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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炳墀賄選 上訴失敗即收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退休練馬師簡炳墀在
上水鄉委會選舉中以13萬元行賄一名村代表，被裁定
賄選罪成判監3個半月，他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昨被駁
回，需即時服刑，其代表大狀隨即表示會上訴至終審
法院，申請保釋但被拒絕。簡抵達荔枝角收押所後，
稱因身體不適，要求入住所內醫院。

票，作為對方投他一票的誘因，不可能是要求對方不
要投票給另一名候選人，加上證據顯示簡與廖的關係
並不密切，且廖對簡參選一事反應並不熱烈。法官又
排除事件是廖與其妻誣告，他指兩夫妻的證供有多處
分歧，如果真是誣告，他們應該先商量好基本案情，
不可能會弄得如此糟糕。

律師隨即再上訴至終院

官指鈔票留指紋機會微

案情指，75歲的簡炳墀去年2月27日早上拜會在上水
經營士多的村代表廖富壽，表示有意角逐上水區鄉事
委員會主席，要求對方支持，簡臨走時謂：「我擺
房度⋯⋯ ，13萬。」其後廖在麻將房發現一
疊捆上紙圈的渣打銀行1千元面額紙幣，遂向廉署舉
報。
法官彭偉昌宣讀判決時指，簡向有份投票的村代表
廖富壽提供13萬元款項，唯一的合理推論是向對方買

法官又認為辯方的指紋專家測試鈔票能否留下指紋
的實驗，不足以動搖廖富壽與妻收下簡炳墀130張「金
牛」後曾逐張點算的證供，法官指該專家計算出來的
留下指紋機會率，完全沒有準則可言，用作測試的鈔
票只有10張，如果是100張，機會率可以有重大分別，
且該專家完全不知道會否有進行實驗以外的人士曾接
觸過測試用的銀紙，而其助手為印上指模之目的將鈔
票拿 ，無論動作多自然也不能與雙手數錢的動作相

比。
相反，法官認為控方專家證人的證據更有價值，有
警長供稱在鈔票上套得有價值紋印的機會微乎其微，
因為鈔票經過多人接觸會造成指紋重疊，這是警方的
經驗，可以解釋為何廖與妻曾逐張鈔票點算卻未留下
有用指紋。
彭官又批評原審裁判官的判辭太過簡單，未有盡力
去分析專家證據，不過這個失誤不會影響裁決，因為
法官同意辯方專家的證據不應該被接納。法官指原審
裁判官的判辭可以寫得更詳細，以免引來無謂批評。

簡送收押所身體不適入院
有「食力簡」及「牙擦練馬師」稱號的簡炳墀，昨
由兒子陪同聽取判決，開庭前他顯得心事重重，聽到
法官駁回其上訴後也沒有太大反應，卻於臨步入羈留
室時突然向觀眾席的人士揮手道別。清減不少的簡炳

■簡炳墀就賄選上訴出庭，結果因上訴被駁回須即時
收監。
墀疑因不敵突轉冷天氣，昨押入荔枝角收押所時，稱
身體不適，要求入住所內醫院。由於他的刑期不長，
故相信期間不會被調到其他懲教所服刑。

圍城狂漢見人就斬 2姑嫂浴血
不除排涉中秋夜連環斬人 警封瑞滿樓「洗樓」緝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天水
圍再度發生無故斬人血案。繼中秋夜天
恆 有3男女在街頭賞月被狂徒無故斬
傷後不足2個月，天瑞 又發生類似斬
人案，兩姑嫂昨午返回瑞滿樓14樓
時，在門口突遭一名狂漢無故持菜刀斬
傷。天水圍警方聞訊十分重視，由於懷
疑兇徒仍未離開大廈，幾乎動員天水圍
▲

所有警力，大舉包圍瑞滿樓「洗樓」緝

天瑞 瑞滿樓發生傻
佬連斬2人後失蹤，警
方大舉到場搜捕兇徒，
馬路兩旁停滿警車。

兇，惟搜索至深夜仍未有發現，警方不
排除2案為同一狂徒所為，由於他仍逍
遙法外，居民均人心惶惶。

買 回家 菜刀從後狂斬
被斬傷兩姑嫂，其中郭煥鑽(58歲)右手及頭
部被斬傷，情況嚴重；另劉玉琴(66歲)頭部受
傷，情況穩定，同在屯門醫院留醫。案發在
瑞滿樓14樓一單位門口，上址是郭婦住所，
劉婦則是其大姑奶。郭的丈夫劉先生在內地
驚聞妻子及家姐無故被斬傷，立即返港到醫
院探望，他透露胞姊事前陪姐夫看病後，獨
自到天瑞 探訪弟婦，料不到2人買 回家
時無故遇襲。她們並不認識狂徒，故懷疑對
方有精神問題。
案發昨午3時半，2姑嫂買 後結伴上樓，
在14樓走廊準備開門之際，突遭一名男子從
後以菜刀襲擊，2人猝不及防同被斬傷，呼
救聲驚動街坊，惟行兇者已逃逸。警員到場
安排2人送院，並懷疑狂漢仍在大廈，故大
舉包圍瑞滿樓作「洗樓」緝兇。

