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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攪珠日期：4月12日

頭獎：$6,996,260 （2注中）
二獎：$1,583,050 （1注中）
三獎：$131,920 （40注中）
多寶：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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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
遇襲受傷6星期後，前日終在醫生批准下，第一次嘗
試站立。劉進圖表示，原本不明白物理治療師為何要
求他作不同角度的提腿，後來才明白要讓大腿每一組
肌肉有力，才可加強承托自身體重的能耐。劉進圖經
過數星期練習後，終於重新站立起來，心中充滿快樂
與感恩，更請親人用手機拍了一張照片以茲紀念。
劉進圖昨在《明報》網站發表感言，指他當初離開

東區醫院深切治療部時，獲骨科醫生朋友告知，復康
路上最難適應的一關，是臥床多個星期後，首次重新
站立時，因大腿與小腿肌肉在缺乏運動下迅速萎縮，
故學站時雙腿會乏力，無法支撐自己的體重，勉強站
起時亦要咬緊牙關忍痛，但只要通過此關，就能慢慢
學習走路。
物理治療師又叮囑劉進圖學習站立與行走前，必須

先鍛煉雙手及大腿肌肉，如重複練習手拉橡筋、平臥
提腿、膝蓋下壓等強化肌肉的動作，「因雙手有力，
才能順利由床落輪椅、由輪椅過床，及扶穩學步支
架，分擔體重的壓力；大腿肌肉有力方可拖動失去知
覺的小腿與腳掌」。

腳綁沙包提腿增承托力
其後轉到瑪麗醫院後，物理治療師要求劉進圖強化

提腿動作，即在小腿綁上沙包，數夠5秒才可放下，
並且要平躺、側身、俯臥多個方向輪流提腿。劉進圖
坦言，起初不明白物理治療師為何要求他作不同角度
的提腿，後來才知道此舉是要讓大腿前後左右每一組
肌肉都有力，加強承托自身體重的能力。
經過數星期練習後，劉進圖前日在醫生批准下，雙

手扶着平衡木，逐漸重新挺直腰腿站起，感覺好到捨
不得坐下來。劉進圖站起後，看到窗外一片藍天，陽
光明媚，心中充滿快樂與感恩，並請親人用手機為他
拍了一幀照片，並發送到好友群組上，與一直大力支
持自己的朋友，分享第一階段的康復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輛平治房車昨凌晨
駛經黃大仙彩虹道時，失控撞向前面一輛凌志房車車
尾，導致前車司機受傷，警員到場發現肇事平治房車
司機步履不穩，一度懷疑其酒後駕駛，但他通過酒精
測試，卻無法通過藥物觀測涉嫌藥駕，搜身後終揭發
有人藏有約5克「K仔」，遂以涉嫌「在藥物影響下
駕駛」及「藏毒」罪名將他拘捕扣查。
被捕房車司機姓黃(34歲)，事後連人帶車被扣查；而
被撞車尾受傷的凌志房車司機姓吳(26歲)，因頸部痛楚
須送院治理。

警搜出5克「K仔」拘司機
事發昨凌晨2時許，一輛平治房車尾隨一輛凌志房

車，沿彩虹道往鑽石山方向行駛，當至采頣花園對開
時，凌志房車因應燈號停車，詎料尾隨其後的平治房
車卻收掣不及，撞向凌志車尾。現場消息稱，兩車雖
損毀並不嚴重，但因前車司機扭傷頸部，驚動警員到
場調查。
由於肇事平治房車司機落車時步履不穩，警員一度

懷疑他酒後駕駛失事，遂要求其進行酒精呼氣測試但
通過，遂再為其進行藥物觀測，結果無法通過，警員
隨後於其身上搜出約5克俗稱「K仔」的氯胺酮粉
末，於是將其拘捕。

凌晨撞凌志 平治追尾揭藥駕

■警員在藥駕司機在場下搜查其平治房車。

2桂漢連爆4獨立屋 無斬獲一跌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2名本周二

才持雙程證來港廣西漢，抵港翌日即往大埔翡
翠花園連環爆竊4座獨立屋，惟遇機警外傭察
覺報警就擒，其中1人逃走時更跌傷手送院。
由於2名疑犯有多次來港紀錄，警方正追查他
們是否與同一屋苑其他爆竊案有關，以及是否
有同黨支援。
被捕2名廣西漢同姓韋、分別17歲及21歲，

