某些作為

第53條 導致相當可能會危害生命或財產的爆炸

第54條 企圖導致爆炸或製造、存有炸藥，意圖危害生命或財產

第55條 製造或管有炸藥

第60條 摧毀或損壞財產

第61條 威脅會摧毀或損壞財產

第71條 偽造

第75(1)條 管有虛假文書

第98(1)條 偽製紙幣及硬幣

第100(1)條 保管或控制偽製紙幣及硬幣



7

# 罪行 述要
11. 第105條 輸入及輸出偽製紙幣及硬幣

第118條 強姦

第119條 以威脅促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為

第120條 以虛假藉口促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為

第129條 販運他人進入或離開香港

第130條 控制他人，而目的在於使他與人非法性交或賣淫

第131條 導致賣淫

第134條 禁錮他人，為使他與人性交，或禁錮他人於賣淫場所

第137條 依靠他人賣淫的收入為生

第139條 經營賣淫場所

12. 《盜竊罪條例》(第210章)
第9條 盜竊

第10條 搶劫

第11(1)條 入屋犯法

第16A條 欺詐	(由1999年第45號第6條增補)

第17條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第18條 以欺騙手段取得金錢利益

第18D條 以欺騙手段在某些紀錄內促致記項

第19條 偽造帳目

第23(1)及(4)條 勒索

第24(1)條 處理贓物

13. 《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2章)
第17條 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射擊、企圖射擊、傷人或打人

14. 《火器及彈藥條例》(第238章)
第13條 無牌管有槍械或彈藥

第14條 無牌經營槍械或彈藥

14.A 《商品說明條例》(第362章)
第9(1)及(2)條 與偽造商標有關的罪行

第12條
(但就本條例而言，《商品說
明條例》第12條所訂的罪行
不包括只關乎虛假商品說明
的罪行

將應用偽造商標貨品進口與出口

第22條
(但就本條例而言，《商品說明
條例》第22條提述的「本條
例所訂罪行」，僅指:
a)	 該條例第9(1)或(2)條所
訂的罪行；及

b)	 該條例第12條所訂的罪
行，但不包括只關乎虛假
商品說明的罪行)

在香港以外所犯罪行的從犯	(由2000年第11號法律公告增補)

15. 《販毒(追討得益)條例》(第405章)

第25(1)條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販毒得益的財產(由2002年第26號第3條代替)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和附表2所列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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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行 述要
16.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455章)

第25(1)條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	(由2002年第26號第3條
代替)

17. 《大規模毀滅武器(提供服務的管制)條例》(第526章)

第4條 提供協助發展、生產、取得或貯存與大規模毀滅武器有關的服務(由1997年第
90號第15條增補)

18. 《版權條例》(第528章)
第118(1)、(4)及(8)條
(但就本條例而言，《版權條
例》第118(1)及(4)條提述的
「侵犯版權複製品」，並不包
括下述作品複製品︰版權作
品的複製品僅憑藉第35(3)
條而屬侵犯版權複製品，而
該複製品是在製作它的所在
國家、地區或地方合法地製
作的)

與製作侵犯版權物品或進行侵犯版權物品交易有關的罪行

第120(1)、(2)、(3)及(4)條
(但就本條例而言，《版權條
例》第120(1)及(3)條提述的	
「侵犯版權複製品」，並不包
括下述作品複製品︰版權作品
的複製品僅憑藉第35(3)條而
屬侵犯版權複製品，而該複製
品是在製作它的所在國家、地
區或地方合法地製作的)

在香港以外地方製作侵犯版權複製品	(由2000年第11號法律公告增補。由
2007年第15號第77條修訂)

19. 化學武器(公約)條例》(第578章)
第5條 禁止使用、發展或生產、獲取、儲存、保有、參與化學武器的轉讓或在擬使用化

學武器的情況下，進行軍事準備或進行有軍事性質的準備、或協助、鼓勵或誘使
任何人從事於1993年1月13日在巴黎簽署的《關於禁止發展、生產、儲存和使用
化學武器及銷毀此種武器的公約》禁止的任何活動	(由2003年第26號第44條
增補)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和附表2所列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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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其他指明的罪行
普通法罪行