恐狂徒入幼園 派多警看守
另外警方又恐防狂徒走入地下的幼稚園，

■區議員在大廈張貼疑兇拼
■區議員在大廈張貼疑兇拼
圖，提醒街坊小心狂徒。
圖，提醒街坊小心狂徒。
一度派出多名警員看守。案發後大批警車陸
續增援開入天瑞 ，警員手持盾牌、警棍，
又出動追蹤犬上樓搜捕，氣氛緊張。

「有出無入」住客有家歸不得

■兩姑嫂
結伴回家
卻在家門
口被傻佬
連 環 斬
傷。

街坊驚聞又發生懷疑傻人斬人均表示震
驚。而「洗樓」期間，住客「有出無入」，
又遲遲未能解封，住客有家歸不得，怨聲載
道。至晚上8時半，警方完成四分三單位搜
查後，准住客經登記，再以10人一組分批上
樓。有警方人士透露，會直至調查完所有單
位始會收隊。
元朗警區刑事署理總督察溫美儀解釋，因
需逐家逐戶拍門入屋搜尋，故「洗樓」工作
緩慢，她表示已在13樓後樓梯發現一把懷疑
涉案菜刀，兇徒年約20至30歲、身穿黑色長
袖衫、深色褲，初步相信與2名傷者並不認
識。案件現交由元朗重案組調查，至於行兇
者是否與中秋夜連環斬人的兇徒有關，溫美
儀指2宗無故斬人案的行兇者雖然年齡與體
型不同，但警方會跟進調查是否有關。

■樓上發
生傻佬斬
人，樓下
幼稚園亦
十 分 緊
張，有警
員戒備以
防兇徒入
內。

睇錯導航逆線行 平治撼小巴13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一名男子
駕平治房車載同女友人昨晨駛經半山堅尼
地道時，報稱不熟路，加上看錯手機導航
(GPS)致逆線行車而不自知，結果與一輛專
線小巴迎頭相撞，釀成2車司機及11名乘客
無辜受傷送院，交通受阻逾1小時。
現場為半山堅尼地道近波老道，報稱看
錯手機導航(GPS)入錯行車線的司機姓林(40
歲)，意外中一度無法離開車廂，需消防救
出僅受輕傷，無辜被迎頭猛撞的專線小巴
為28號線，行走銅鑼灣及碧瑤灣，意外中
袁姓(56歲)司機及9男2女(28歲至66歲)乘客
輕傷送院。

疑不熟路靠手機系統導航
事發昨晨8時40分，林駕駛舊款平治房
車，載 女友人，沿半山堅尼地道往灣仔方

官指涉國際金融 新地案准用「外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嚴陣以待
的「新地案」
，控辯雙方於上周二成功向法
庭取得批准，容許延聘「外援」英國御用
大狀來港出戰，高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昨頒
下書面理由，指出被告前政務司司長許仕
仁涉嫌於在任期間，接受本港極具規模的
大地產商免費提供豪宅及金錢利益，以換
取「土地發展政策」項目，令特區政府聲
譽及誠信受到衝擊，案件不單引起公眾關
注，甚至成為國際金融的危機，為此，乃
批准律政司及新地郭氏兄弟聘請英國御用
大狀打官司。

，要
向行駛，期間林疑不熟路，沿途依靠手機的 能有誤，提醒司機使用時必需「執生」
導航系統導航，詎料入錯線駛入逆線往中環 遵照當時現場交通指示及情況行車。故意
行車線仍懵然不知；適時一輛載客沿堅尼地 外責任應與司機有關。
道往中環的專線小巴駛至，據袁姓司
機稱，當時他甫駛過波老道路口一個
左彎，赫見前方有私家車已逆線迎面
駛至，結果兩車迎撼，小巴上10多名
乘客頓變滾地葫蘆，亂作一團。
大批警員及消防員趕抵救援，證實
小巴司機及9名男女乘客受傷，平治
房車司機亦輕傷被困，全部傷者分由
4輛救護車送往瑪麗醫院敷治。2車司
機均能通過呼氣酒精測試，據悉，房
車司機聲稱只因不熟路，加上看錯手
機導航指示才入錯線。
汽車專家指出，所有導航系統均已 ■在堅尼地道越過雙白線逆線行車與專線小巴迎
表明，未必能及時新增最新路況，可 頭相撞的平治房車嚴重毀壞。

女子服止咳中藥後中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衛生署昨
日公布一宗服用中藥材後出現茄科生物鹼
中毒的確診個案，一名31歲女子於本月15
日服用在上水的持牌中藥材零售商「浩輝
參茸海味行」所配發及煎煮、用於治療咳
嗽的中藥材後，出現與茄科生物鹼中毒相
符的症狀，包括暈眩、口乾、四肢無力、
神志不清，以及瞳孔放大，送院接受治療
後已出院，醫管局昨日證實她的尿液及湯
藥樣本均含有茄科生物鹼。
茄科生物鹼能引致抗膽鹼能病徵，包括

