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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歷奇傷背 告喇小索200萬
稱校長鼓勵參與現反口 身心受創適應障礙忍痛8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名校喇沙小學一名年逾六旬的體育教師，聲稱8年前與學生參

與試後歷奇活動，大玩「信任梯」遊戲，腳踏在僅由小五學生支撐的鐵棒上走路弄傷背部，現

欲向校方追討賠償200萬元。該教師坦言，當年喇沙校長鮑陳慧兒曾於會議上鼓勵老師一同參

與遊戲，現時卻突然反口，有感對方「唔認賬」。

年屆61歲的喇沙小學老師歐陽朗德，昨日手持拐杖到
法庭作供，透過代表大律師表示因受背痛問題困

擾，不能長期坐下，有時需要於庭上站立，獲法官批
准。原告歐陽朗德現仍於喇沙小學任教，但沒有再教體
育，現控告喇沙小學、學校管理委員會及中國香港歷行
會疏忽，以致他於2006年一次學生活動中受傷。
代表律師表示，原告受傷後長期受背痛困擾，並患上
適應障礙，生理及心理均出現問題。據悉，現時追討金
額為約200萬元。

校長：傷後見原告「凌空坐欄杆」
當年喇沙小學校長鮑陳慧兒於書面證供表示，原告聲
稱受傷後的星期六，曾替學校「帶隊」至科技大學參加
活動，席間看見對方活躍於家長之中，亦稱曾於九龍北
區校際運動會中看見他「凌空坐於欄杆之上」，未感對
方受背痛困擾。
原告對有關說法全盤否認，並揭露校長曾於校務會議
上鼓勵老師一同參與歷奇活動，同意女老師為了參與其
中，亦應避免穿高跟鞋及短裙。但校長現時自稱從未講

過，指原告受傷需要自行負責。喇沙代表律師質疑原告
從未於書面證供中提及有關證據，他解釋只因「無證
人，講咗校長實唔認」。
律師指，2006年6月28日，原告與一批小五學生一同
參與試後活動，即由中國香港歷行會主辦的歷奇活動，
從中鼓勵學生有團隊精神。原告當日主要負責影相，學
生曾分組參與一個名為「信任梯」的歷奇遊戲。部分學
生手持鐵棒，放至離地約2呎至2呎半高度；一名學生則
於鐵棒上行走。

指團體稱無問題才玩「信任梯」
原告憶起，當日有一名學生不敢參與，他鼓勵對方，
反被對方要求由他先玩。原告身高6呎1吋，重達180
磅，當時已兩度拒絕主辦團體及學生邀請，但團體代表
卻聲稱沒問題，他才敢踏上鐵棒，最終卻弄傷背部。

■喇沙小學體育教師聲稱8年前玩「信任梯」遊戲
弄傷背部，向校方索償200萬元。 資料圖片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九龍
灣昨日上演一幕「港版鄭捷驚魂」，網
上討論區昨日下午瘋傳一則「九龍灣有
癲佬拎刀通街走」訊息。消息甫傳出，
即時惹起區內居民恐慌。警方證實，昨
午曾接獲麗晶花園一女住客報案，稱在
專線小巴上有一名疑似懷刀客，被乘客
群起驅趕落車。 警方接報後，曾大舉
派員到九龍灣搜索，但並無發現，暫列
「發現可疑人士」處理。
「九龍灣有癲佬拎刀通街走」訊息，

昨日下午在網上討論區瘋傳。有網民聲
稱，在九龍灣運動場附近，遇警員向她
表示，接到報案有人持刀遊蕩，着其小
心。其言論即引起區內居民恐慌，紛紛
留言查問詳情。

乘客落車後回家報警
警方證實，昨日12時35分，接獲家
住麗晶花園的33歲姓梁女子報警，稱
在大角咀乘專線小巴回家途中，車上有
一名男子突大叫大嚷，褲袋更露出一把
疑似利刀物體。當小巴駛至啟業邨熟食
排檔時，乘客合力把男子驅趕落車。她
在麗晶商場站頭落車後，回家報警。

