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服務警隊25
年的警員，妻子在街市經營魚蛋檔，與隔
鄰賣女裝的排檔積怨多年。警員為維護妻
子，去年7月於休班期間與鄰店6旬婦人爭
執，不但用手機拍攝對方阻街「罪證」，又
將老婦當成犯人般將手拗後壓在地上制
服，事後更向到場警員誣衊對方砸爛他的
手機。他昨被裁定襲擊及意圖妨礙司法公
正罪成，或失去警員一職及多年長俸，裁

判官更坦言可能判處即時監禁。
為妻「強出頭」的警員胡建

祥（42歲）獲准保釋至4月20
日，等候社會服務令報告判刑。案發時，
他曾向到場調查的警員及警長聲稱，68歲
婦人傅敏治砸爛他的手機，為阻止對方離
開才捉住她的手，對方意外失足躺臥地
上。不過，另一名賣花的女店員當時卻拍
下整個過程，影片顯示老婦當時企圖阻止
被告拍攝，他則故意將自己手機掉開，將
老婦的手拗後壓在地上制服，坐在她背上
逾20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女警日
前在大埔林村坑下莆公廁如廁時，意外把
配備的無線電對講機跌落糞池遺失，警方
昨午在食環署協助下，以吸糞車吸走公廁
逾10車糞便，終撈獲遺失的對講機，但被
便溺浸泡2日後機件相信已報廢，由警員檢
走處理。

吸糞車吸走公廁逾10車糞便
現場為林村的坑下莆公廁，女廁共有2個

廁格，分別座廁及 廁各一。事發上周末
(24日)晚，一名隸屬大埔警區特遣隊的便衣
女警，於執勤期間突感內急，進入女廁的
廁格如廁時，不慎將價值1.3萬元的無線電
對講機跌入糞池內。由於前日是星期日假
期，食環署最快要到昨日才能安排吸糞車到
場協助打撈，警方為防止有人非法打撈對講
機，需將整個公廁封鎖，並派出警員通宵把
守，期間村民如廁須另覓地點解決。

及至昨晨9時許，食環署派出一輛吸糞車
到場協助打撈，由於公廁糞池內積聚的糞便
數量驚人，吸糞車先後吸走逾10車糞便後，
才能安排工人以竹枝綁住筲箕伸入糞池底打
撈，直至中午12時50分左右，終成功撈起該
部已被便溺浸泡2日的對講機，交還警方處
理，公廁隨後亦解封供村民使用。
警方重申事件會按照既定程序調查，如

證實有人違規，定必嚴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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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解封」致遺囑變形
陳振聰申停審造假案
稱控方禁辯方監場欠公平 官要求陳3周內交理據

51
歲的陳振聰，去年5月被控各一項偽造及使
用虛假文書罪名。控罪指，他在2002年7月

28日至2007年11月16日期間，製造一份日期是
2006年10月16日簽署的虛假龔如心遺囑，及約於
2007年11月16日使用該份虛假遺囑。控方表示將
轉換檢控官，會在海外另外聘請律師處理案件的
初級偵訊。

辯方：化學溶劑致損遺囑
陳振聰的代表資深大律師胡漢清昨表示，涉案

遺囑原未被進行基因或化學等測試，然控方向法

庭申請「解封」遺囑檢驗後，發現化驗時使用的
一些化學溶劑等導致遺囑變色及有所損毀；且控
方當時不容許辯方專家「監場」，對陳振聰而言
並不公平。

望控方提供涉案印章資料
胡漢清又表示，除遺囑簽名等受爭議外，亦希

望控方能提供涉案遺囑中一間律師行印章的相關
資料，並就此欲向法庭申請另安排提訊日作審前
覆核。控方則表示，未能掌握辯方申請終止聆訊
的理據，且認為此項申請應在法庭審訊時才作

出；控方亦未得悉辯方會依賴什麼證人，未能就
辯方的申請作出回應。控方又透露，偵訊時的控
方證人包括曾在前遺產爭奪案中作供的7名人
士，及3名專家等。
署任主任裁判官杜大衛聽過雙方陳詞後，命

令辯方須就其永久終止聆訊的申請於4月16日前
向控方提交書面陳詞，而控方亦須於4月30日就
辯方陳詞作出回應，讓法庭於初級偵訊開審前
處理有關申請，並 辯方須向控方提交證人列
表。杜大衛又認為不須再另定一天提訊日，
辯方先向控方自行索取有關遺囑印章的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涉偽