視力模糊、口乾、頭暈，以及神志不清，
嚴重可導致死亡。該女病人獲在零售商駐
診的一名表列中醫師處方的廿四味中藥
材，根據文獻資料，該中藥材不應包含所
有被檢驗出的茄科生物鹼。衛生署昨日到
該零售商調查，並無發現明顯的藥材混雜
情況，署方已檢取有關中藥材樣本進行化
驗分析，調查工作仍在進行中。
衛生署建議曾獲該零售商配發中藥材感
到不適的市民，應立即停止服用中藥材，
並向醫護人員求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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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出動機動部隊
警員徹夜上樓搜屋追
捕兇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鄧偉明）今年中秋節賞月夜，天恆 對
開曾發生疑涉精神漢當街斬人事件，9月30日中秋夜，逾50名
市民在天恆 對開明渠路邊空地賞月，一名中年漢突向一名姓
鄧、18歲青年問︰「你做緊乜 ？」，話畢即亮刀刺傷其後
頸，兇徒再轉移目標，分別揮刀刺傷一名11歲姓李男童及一名
16歲姓鄧少女，其他街坊見狀驚呼走避。大批警員接報趕至，
惜疑兇早已棄下生果刀逃去。警方事後發併圖通緝一名約40餘
歲、1.6米高、中等身材男子，他當時戴黑框眼鏡、深色鴨舌
帽，穿白格仔短袖恤衫，卡其色及膝褲，揹有斜 袋。

街坊人心惶惶 不准仔落街玩
於不足2月接連發生懷疑精神病漢無故斬人後，天水圍區內
街坊人心惶惶，居於案發大廈10樓的李太指，同樓有一名傻
漢常在走廊唱歌及無故大叫，令她出入、甚至外出倒垃圾都
擔心遇到對方，如今樓上無故斬人的傻漢仍未落網，更加不
准3名兒子落街玩。
街坊杜小姐透露，上次斬人案後，居民將疑人併圖透過手
機互相傳閱，以便眾人小心防範。有朋友提醒，勿與可疑人
士作眼神接觸，免刺激對方，故現時出入都不敢四處張望。
而今狂徒再現，更加憂心，若乘升降機時發現有可疑街坊
時，寧選擇乘下一部升降機，以策安全。

港 聞 拼 盤

當值露械非禮護士 鹹濕醫生囚16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已婚伊
利沙伯醫院專科醫生早前被裁定非禮及
有違公德5項罪名成立，裁判官指他工作
期間非禮3名護士，濫用工作關係，罪行
嚴重，行為令人髮指，且被非禮的護士
還要每天工作面對他，擔心隨時再被非
禮，因此必須判處即時監禁，遂判其入
獄16個星期。
被告腦外科專科醫生蘇卓威（36歲）
，
已婚，育有一子，先前於伊利沙伯醫院
工作，案發後已被暫時停職。蘇早前被
裁定非禮及有違公德等罪成，控罪指他
於2010年7月至去年6月當值期間，在護士
站及病房內用下體壓向護士手心數秒，
並於休息室及護士站內向護士露恥毛及
下體。
辯方求情指，蘇年輕有為，擁有崇高
專業資格，加上沒有案底，形容他被裁
定罪成是悲劇，但辯方同意案件令人尷
尬及噁心。辯方續指蘇由被捕至今一直
被停職，沒有收入，僅靠積蓄渡日，訟
費亦令其積蓄所餘無幾，且他日後仍要

面對醫務聆訊，隨時前途盡毀；尚幸蘇
在困難時刻仍得妻子支持，同事、病人
亦撰信高度讚揚他，故望裁判官考慮非
監禁的刑罰。

官責毫無悔意 准保釋上訴
裁判官高偉雄判刑時指蘇沒有心理和
精神問題，他於審訊期間一直否認控
罪，於感化官面前仍堅持清白，否認曾
非禮護士，顯示他毫無悔意，並不適合
判處非監禁刑罰。裁判官又指雖沒有主
任醫生就非禮一事作警告，只要求他放
假，但高官指蘇應知道自己做過甚麼
事，不接受此辯護理由，最終判其即時
監禁。辯方隨即表示上訴，裁判官准許
蘇以3萬元擔保，等候上訴。

另涉乾濕褸向女生露械待審
另外蘇亦被控於今年2月涉嫌在紅磡半
島豪庭住所外，發出怪聲引女學生留
意，再解開身上乾濕褸露械；他同樣否
認控罪，案件正排期等候審訊。

楊家誠涉洗黑錢 申押後審被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英超
球會首名華人班主楊家誠被控洗黑錢7億
港元案，原定於下周三開審，但楊聲稱
近日才向朋友籌得資金聘請新一批律師
團隊打官司，須時準備及外聘財務專家
撰寫報告反駁控方指控，提出押後審
訊。
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強烈反對

案件延後，指楊「蓄意拖延」及「逃避」
審訊是濫用法庭程序，主審法官陳廣池
亦指斥楊的申請是「騎劫」法庭審訊
期，乃下令案件如期開審，但屆時辯方
可再提出申請。
52歲的楊家誠被控5項於2001年至2007
年間清洗黑錢達7.2億港元。楊繼續准以
現金及人事共1100萬元保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