排檔員工：大隊PTU巡邏
記者到啟業邨熟食大排檔採訪，員工

大都表示仍未開檔，但曾見過有大隊
PTU（機動部隊）警員在附近一帶巡
邏。其後，記者再到麗晶商場對開小巴
站頭查詢。
站長表示，曾向早更司機查詢，司機

稱並無其事，但報警女乘客卻言之鑿
鑿。傳聞究竟是真是假，耐人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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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案辯方陳述內容禁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
涉貪案，原定昨日傳召首名證人作供，但由於法官需就
一些事情聽取大律師陳詞，故通知陪審團可暫時離開，
今日下午才返庭繼續聽審。法官又頒令傳媒，不可報道
辯方陳述期間的聆訊內容。

法官聽大律師陳詞 陪審團暫離
法官麥機智昨日向陪審團表示抱歉要他們久等，原本
他預計只需要半小時處理與他們無關的事情，但由於他
要就一些事情聽取大律師陳詞，可能要用午飯前及一整

個下午時間，而且考慮需時，故下令陪審團今日下午2
時半才返回法庭繼續聽審。法官表示，陪審團不要擔心
或猜測，這是正常法庭程序，不時會發生。

今晨休庭 方便陪審員陪父母求診
另外，法官為遷就一名女陪審員要陪父母到醫院求

診，早前已安排案件今日早上休庭，今日下午恢復聆訊
時，預計控方會傳召證人作供，包括行政會議秘書黃潔
怡及積金局前主席李業廣。審訊預計共傳召64名證
人。

第二被告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昨晨如常由地下行樓
梯到5樓應訊。他被記者問及有否留意中央政府日前發
表的白皮書，對新地營商環境是否有影響，郭表示：
「未睇新聞喎，今日未睇報紙喎，聽日先答你。」
案中5名被告許仕仁（66歲）、新鴻基地產聯席主

席郭炳江（62歲）及郭炳聯（61歲）兄弟、新地執行
董事陳鉅源（67歲）及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
（63歲），合共被控8項罪名，包括串謀藉公職作出
不當行為、提供虛假資料、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
等。

糖尿老司機
駕的撞欄不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的士司機患糖
尿病，且年逾花甲，昨午1時40分，在觀塘駕車
沿偉業街西行至茶果嶺道，突失控越過逆線闖上
行人路撞欄，車頭輕微撞毀。司機在車內昏迷，
有駕車途經現場的汽車維修大偈見狀，懷疑事主
心臟病發，把他扶出進行心肺復甦法，但最終送
院後不治。
死者姓陳（63歲），事後警方聯絡其家人趕到
醫院助查，得悉死者患有糖尿病，無可疑之處，
但確實死因仍待驗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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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兩隻白
鷺在屯門新和里近明渠一個樹林懷疑誤墮
魚絲陷阱，慘遭倒吊樹上巢穴附近。有途
人目睹白鷺被困，遂報警求助。消防員到
場拯救，惜其中一隻白鷺證實已明顯死
亡；另一隻奄奄一息，於是把鷺屍及受傷
白鷺交愛護動物協會跟進。

受傷白鷺交專家跟進
愛護動物協會發言人表示，在現場樹
上發現有白鷺的鳥巢，當時另有3隻白
鷺在巢上。初步懷疑，或有白鷺在附近
明渠捕食時，腳部意外纏着魚絲或魚

鈎，飛返鳥巢時因鈎着樹枝，倒吊樹上無法脫
困。受傷小白鷺已轉交嘉道理農場專家跟進。
白鷺（學名：Egretta Garzetta），別名小白
鷺、白鷺鷥、白翎鷥，一般體長約56厘米，全身
羽毛白色，有細長黑喙，黑腿，黃腳掌。生殖期
間，枕部垂有兩條細長的長翎作為飾羽，背和上
胸部分披蓬鬆蓑羽，其後會消失。白鷺春夏多於
湖沼岸邊、水田、河岸、沙灘、泥灘及沿海小溪
流活動，一般成群出現，以魚蝦、甲殼動物和昆
蟲為主食。

■司機在車內昏迷，送院後不治。 讀者供圖

■白鷺懷疑誤墮魚絲陷阱，倒吊樹上。

「標叔叔」脫虐畜罪 想領回「Tommy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飼養野豬「Tommy仔」