1.	 誤殺

2.	串謀詐騙

法定罪行
# 罪行 述要
3. 《進出口條例》(第60章)

第14條 為走私用途而更改船隻、飛機或車輛

第14A條 為走私用途而建造船隻等

第18A條 協助輸出未列艙單貨物等

第35A條 協助運載禁運物品等

4. 《入境條例》(第115章)
第37DA(1)條 協助未獲授權進境者留下

5. 《危險藥物條例》(第134章)
第5(1)條 向未獲授權或為未獲授權的人供應危險藥物

第9(1)、(2)及(3)條 與大麻植物及鴉片罌粟有關的罪行

第35(1)條 經營或管理煙窟，以供人在其內吸食危險藥物

第37(1)條 准許處所作非法販運或非法製造或儲存危險藥物之用

6. 《賭博條例》(第148章)
第14條 提供金錢以用於非法賭博或非法獎券活動

第15(1)條 准許處所使用作為賭場

7. 《人事登記條例》(第177章)
第7A條 管有偽造身分證

8. 《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
第72條 製造虛假文書的副本

第73條 使用虛假文書

第74條 使用虛假文書的副本

第76條 製造或管有用作製造虛假文書的設備

第99(1)條 行使偽製紙幣及硬幣等

第101條 製造、保管或控制偽製物料及器具

9. 《防止賄賂條例》(第201章)
第4(1)條 賄賂公職人員

第4(2)條 以公職人員身分索取或接受賄賂(由2007年第229號法律公告增補)

第4(2A)條 賄賂行政長官(由2008年第22號第6條增補)

第4(2B)條 以行政長官身分索取或接受賄賂(由2008年第22號第6條增補)

第5(1)條 為合約事務上給予協助等而向公職人員作的賄賂(由2008年第22號第6條代替)

第5(2)條 以公職人員身分為合約事務上給予協助等而索取或接受賄賂(由2007年第229號法律公告
增補)

第5(3)條 為合約事務上給予協助等而向行政長官作的賄賂(由2008年第22號第6條增補)

第5(4)條 以行政長官身分為合約事務上給予協助等而索取或接受賄賂(由2008年第22號第6條增補)

第6(1)條 為促致他人撤回投標而作的賄賂
第6(2)條 索取或接受為促致人撤回投標而作的賄賂(由2007年第229號法律公告增補)
第9(1)條 以代理人身分索取或接受賄賂(由2007年第229號法律公告增補)
第9(2)條 賄賂代理人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和附表2所列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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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行 述要
10. 《盜竊罪條例》(第210章)

第12(1)條 嚴重入屋犯法

第18A條 以欺騙手段取得服務

11. 《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2章)
第19條 傷人或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

12.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
第90(1)條 作出任何作為而意圖妨礙拘捕或檢控犯人

13.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
第291條 內幕交易

第295條 虛假交易

第296條 操控價格

第297條 披露關於受禁交易的資料

第298條 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以誘使進行交易

第299條 操縱證券市場(由2014年第6號第69條增補)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和附表2所列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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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就盜竊瀕危植物加重判刑

# 案件 罪行 使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權力
1 香港特別行政
區	訴	溫澤浪	
HKSAR v Wen 

Zelang	[2006]	
4	HKLRD	460	
(CA)

盜竊5.6公斤土沉
香，違反《盜竊罪條
例》第9條

•	 主審法官對所有被告採納了三年監禁為量刑起點。由於被告認罪，其
刑罰減少了三分之一至兩年監禁。鑑於該罪行的普遍程度，法庭根據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的規定，加刑25％至30個月的監
禁。

•	 上訴法庭認同該做法，並引述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第586章對土沉香的保障（儘管在本案之時第586章尚未生效）和非
法砍伐土沉香的普遍程度，為嚴肅看待罪行的理由。上訴法庭指出，
三年的量刑起點以及25％的加刑比例並不明顯過重，因為「法庭必須
傳達一個清晰而強烈的訊息，以阻止內地居民來港砍伐瀕危的樹木，
不論是羅漢松還是土沉香」(§15)。