造已故華懋集團主席龔如心遺囑的

商人陳振聰，昨由太太陪同再到東

區裁判法院應訊，代表陳振聰的資

深大律師胡漢清向法庭提出申請永

久終止聆訊，指涉案遺囑在控方進

行檢驗後已「變形」，有關的檢驗又

不准許辯方專家在場監驗，對陳振

聰一方並不公平。裁判官要求陳振

聰3周內提交理據及書面申請予法

庭和控方，陳振聰獲准繼續保釋，

案件安排於5月14日至6月22日進行

初級偵訊。

警花跌對講機 浸糞池2日撈回

臻美前校監梁淑貞 否認欺詐罪

恐嚇女生逼自慰 賤男囚28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19歲大學

女生一次打電話「搭錯線」後，遭身為清
潔工人的對方不斷致電騷擾，在威嚇下披
露自己隱瞞 父母與前男友交往的事，結
果遭對方藉此恐嚇勒索，3年來女生被指令
隔 電話作出猥褻行為、交出1,200元利
是，女生終因此患上抑鬱症，兩度吊頸及
服藥自殺。涉案的53歲清潔工昨因勒索及
刑事恐嚇罪，被判入獄28個月。
主審法官姚勳智指被告相當卑劣，不單苛

索金錢，更威迫女事主剃陰毛，若不是她自
殺而揭發3年來一直遭刑事恐嚇，相信事件
會發展至不可收拾地步，女事主因被告的行
為而致感到有罪惡感，並患有抑鬱症，終日
活在惶恐中，導致她甘願服從被告的惡行。

根據心理專家報告顯示，雖然女事主情緒已
平復，但每當聽見電話響即感到恐懼，又怕
身在人多地方，對人失去信心及信任。
案中女事主X由於父母不准求學時期談

戀愛，故她一直沒把曾拍拖事告知父母。
2007年X一次打錯電話給不認識的被告，3
年來即遭他共致電數百次滋擾，其間X被
威嚇下透露拍拖事件，被告其後致電X，
聲言是受其前男友的現任女友指使而致電
騷擾，表明若X不聽話，會向其父母披露
她曾被前男友撫摸身體，又在電話中恐嚇
會拍她的裸照和剃其陰毛，令X就範把自
己更多背景及資料供出。

要事主交出陰毛及1200元利是

2009年5月，被告致電指令X要做3件事，
包括給他1,200元利是，隔 電話自慰及交
出她的陰毛，X按指示在銅鑼灣港鐵站內與
被告會面，並交出利是。2010年1月26日晚
被告又來電，要求撫摸X及替他口交，X表
示不願意，被告情緒即變得激動，X非常害
怕，只好答應剃陰毛。稍後被告又多次致
電，指示X隔 電話自慰，更要求再見面，
X因害怕不敢再接被告來電。
由於3年來不斷遭被告騷擾，X於2010年2

月6日在家中企圖吊頸自殺失敗，同年3月
12日又吞下大量藥丸企圖自殺，X獲救後被
送入醫院精神病房，醫生診斷她在長期勒
索壓力下患上抑鬱，與社工商談後決定報
警拉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基督教臻美
黃乾亨小學暨初中學校前校監梁淑貞(見

圖)，被控於2007年盜竊及欺騙3名學生家長
借出45萬元，原被控一項盜竊及2項欺詐
罪，昨獲控方撤銷盜竊罪，但梁否認2項欺
詐罪。主審法官蘇文隆昨於庭上先要求理解
控方的指控及辯方的辯護理據，押後至今日
開審。

涉騙家長借45萬買校舍
控罪指，梁於2007年4月1日至6月27日，

向學生家長李翠君訛稱弘爵國際學校校監
陳之娟，以臻美必須購入弘爵的荃灣校
址，方許兩校合併為由，誘使對方借出20
萬元；並於2007年5月23日至31日期間，謊
報弘爵有學生因不願合併而離校，故其校