本周二(8日)持雙程證來港入住元朗區賓館，翌
日晚上即往位於大埔逸遙路的翡翠花園爆竊，
當晚2人攀牆潛入屋苑，先後爬上4座獨立屋天
台，以螺絲批撬門入屋，其間因2座獨立屋正
裝修故無損失，一間獨立屋因住戶仍未睡，2
賊知難而退，而第四間獨立屋的外籍女傭驚聞
異響，懷疑有賊入屋即時報警，將2賊嚇得落
荒而逃，警員趕至圍捕，在附近大埔公路荔枝

窩拘捕2人，當場搜出一支螺絲批及一支電
筒，其間17歲疑犯因跌傷手骨折需送院治理。

來港紀錄多 警查是否「踩線」
昨午警方將名21歲疑犯押回現場屋苑調

查，大埔警區總督察(刑事)曾俊傑表示，由於2
疑人有多次來港紀錄，抵港翌日即懂得到上址
爆竊，警方會追查2人是否與上月8日同一屋
苑一宗獨立屋遇竊案有關，案中該屋有2個夾
萬被撬開，亦會跟進2人事前是否曾來港「踩
線」，以及有否同黨支援。

■其中一名被捕廣西大盜被押返大埔翡
翠花園調查。 劉友光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微軟（Microsoft）本
周二起全面停止支援旗下Windows XP作業系統，惹
來「全民在野黨」成員入稟控告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
（Bill Gates），指他違反商品服務說明條例，並且造
成全球網絡大混亂，要求將終止支援的日期延後，等
待用戶升級或改用其他作業系統。

原訴人為「全民在野黨」成員
原訴人為「全民在野黨」成員駱家業及關光，昨入

稟本港高等法院控告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入稟狀
指，原告聲明自己是Windows XP的使用者及受害
者，指其產品有違商品服務說明條例及國際商業道
德，直接製造全球網絡混亂，並令網絡非法活動氾
濫，故要求法院凍結微軟中止支援Windows XP，直
至全球用戶均完成升級或轉用其他作業系統，又或者
押後終止日期1年。

Windows XP停支援
2男告蓋茨違商品例商交所案 3人罪成還柙

持假文件涉款900億 官批首被告謊話連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香港商品交易所「爆煲」

後，3名內地商人共被控3項

管有虛假銀行存款及定期存款

證明文件罪名，涉款高達900

億港元。區域法院法官陳仲衡

昨花了6小時45分鐘宣讀共90

頁判詞後，裁定3名被告共3

項管有虛假文書全部罪成，還

柙監房看管，今日聽取求情。

陳官裁決時更指案中首被告戴

麟懿的證供全不可靠，謊話連

篇。

3名被告分別是戴麟懿（65歲）、李善容（49歲）及連春仁（50歲），其中
戴早前已承認一項逾期居留罪名。控方
在開案陳詞指出，戴麟懿及連春仁去年5
月21日在尖沙咀海景嘉福酒店被捕時，
警方當場搜出23分銀行文件，涉款近6
億美元；而居於另一房間的李善容，行
李內則有9份銀行文件，其中3份涉及
106億美元，李當時聲稱文件是屬於戴麟
懿。

官信警無干預 斥「樣本」說無理
陳官指出，首被告戴麟懿自辯時承認

案涉及的文件全屬他所有，但該等文件
只是「樣本」文件，他從事商務融資工
作，需要用到該些樣本文件，並非控方
所指的虛假文件。陳官指，警方曾把涉
及的文件進行科學鑑證檢驗指模，所以

令到文件上染了色彩，法庭相信各警務
人員的證供，並沒有作出任何干預。
陳官續指，若果首被告戴麟懿所說文

件只是「樣本」，根本毋須認真看待，
那麼為何文件要列出某公司名稱及其銀
行戶口號碼存有106億美元存款，但事
實上該匯豐銀行戶口的持有人根本不是
該公司。此外，若是樣本文件為何要填
上護照號碼，蓋印及打手指模，其證供
全不可靠，謊話連篇，解釋亦不合情
理。
雖然被告指該等文件註明「樣本」字
眼，根本不會有人信以為真，更不能成
功行騙，但陳官反駁指過往確有案例，
罪犯甚至假扮為銀行職員，將虛假的文
件兌現及確認，成功進行欺詐。