•	 儘管如此，上訴法庭允許了17歲被告人的上訴申請。由於他在犯罪時
受到了叔父的影響，因此其罪責較小。上訴法庭將他的量刑起點改為
兩年監禁，由於被告認罪，其刑罰減少了三分之一至16個月監禁，及後
加刑25％至20個月的監禁。

2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謝錦彬
HKSAR v Xie 

Jinbin	[2011]	
2	HKLRD	631	
(CA)

盜竊1.181公斤土沉
香，違反《盜竊罪條
例》第9條

•	 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處）自然護理主任K.S.	Pang先生（彭權森先
生）為檢獲的木材進行檢查(§2)，其報告被用於增加刑罰(§14)。

•	 主審法官採納了三年監禁為量刑起點。由於被告認罪，其刑罰減少至
兩年監禁。鑑於法庭必須傳達具阻嚇作用的訊息（「香港負擔不起失
去任何一棵樹」），法官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的規
定，加刑25％至2年6個月的監禁(§21)。

•	 上訴法庭認同該做法，並強調了第586章的目的、阻嚇作用的必要性
(§23)以及土沉香「顯然很脆弱且處於危險中」(§14)。判刑因素包
括「罪行對樹木造成的傷害、謀利動機、犯罪手法及罪行的嚴重性」
(§16)。

•	 上訴法庭亦指出，羅漢松不受第586章的保障，因此法庭在涉及羅漢
松的案件中會採納較低的量刑起點(§9)。

3 HKSAR v He 

Songli	and	
others	(DCCC	
604/2012,	29	
August	2012)

處理2.10公斤被
盜的土沉香，違反
《盜竊罪條例》第
24(1)條

•	 法官提到第586章對土沉香的保障(§§10-11)，以及最近非法採伐
樹木的情況的增長(§11)。

•	 由於沒有證據表明被告砍伐了樹木，法官對第二被告採納了2年9個
月的監禁為量刑起點。鑑於第一被告和第三被告來港前並不認識犯罪
集團，因此為其採納了2年6個月的監禁為量刑起點。由於被告認罪，
其刑罰分別減少至1年10個月和1年8個月的監禁(§§19-20)。

•	 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彭先生就土沉香的脆弱程度提供了聲明，以支持
控方的加刑申請(§27)。

•	 鑑於該罪行的普遍性所造成的影響的性質及程度，法庭根據《有組
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的規定，加刑5個月（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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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 罪行 使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權力
4 HKSAR v Zheng 

Yaohui	(DCCC	
1/2013,	14	
March	2013)

盜竊5.33公斤土沉
香，違反《盜竊罪條
例》第9條

•	 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彭先生為查獲的木材進行了檢查，並表示砍伐土
沉香會對該本地植物的生存造成威脅(§4)。

•	 法官指出，盜竊土沉香的情況「正在不斷加劇」(§12)。

•	 法官亦參考了蔡警探的報告，該報告涉及土沉香相關案件的普遍性
(§13)。

•	 法庭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的規定，並「因最近發生
的該指明的罪行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社區受損害的性質及程度」，而對
被告人加刑(§13)。

•	 法官對被告採納了三年監禁為量刑起點（沒有任何理由）。由於被告
認罪，其刑罰減少了三分之一至兩年監禁，其後獲加刑25％至2年6個
月(§20)。

•	 案件除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溫澤浪一案中提到第586章外，並沒
有直接提及第586章。

5 HKSAR v Liu 

Hongzan	(DCCC	
720/2013,	12	
September	
2013)

處理12.19公斤被
盜的土沉香，違反
《盜竊罪條例》第
24(1)條

•	 法官提到第586章對土沉香的保障(§7)。

•	 法官指出，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謝錦彬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溫澤浪	兩案，就盜竊土沉香而言，三年監禁是適當的量刑起點。但
是，法庭應對盜賊和經手人作出區別，經手人應獲得2年9個月較低
的量刑起點(§§9,	11)。