監要求臻美必先付款贖回離校生的債權
證，否則不准新生於9月開學，向臻美學生
家長譚志淑騙取25萬元。高級檢控官黎劍
華交代控罪重點表示，梁向學生家長訛
稱，臻美「必須」購入弘爵國際學校校
址，作為兩校合併的前提，是不符事實的
聲明，因為並非「必須」的做法；此外弘
爵校監從來都沒有要求學生買入學校債
券，因此梁聲稱弘爵有學生因不願合併而
離校，而臻美必須按弘爵校監要求，先贖
回其離校生的債權證，也是失實聲明。
唯辯方大狀鄭明斌反駁指，弘爵所持的

是私校牌照，其實以直資營辦的臻美是有
意購買弘爵校舍連辦學權，而「合併」只
是臻美購買弘爵校舍初步階段的「美其名」
說法，而梁亦從無說過第一項控罪所指的

失實內容。
至於第二項控

罪，辯方表示梁
並無說謊，只是
大家理解上出現
問題，並因此要
求傳召一名聯絡家長的學生事務主任、律
師及會計師出庭作供。據辯方交代事件背
景所稱，臻美原先只開辦小一至小六課
程；2001年教署表示臻美可以兼辦中學，
臻美遂於2003年先開中一至中三課程。3年
後，由於臻美並無開辦中四，其中三學生
出現銜接問題。臻美於是與弘爵接洽。辯
方重申，臻美本有意購買弘爵的校舍及辦
學權，以解決中四銜接問題，及方便以私
校形式，讓中小學部作適度擴張。

小箭豬屋苑亂竄 記者嚇到甩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頭小箭豬

昨凌晨誤闖西貢銀線灣一私人屋苑，其間
大批警員到場捕捉，箭豬受驚亂竄，有在
場記者走避時一度被嚇至甩鞋，箭豬大玩
「捉迷藏」2小時後，終由漁護署職員到場
擒獲檢走。今次是個多月來第二宗發現箭
豬事件。漁護署發言人表示，昨日被擒獲
的小箭豬又稱豪豬，體長約50厘米，仍未
成年，經獸醫檢查後發覺牠頭部有傷，稍
後將轉送嘉道理農場治理。
事發昨凌晨零時許，西貢銀線灣碧沙路

19號一私人屋苑的管理員，發現一隻頭部
受傷小箭豬闖入屋苑地下停車場亂竄，於
是報警。滿身長刺的箭豬，又稱豪豬，為

世上第四大
的嚙齒目動
物，有夜行
習性，主要
食齋，但偶爾會捉小動物及食死屍。箭豬
及刺 都被誤為會「射箭」，其實是當牠受
大型動物攻擊時，身上的刺會因身體接觸
而插入敵人身體並甩掉的現象。在香港發
現的箭豬及刺 均屬原生哺乳動物，品種
大多屬馬來西亞。
上月16日凌晨，在淺水灣影灣園亦曾發

現一隻野生成年箭豬誤闖停車場，最終同
被漁護署人員捉走，經獸醫檢驗證實健康
良好，同日將牠放歸大自然。

休班警護妻欺老婦或坐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昂船洲大橋

及北大嶼山公路昨下午先後發生車禍，共
有7人受傷。其中在昂船洲大橋，管制區2
輛工程車停在路邊準備吊走一輛故障電單
車時，一輛7人車從後駛至收掣不及猛撞2
輛工程車，2名落地工作工程車司機慘遭撞
至飛彈路邊重傷，與肇事7人車司機及男乘
客共4人因傷入院。現場為青沙公路昂船洲
大橋段，上址3線行車。昨下午3時42分，
一輛由青衣往九龍的電單車駛至大橋中段

死火停在快線。未幾，管制區控
制室派出4輛工程車包括拖車前

往處理。現場消息指，當時2輛工程車一前
一後停泊在肇事電單車的車後路中，2名工
程車司機則在前車車頭位置協助將故障電
單車吊上拖車運走時，一輛7人車馳至，司
機收掣不及撞向工程車，再將之推前撞向
另一輛工程車，由於撞擊力度猛烈，第二
輛工程車亦被推前撞倒2名工程車司機，同
飛彈路邊受重傷，7人車男司機與1名男乘
客亦告輕傷，由救護車將4人分批送院。
因公受傷兩名工程車司機分別姓馮(52歲)