二三被告說法同遭官駁斥

陳官續指法庭不相信次被告李善容被
捕後，向警方指去年5月16日來港探望
胞姊時，接獲首被告戴麟懿來電，獲邀
入住海景嘉福酒店。又在翌日和戴在酒
店房間洽談公事，戴遺下涉案文件之
說，陳官認為李善容之說不但過於巧
合，更毫無說服力。
至於第三被告連春仁聲稱為了籌措資

金，以向北京教育局證明有資金延續營
運教育中心，獲邀與素未謀面的台灣商
人在港見面，並經介紹結識首被告戴麟
懿，欲貸款1,100萬美元，但事實上有關
資金證明文件上的銀行戶口號碼早已被
結束，又怎能令銀行相信把貸款存入戶
口內。陳官認為連春仁的版本簡直南轅
北轍，乃裁定3名被告均明知案中文件
屬虛假，以圖誘使他人接受文書為真文
書罪名成立。

「牙擦簡」出冊 呻窮想移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因在上水鄉事委員
會選舉中賄選罪成入獄的前冠軍練馬師簡炳墀，昨晨
刑滿出冊，他兩名兒子、愛徒葉楚航及一名牧師同到
赤柱監獄接其出獄。年屆76歲素有「牙擦簡」稱號的
簡炳墀，甫出監獄即向記者呻窮：「使咗好多律師
費……」又稱：「打算移民。」
昨晨8時許，簡2名兒子、愛徒葉楚航及一名牧師，

一早便驅車到達赤柱監獄外恭候，其間亦有大批記者
到場採訪。至早上9時40分，一頭白髮架着墨鏡的簡
炳墀步出監獄，他看來精神良好，面帶笑容，兩子立
即趨前攙扶。

稱不再參選 赴馬會進膳
一見記者簡炳墀開腔即說：「坐完監啦！今次使咗
好多律師費，已經窮晒，打算移民。」記者問：「移
民去邊？」簡答：「未知喎！」記者再問：「會否再
參選？」簡說：「唔會喇！」其後他接過牧師送贈的
一本聖經後說：「多謝晒喎！本聖經好厚呀！」接着
問愛徒葉楚航：「係咪去馬會食嘢呀？」葉馬上回
答：「係呀！」隨後簡便登上由長子駕駛的平治房車
離開。記者駕車尾隨一直由港島經九龍至沙田，最後

目送他們進入沙田馬場會所，用餐後簡炳墀再由長子
送回位於上水松柏塱村的寓所。
2011年3月，簡炳墀在上水鄉事委員會選舉中涉嫌

賄選被廉政公署拘捕，同年底罪成被判入獄14周，惟
律政司認為刑期過輕提出加刑，至去年10月18日上訴
庭裁定刑期加至12個月，結果令本在去年1月已服刑
完畢的簡炳墀須再度入獄。

■「牙擦簡」雖呻窮，但屋外仍停有多輛勞斯萊斯豪
華房車。

■前練馬師簡炳墀出獄時，即向記者呻窮，又表示打
算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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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2名老婦向
財務公司購買沙田丁屋，但因非原居民而需
補地價，惟地政總署拖延達5年方報上補地
價價錢，解釋全因沒先例可援，令地價由起
初180萬元，提高至超出2倍至460多萬。財
務公司其後拉倒交易。2婦乃入稟控告財務
公司及原居民楊丁祥，要求2人為違反交易
協議賠償並完成交易。法官昨直斥地政總署
職員不負責任，惡行醜陋，對造成不公義的
情況責無旁貸。其中一名老婦受訪時亦無奈
表示：「（地政）小事查咁耐都唔出地
價。」

官批累老人家錯過樓市升值
法官下達判詞認為兩者的交易協議實尚未
完成，判老婦可獲取當初支付39萬元訂金，
並請地政署立即採取行動，將地價調低至
2004年時的價錢計算，彌補對2人造成的不
公義的。 法官形容 2人為「簡單的老人
家」，一心置業投資卻變成地政署惡行的
「受害者」，損失慘重，亦錯過了樓市升值
的「黃金五年」。
2名事主張潔麗及鮑惠林皆年逾70歲，與

家人同住沙田顯田一丁屋。2人與原居民楊
丁祥在1997年合資興建丁屋，合共支付173
萬元；2人住在地下及一樓，楊則住二樓連
天台。其後楊將丁屋抵押，終令業權落入榮
殷財務有限公司。2003年財務公司向法院申
請售賣丁屋，2婦隨即表示有興趣購買，當
時補地價為180多萬。2004年，2婦終與財
務公司達成協議，以395萬購買丁屋，並隨
即「落訂」39萬元。