•	 雖然被告為經手人，但案件涉及大量木材。法庭認為3年為適當的量
刑起點。由於被告認罪，其刑罰減少了三分之一至兩年(§11)。

•	 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彭先生就土沉香的脆弱程度提供了聲明，以支持
控方的加刑申請(§14)。

•	 法庭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的規定，鑑於「非法開
發和不可持續用途的增長正威脅著香港樹木的生存」，決定加刑25
％至2年6個月(§15)。

6 HKSAR v 

He Fu	and 

another (DCCC	
183/2014,	15	
April	2014)

盜竊3.23公斤土沉
香，違反《盜竊罪條
例》第9條

•	 法官在判決時，依據了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彭先生就非法砍伐土沉香所
造成的影響的專家報告(§§5,	18)。彭先生解釋說，不可持續砍伐該
物種已為香港樹林的自然生態造成了不可彌補的傷害(§18)。

•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溫澤浪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謝錦彬	兩
案，法庭採納了三年監禁為量刑起點。由於被告認罪，其刑罰減少了三
分之一至兩年監禁，其後獲加刑至2年6個月。

•	 法庭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的規定，在對社區造成的
傷害和需具阻嚇作用的基礎上，並引用上訴法庭的案例，決定加刑25
％(§25)。

•	 案件除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謝錦彬	一案中提到第586章外，並沒
有直接提及第586章。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就盜竊瀕危植物加重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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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 罪行 使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權力
7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蔡錦有
HKSAR v Cai 

Jinyou		(CACC	
161/2014,	26	
August	2014	
on	appeal	
from	DCCC	
193/2014,	7	
May	2014)

盜竊21.88公斤土沉
香，違反《盜竊罪條
例》第9條

•	 鑑於案件與「有組織團體」的盜竊罪行相關，主審法官採納了3年6個
月監禁為量刑起點（上訴法庭判詞§5）。

•	 由於被告認罪，法庭為其減刑。鑑於該罪行對香港的樹林造成了不可
彌補的傷害，法庭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的規定，加
刑25％至35個月的監禁。

•	 主審法官表示，這是一宗指明的罪行，並依賴了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彭
先生提供有關砍伐土沉香所帶來的影響的證據（區域法院判詞§13）
。

•	 上訴法庭認同這做法及判詞，再次強調「罪行的組織性」及「對香港
寶貴的自然資源為嚴重攻擊」（上訴法庭判詞§15）。

•	 但是，法庭並沒有提及第586章。

8 HKSAR v Wang 

Quanwen	(CACC	
263/2014,	27	
March	2015)

盜竊103.65公斤土
沉香，違反《盜竊罪
條例》第9條

•	 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彭先生為檢獲的木材進行檢查（§11），其報告被
用於增加刑罰(§14)。

•	 鑑於犯罪的集團的目的是砍伐土沉香木材以牟利，對環境造成不可
彌補的傷害(§22)、阻嚇作用的重要性(§23)以及案件牽涉價值超過
1,000萬港元的大量木材(§24)，主審法官採納了較高的4年監禁為量
刑起點。

•	 由於被告認罪，其刑罰減少至32個月監禁。法庭其後根據《有組織及
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的規定，加刑25％至3年4個月的監禁。

•	 上訴法庭認同這做法並維持了判決，再次強調土沉香於第586章為受
保護物種的脆弱性(§§38-39)，以及過度砍伐木材對樹木造成的重
大傷害(§§45-47)。

9 HKSAR v Wen 

Zhencong (DCCC	
283/2017,	
1	November	
2017)

串謀盜竊21.19公斤
土沉香木屑和樹皮，
違反《盜竊罪條例》
第9條及《刑事罪行
條例》第159C條

•	 主審法官依賴了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彭先生所提供的專家證據，根據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的規定，為被告加刑(§10)。

•	 鑑於非法採伐樹木對社區造成的傷害的性質和程度，法庭對被告加
刑25％(§13)。

•	 儘管法庭沒有提到第586章，但法官指出，土沉香是受保護的瀕危物
種(§14)。

•	 法庭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謝錦彬，採納了3年監禁為量刑起點。
由於被告認罪，其刑罰減少了三分之一至兩年。法庭其後加刑至2年6
個月的監禁。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就盜竊瀕危植物加重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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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進出口條例》（第60章）所列罪行