及姓黃(62歲)；另2人為56歲姓梁7人車司機
及24歲姓廖男乘客。

北大嶼山公路3車串燒3傷
另北大嶼山公路往機場方向近小蠔灣，

昨午4時40分一輛由南亞裔漢駕駛客貨車沿
中線駛至，疑司機未料前車減速，收掣不
及撞向一輛中型貨車的車尾，此時尾隨其
後的士亦收掣不及撞向客貨車尾部，釀3車
串燒，有3人受傷。其中57歲姓鄭的士司機
一度被困，由消防救出，與兩名客貨車女
乘客姓劉(59歲)及姓陳(34歲)，同送院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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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昨日回應傳媒查詢時已經講得非

常清楚，昨日到中央駐港聯絡辦與彭清華

主任會面，就是商討兩件事：一是接受中

央政府任命的具體安排問題；二是透過中

聯辦向中央政府提出如何積極利用《內地

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國家「十二五」規劃，以及國務院

副總理李克強去年8月訪港時宣布的一系

列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的措施等，令香

港經濟更好地發展。余若薇、劉慧卿等人

所謂到中聯辦「謝票」、「聽命於西環」，

完全是子虛烏有的捏造。

中聯辦作為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代表

機構，履行中央賦予的各項職責，當中

包括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教

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

合作；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

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對

內地的意見；承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

其他事項。

正常交流對港有益

梁振英雖然已成功當選行政長官人選，

但仍需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這是一種實

質性的任命。他到訪中聯辦商討有關事宜

的具體安排是正常而且必要的。同時，推

動兩地經貿合作，用好CEPA及中央的各項

挺港措施，一直是其政綱的重點。梁振英

剛當選，立即風塵僕僕到訪中聯辦商討如

何落實有關措施，正正體現出服務香港之

心，造福港人之志。

余若薇、劉慧卿等人連基本的事實都不

顧，一見到梁振英到訪中聯辦，就肆意扭

曲抹黑無理指責。試問：梁振英與中聯辦

交流兩地合作事宜，怎樣損害到「一國兩

制」？怎樣會引起民怨？怎麼會是「中環

聽命於西環」？余若薇、劉慧卿的這些陰

謀論，不過是他們敵視中央、將「兩制」

與「一國」對立思維的本能反映。

溫和反對派人士應回歸溝通路線

事實上，中聯辦肩負聯繫香港社會各界

的工作，梁振英與中聯辦交流會面既屬正

常更是合法合理，根本沒有可非議之處。

記得當年政改方案諮詢期間，民主黨一眾

如何俊仁、劉慧卿等同樣有到訪中聯辦討

論方案內容，最終成功推動本港政制向

前，當時也頗受外界讚揚。在面對激進反

對派「出賣民主」指責時，當時何俊仁、

劉慧卿等人不是同樣反駁各種陰謀論，認

為與中聯辦交流並沒

有問題。何以劉慧卿

現在反以陰謀論去污衊

新特首與中聯辦的正常交

流？

眾所周知，在反對派內部確實存在

「溝通」與「對抗」的兩種不同路線。像

社民連、人民力量、公民黨這樣堅持激進

對抗路線的派別只是少數，多數的反對派

人士還是傾向較為溫和理性的溝通路線。

2012年政改方案的通過，就是這種理性溝

通、良性互動路線的積極成果。特首選舉

完成之後，「大和解、大團結」的課題擺

在所有香港人的面前。反對派中的溫和人

士，應該改變將「一國」與「兩制」對立

的思維，回歸理性溝通路線，為香港社會

的「大和解」，為「一國兩制」的進一步

落實，做一點有益的工作。

新當選的行政長官人選梁振英昨日到中聯辦與彭清華主任會面，討論接受中

央任命安排及兩地合作事宜，是正常、合法合理更是對香港有利的事，根本無

可非議。余若薇、劉慧卿等人卻指責梁振英是「聽命於西環」。記得民主黨負責

人當年到中聯辦討論政改方案受到社會的歡迎，何以現在以陰謀論去污衊梁振

英與中聯辦的正常交流？溝通有益，對抗有害。新特首已順利誕生，香港現在

最需要的是「大和解、大團結」。反對派中的溫和人士，應該改變將「一國」與

「兩制」對立的思維，回歸理性溝通路線，為香港社會的「大和解」，為「一國

兩制」的進一步落實，做一點有益的工作。

余若薇、劉慧卿何以污衊梁振英與中聯辦正常交流？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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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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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出沒被捉小箭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