財務公司4度致函無回覆
惟其後長達4年零8個月，地政署一直未有回

覆補地價查詢。財務公司代表律師於2006年曾四度去信，
但整年都未獲回覆；直至2009年地政署終有回應，惟當
時丁屋市價已上揚，地價攀升至260多萬。財務公司見
狀亦隨即加價，雙方糾纏至2011年，地價已高達460多
萬元。2老婦入稟控告財務公司及原居民楊丁祥，要求
2人為違反交易協議賠償並完成交易。
地政總署發言人回應指，署方並非訴訟的任何一
方，但留意到判詞對沙田地政處的角色提出了評論和
意見，指會仔細研究判詞，暫時不宜評論。

「三輪霸王」避狗撼欄「P牌」女騎士傷

撞胸射水襲警 前單車代表判社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35歲前香港單車

代表黃毅程，上月在其位於八鄉沙埔村的住所午睡
時，不堪正在附近調查偷電案的警員嘈吵，以粗言
穢語辱罵警員，激動之際以胸膛撞擊警員胸部，又
開水喉射水驅逐警員，最終被捕並控以襲警。黃承
認襲警罪，昨於屯門裁判法院被判罰120小時社會
服務令，裁判官勸諫他汲取教訓，循規蹈矩。

官：機會只畀一次
裁判官判刑時接納被告一時情緒失控犯事，故予

以輕判罰做義工。惟裁判官亦指被告不但受過高等

教育，更曾是紀律部隊，犯事令人難以理解，提醒
被告「機會只畀一次」。
案情指，八鄉分區巡邏小隊警員上月19日下午接

到電台通知，指沙埔村有一宗懷疑竊取電力案件，
於是前往調查，發現地點的電錶遭到改動，遂通知
刑事偵緝人員到場，此時被告從屋內走出，並不斷
大叫。被告要求警員離開現場，稱自己是地主及該
處是私人土地。警員解釋在場原因，又要求被告控
制情緒，但被告仍不斷粗言穢語，情緒激動，突然
用胸膛撞擊警員的胸部兩次，又射水驅趕警員，警
員要求增援，最終將被告拘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一對富貴夫婦，昨各自駕駛一輛
有「三輪霸王」之稱、價值逾20
萬元的三輪電單車在大帽山荃錦
公路試車，其間疑剛考獲駕駛執
照，仍掛着「P牌」的妻子為閃避
衝出馬路的野狗失控，猛撼路邊
巴士站鐵欄，結果車毀幸人僅輕
傷。

夫：最緊要老婆無事
肇事女鐵騎士姓譚、46歲，據

悉上月底才購入該輛「三輪霸
王」，辦妥牌照後昨晨首次掛上
「P牌」出門試車，詎料即出事。
事發昨上午11時許，譚與丈夫各
自駕駛一輛同款「三輪霸王」，
沿大帽山荃錦公路落斜往八鄉方
向試車兜風，及至近英雄亭時，
譚疑為閃避衝出馬路的野狗扭軚
失控，猛撞路邊巴士站鐵欄，車
身損毀，幸她只是頭和口輕傷，
送院敷治無大礙。其夫事後表
示：「車壞咗唔緊要，最緊要老
婆無事！」

出事的三輪電單車「Can-Am
Spyder RS-S」產自北美，馬力高
達100匹，由於其車身遠比其他三
輪電單車大，外形極具霸氣，故
有「三輪霸王」稱號，在本港更
受不少演藝圈人士追捧，其中藝
人方力申去年就以23萬購入同系
列的Can-Am Spyder，據悉黎瑞
恩亦曾有購入這款三輪車。由於
「三輪霸王」身價每輛動輒超過

20多萬元，甚至比小型私家車還
要昂貴，故擁有這「玩物」的車
迷可說非富則貴。
另外，法例規定駕駛這款「三
輪車」的人士必須擁有電單車
牌，不過駕駛時就毋須一定要戴
上頭盔，而且由於車身體積甚
大，一般路邊電單車位根本不能
容納，所以只能停泊在私家車車
位。

■「P牌」「三輪霸王」因避狗，猛撼
路邊鐵欄。

■女傷者在鐵騎上作出勝利
手勢。 網上圖片

劉進圖再站起來
跨復康路最難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