1.	輸入或輸出未列艙單貨物（第18條；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

a.	 控方必須證明（1）被告進口（或出口）了該貨物，

以及（2）該貨物屬未列艙單貨物。控方不必要

證明被告知道其進口（或出口）的貨物沒有在

艙單上記錄。但是，如果被告可以成功根據第

18(2)條提出抗辯，並證明他並不知道和即使作

出合理努力亦不會知道該貨物沒有在艙單上記

錄，則不會被定罪。31

b.	 下表列出了利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加刑

權力的未列艙單貨物罪行：

# 案件 罪行類別（根據《進出口條例》） 利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加刑
1 HKSAR v Wong 

Tin-Chuk	(CACC	
761/1997,	1999年
10月21日)

•	 企圖輸出未列艙單的貨物，即25
輛全新的左駕車輛，違反《進出
口條例》第18(1)(b)條

•	 企圖輸出違禁物品，違反《進出
口條例》第6D(1)及(4)(b)條（25
輛車輛，總值421萬港元）

•	 鑑於加刑的第一個因素，即該罪行是嚴重的	
（第27(2)和27(11)條），控方要求警長Leung	
Chi-chu提供證據，證明如果這項走私行動成功
進行，則可逃避超過670萬港元的中國稅款及關
稅。在此基礎上，上訴法庭認可了加刑措施，並
補充說社會必須制止這程度的走私活動。

•	 鑑於加刑的第二個因素，即該罪行是有組織的罪
行(第27(4)及27(11)條)，涉及到詳細的計劃和組
織，因此該罪行獲加刑。

•	 上訴法院支持主審法官對兩項控罪分別判處3.5
年監禁，同期執行，這6個月前對同一被告判處的
2年監禁先後執行（性質相若的另一罪行）。#

2 HKSAR v Tam 

Wai-pio [1998]	2	
HKLRD	949	(CA)

2項輸入未列艙單貨物罪行，	
違反《進出口條例》第18(1)(a)條
（香煙）

•	 就加刑而言，控方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
例》第27(2)條，提供了海關高級主任的聲明，指出
「走私香煙是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該問題給庫
務署造成了很大的收入損失，並可能影響經濟和
正常貿易；而且本案的未繳稅額是裁判法院最近
處理的未繳稅額的七倍」。

•	 法官將刑期提高了50％，並對每項罪行判處3年
監禁。

•	 上訴法庭認同該做法。

3 R v Cheng Tak	
(CACC	520/1996,	
1997年3月6日)

•	 2項輸入未列艙單貨物罪行，違反
《進出口條例》第18條

•	 1項處理贓物罪行，違反《盜竊罪
條例》第24(1)條（12輛豪華車
輛，總值880萬港元）

•	 主審法官以三年監禁為量刑起點。	被告認罪。	
法官認為該罪行是有組織罪行，因此將刑期延長
了兩年。

獲加刑的未列艙單貨物罪行

#	 本案沒有以百分比的方式討論增刑。法庭只是簡單地表明，判決是在增刑的基礎上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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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 罪行類別（根據《進出口條例》） 利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條加刑
4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黎家豪及另十人 
(DCCC	101/2016,	
27	June	2017)

•	 5項企圖輸出未列艙單貨物罪行，
違反《進出口條例》第18條（針
對多名被告）

•	 串謀輸出未列艙單貨物罪行，違
反第18條《進出口條例》（電子
產品）

•	 被告策劃了罪行，並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成
立一家公司來購買貨物、租用倉庫來存放貨物以
及在跨境汽車內的一個隱藏隔間中運輸貨物。	
在此基礎上，法官對三名被告加刑，因為他發現
他們是走私活動的幕後策劃者(§§42,	50-52)。
法庭認為判刑需要具阻嚇作用(§54)。

•	 法官採納了24個月為量刑起點，並以一項串謀輸
出罪行將被告的刑期提高了10％至26個月。	法
官拒絕將增刑措施應用於其他指控，因為被告們
已經另外與企圖輸出罪相關的3-4項控訴獲判加
刑(§55)。

•	 法官拒絕對其他被告加刑，理由是法庭沒有證據
表明他們參與了實質性的策劃(§41)。

5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
雷大衛及另四人
(DCCC	
1034/2013,	13	
May	2014)

•	 串謀輸出未列艙單貨物罪行，違
反《進出口條例》第18(1)(b)條以
及《	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及
159C條（電子產品）

•	 違反逗留條件

•	 法官指出，第一被告至第三被告都同意了參與走
私活動，隨後進行了至少12次的走私活動。	他
們成立了一家公司、租用了倉庫，並安排了跨境運
輸(§24)。	這表明他們進行了實質性的規劃和
組織(§§32-35)。	鑑於該罪行屬於有組織罪行
(§35)和判刑須具阻嚇作用(§37)，法官將其判決
提高了25％(§40)。

•	 法庭對第一被告至第三被告採納了24個月為量刑
起點。由於被告認罪，其刑罰獲減少至16個月，其
後獲加刑至20個月。	

《進出口條例》（第60章）所列罪行

c.	 同時，一些與輸入或輸未列艙單的瀕危物種	

相關的案件並沒有利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

例》。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刁銳及另一人 [2015] 4	
HKLRD 187 一案成功定罪了兩名罪犯。他們輸

入第586章附錄II中指定的食蝸龜和附錄III中

指定的南美側頸龜屬及地圖龜屬物種等動物。

被告均被控干犯第60章和第586章罪行。法庭

沒有使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權力增

加刑罰。

	 香港特別行政區訴Yeung	 Bik	 Shan（HCMA	

1183	 /	2001，2002年1月18日）一案成功定罪

了一名罪犯，涉及企圖輸出未列艙單的貨物的指

控（即魚翅），違反了第18條（附表1所指明的罪

行）。裁判官認為這是嚴重的罪行，因為其企圖

違反有助香港維持其作為貿易港口和商業中心

的誠信的管制制度，並且是普遍的罪行。該罪行

的最高刑罰為五十萬元港元。但是，裁判官認為

該罪行屬單一事件。在未說明量刑起點的情況

下，裁判官處以相對較低的25,000港元罰款。

法庭沒有使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權

力，沒有提及第586章，控方亦沒有根據第586

章被作出起訴。所涉及的鯊魚物種也不明確；但

是，《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II

列出了多種鯊魚物種，第586章附錄II亦對這些

物種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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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口條例》（第60章）所列罪行

2.	協助輸出未列艙單貨物等（第18A條；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2）

	 該罪行針對那些協助或以其他方式處理貨物，

並且意圖未有艙單而輸出該貨物，或意圖協助他

人未有艙單而輸出該貨物的人。由於這是附表2

的罪行，理論上該罪行可以涵蓋協助輸出載有野

生動植物或野生動植物產品的未列艙單貨物，但

香港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與該罪行相關的野生

動植物案例或公開判決。

3.	協助運載禁運物品等（第35A條；《有組織
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2）：

	 任何人明知而管有或協助運載，或處理任何物

品，而根據任何現行香港法律，輸出該物品是受

禁止的，即屬犯罪。這項罪行足夠廣泛，以涵蓋

任何知情地處理受第586章保護的物種的人。

同樣，香港目前為止並沒有任何與該罪行相關的

野生動植物案例或公開判決。

4.	輸入某些禁運物品（第6C條；《有組織及
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

	 任何人除非根據許可證的規定，否則不得輸入	

《進出口(一般)規例》（第60章，附屬法A）附表

1所指明的任何物品，或輸出第60A章附表2所

指明的任何物品。第60A章的附表1和2不包括

列於第586章附表1的瀕危物種，因此該罪行無

法保護瀕危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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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1)條：處理已知道或		
		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的洗黑錢罪行32		

1.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對「交易」的定義非

常廣泛，涵蓋收受或取得該財產、隱藏或掩飾該

財產、處置或轉換該財產、以該財產借貸或作保

證、以及將該財產運入香港或調離香港(第2(1)

條)。這定義涵蓋就第25條進行交易的人，不論

該財產是其犯罪所得還是他人犯罪所得。33		

2.	就「有合理理由相信」的犯罪意圖而言，「陪審

團必須確定被告有理由相信；而且理由必須是合

理的：也就是說，任何客觀地看待這些理由的

人都應該相信」。34	

3.	控方不必要證明被處理的得益是可公訴罪行的

得益，作為罪行的要素。35	

4.	 由於第586章於2018年進行了修訂，以便能夠

循公訴程序起訴第586章的罪行，36	因此可以對

「處理第586章罪行的得益」的人提出洗黑錢

指控。目前為止，香港並沒有就任何野生動植物

罪行提出洗黑錢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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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如何利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打擊野生動植物罪行

# 案件 罪行 使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權力
1 R v Law Hoi Fu 

[1996]	2	HKDCLR	1	(DC)
1項處理被盜寶馬汽車罪，
違反《盜竊罪條例》第24(1)
條

•	 控方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4)條提
出該罪行為有組織罪行，並且適用於第27(1)條以
增加刑罰。法官指出，如果法庭在無合理疑點的情
況下信納這是有組織的罪行，法庭則必需在通過
判決時考慮到這些事項，但是法庭擁有是否增加
刑罰的最終決定權。

•	 法官認為竊取相同型號的寶馬汽車是一項有組織
的行動，因此判斷該罪行為有組織的罪行。

•	 法庭根據過去的處理贓物的案件，採納了3年監禁
為量刑起點。法庭其後將刑期增加50%至4年6個
月，以傳達信息，表明社會不會容許高度組織性的
犯罪行為。

2 HKSAR v Tam Wai-pio	
[1998]	2	HKLRD	949	
(CA)

2項輸入未列艙單香煙罪，
違反《進出口條例》第18(1)
(a)條

•	 控方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4)條，
要求法庭裁定每項指控中指明的罪行為有組織的
罪行，並應加重刑罰。法官接受了該說法。

•	 就加刑而言，控方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第27(2)條，提供了海關高級主任的聲明，指出「走
私香煙是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該問題給庫務署
造成了很大的收入損失，並可能影響經濟和正常貿
易；而且本案的未繳稅額是裁判法院最近處理的
未繳稅額的七倍」。

•	 法官將刑期提高了50％，並對每項罪行判處3年監
禁。

•	 上訴法庭認同該做法。

3 HKSAR v Lai Yun 

Cheong 

(CACC	45/1998,	9	July	
1999)

2項處理被盜豪華房車罪，
違反《盜竊罪條例》第24(1)
條

•	 在這一案中，不法分子盜取豪華房車並將其裝進貨
櫃內，以供非法運往海外。主審法官指出，法庭必
須認真審理此案，以保護公眾免受有組織犯罪活
動的傷害。

•	 上訴法庭認同該做法，指出被告並非純粹提供行
政的支援，而是一個有組織的偷車及走私集團的
一份子。

•	 法庭根據HKSAR v Tam Wai-pio	一案中（被告
因盜取豪華房車而獲加刑50%），就《有組織及嚴
重罪行條例》第27條將刑罰提高了50%。

4 HKSAR v 

Wong Tin-chuk

(CACC	761/1997,	21	
October	1999)

1項企圖輸出未列艙單貨物罪
（價值421萬港元的多輛車
輛），違反《進出口條例》第
18(1)(b)條；1項企圖輸出違
禁物品的罪行，違反《進出
口條例》第6D條

•	 控方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4)條提
出該罪行為有組織罪行，適用於第27(11)條以增
加刑罰，並且根據第27(2)條提供證據，證明如果
這項走私行動成功進行，被告則可逃避超過670萬
港元的中國稅款及關稅。法官接納該證據，並增加
了刑罰。

•	 控方在定罪後，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8條，向主審法官申請沒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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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 罪行 使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的權力
5 HKSAR v Shum Hing- 

On, Geoffrey 

(CACC	107/	2000,	19	
July	2000)

31項盜竊罪，違反《盜竊罪
條例》的第9條

•	 在此案開庭審理之前，原訟法庭的法官根據《有組
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10條，針對第一被告至第
三被告的銀行帳戶中的所有款項（未確定總額）作
出單方面限制令。這些帳戶中的款項在定罪後獲釋
放，其中654,600港元用於賠償受害者，其餘用於
支付控方費用。

•	 法官發現，第一被告至第三被告是一家偽造公司的
董事，在案件中罪責最大，並都從偽造公司獲取了
得益。該偽造公司是純粹為了從至少20名希望成
為模特兒的受害者偷取金錢而存在的。

•	 法庭對第一被告至第三被告採納了2年監禁為量刑
起點。第一被告的刑罰因減刑因素而獲減少。鑑於
該罪行屬《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11)條
規定的有組織罪行，法庭對第一被告及第二被告
加刑50%。上訴法院維持了該判決，但表明判決過
分「寬容」，因為其涉及到周詳的計劃和組織。

6 HKSAR v Nguyen Anh 

Cuong 

(CACC	414/2011,	16	May	
2012)

5項串謀盜竊（衣服）罪，違
反《盜竊罪條例》第9條和	
《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
和159C條

•	 主審法官對5項串謀盜竊指控採納了3年監禁為量
刑起點。由於被告認罪，其刑罰減少三分之一至2
年監禁。他指明第二指控的9個月刑罰應與其他指
控的兩年刑罰先後執行，而第二指控的其餘15個
月應同期執行，因此總計33個月。

•	 法官裁定被告屬於一個組織嚴密的盜賊集團，因
此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7(11)條將
他的刑期提高了三分之一，總刑期為44個月。

7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Hu Wang Li Chia

(HCMP	928/	2016,	30	
May	2016)

洗黑錢罪，違反《有組織及
嚴重罪行條例》第25(1)條
（處理電子郵件詐騙罪行的
得益）

法庭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10條與沒收令
申請有關的事項的聲明，就《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
例》第8條發出沒收令。法官相信：

•	 執法機關已針對指明的罪行對被告提出訴訟；

•	 被告曾接獲適當的起訴通知，並已潛逃；

•	 就相對可能性的衡量而言，被告可能因涉嫌犯罪而
被定罪；

•	 被告從指定的罪行獲取得益；	以及

•	 得益價值超過100,000港元（《有組織及嚴重罪
行條例》第8(4)條）。

•	 被告的可變現財產的價值是她在香港的帳戶的最
後貸方餘額，與沒收令的金額相同。

8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Johnson Cynthia 

(HCMP	1789/	2016,	4	
August	2016)	

洗黑錢罪，違反《有組織及
嚴重罪行條例》第25(1)及
(3)條（處理電子郵件詐騙罪
行的得益）

•	 被告被逮捕及起訴後，並等待訴訟程序中，法庭根據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15條發出限制令，限
制被告處理其銀行帳戶中的資金。法官相信：

•	 執法機關已針對指明的罪行對被告提出刑事訴
訟；

•	 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被告犯了指明的罪行；

•	 被告從指明的罪行獲取得益；以及

•	 得益價值超過100,000港元（《有組織及嚴重罪
行條例》第8(4)條）。

如何利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打擊野生動植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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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修訂法例的程序《1999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	
(修訂附表1)令》

1999 
年

2-4月 公眾諮詢37		

10月12日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的決議38	

10月14日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39	

11月1日 政府向貿易及工業事務委員會介紹該修訂令40

11月3日	 修訂令被引入立法會41	

11月12日 內務委員會會議，成員同意組成小組委員會研究該修訂令42	

11-12月 小組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舉行3次會議，並會晤有關行業和利益相關者的代表43	

12月17日 小組委員會主席就該修訂令向內務委員會報告，並建議發出通知，以動議尋求立法會對該修訂令
的批准44		

2000
年

1月4日 小組委員會報告獲發布45		

1月7日 小組委員會主席向內務委員會報告，表示其是否建議支持該修訂令46	

1月12日 立法會會議上通過了有關決議草案的議案47	

1月14日 該修訂令獲刊登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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