逾一年的西貢南圍原居民「標叔叔」，去年11月17日帶同
「Tommy仔」在西貢碼頭散步時，惹來途人圍觀及拍攝，
當時涉嫌拳打腳踢「Tommy仔」，途人見狀報警。「標叔
叔」昨日否認一項虐畜罪，在觀塘法院受審，最終獲判無
罪。暫委裁判官梁耀煒裁決時表示，雖然涉案野豬不能作
供，但法庭仍可依賴其他證供推論野豬是否曾受虐待。
聲稱案發當日目睹襲擊過程的李小姐昨日供稱，她當日

與朋友在福民路小巴站候車，當時看見途人聚集，於是好奇
上前了解。她看見「標叔叔」揮拳打向「Tommy仔」腰腹
部三次、並踢向其左腿兩次，李即時出言喝止，但「標叔
叔」表示「唔打唔得」、「打佢唔知痛」等，於是報警。

拍膊頭 野豬「企定」無逃走哀叫
辯方律師隨即否認「標叔叔」曾提及上述說話，並解釋

指他當時只是用手拍野豬膊頭及用腳掃其左腿，非如控方
所指殘酷地打、踢野豬，令牠受不必要痛苦。

暫委裁判官梁耀煒裁決時表示，雖然涉案野豬不能作
供，但法庭仍可依賴其他證供推論被告曾否虐待野豬。他
認為，控方未能證明野豬身上傷痕來自被告「拳打腳
踢」。另外，雖然接納證人已向法庭道出事實真相，但未
能清楚描述被告對野豬施襲力度，加上案發時野豬「企定
定」不動，並沒有逃走或發出哀叫聲音，於是裁定被告罪
名不成立。
現年63歲、任職裝修工的被告成榮標，早前承認去年

11月17日，在西貢碼頭身為一隻野豬的畜養人，沒有把
野豬曾咬人的事實通知警署。由於被告認罪有悔意、且當
時已即時向受害人道歉，最後被判罰款2,000元。
「標叔叔」昨日獲判無罪後在庭外表示，將會去信漁護

署，希望領回「Tommy仔」，再逐漸訓練其求生技能，
及後才將其放生野外。另外，野豬關注組成員昨日到庭旁
聽，對「Tommy仔」去向表示關注，希望漁護署不要
「求其」放生「Tommy仔」，擔心「Tommy 仔」一時
未能融入野外生活。

覆核私樓租津 劏房綜援戶敗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居於深水埗劏房的一名

綜援戶投訴政府，反映為綜援私樓所釐定的租金津貼發放
上限，並不足以應付私樓租金，令他要「貼錢交租」，故
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政府檢討機制。高等法庭昨日頒下判
詞，認為政府當年並沒有確立政策，以確保補貼上限可讓
九成綜援戶足以全數繳付租金，故裁定綜援戶敗訴。
39歲申請人孫武，在地盤遇意外後失業，其後依靠每月

兩千餘元綜援金生活。孫現居於深水埗福榮街一間約80呎
劏房，月租1,700元。2011至2012年度，他所獲私樓津貼
為1,300餘元，故每月須自行補貼租金，經濟拮据。

文件證財政部門不贊同全包
申請人聲稱，根據1996年綜援檢討報告書，政府已接

納釐定租津的上限應包含九成私樓綜援戶實際繳交的租
金，以確保其能全數繳交租金。但法官不認同，指有關證

據顯示，當年檢討報告書只把相關津助上限釐定的議題帶
出討論，並沒有證據顯示政府已確立該政策。相反，文件
卻顯示當時政府財政部門並不贊同此項建議。

社署當年認為政策不現實
法官續說，1998年，社會福利署亦認為，若缺乏財政

部門支持，要推行上述政策並不現實。另一方面，財政部
門贊同，以甲類消費物價指數釐定每年綜援私樓戶租津上
限，並獲社署確認。因此，法官裁定申請人未有足夠證
據，故撤銷其司法覆核申請。
協助孫武的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對判決失望，會研究判
詞，與孫商討是否上訴。協會表示，過去10年私樓綜援
戶「超租」數目，已由兩成上升至近六成，現時租津釐定
上限機制已跟不上物價上升，私樓綜援戶須自行額外補貼
租金，會加重經濟負擔，政府應設立機制加以保障。

「兇椅」送驗死因 疑犯留醫未上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9歲時裝店售貨員黃

偉迪前日凌晨在旺角無辜遭天台飛下的辦公椅擊中慘
死，警方昨日把涉案「兇椅」帶到葵涌殮房，協助法醫
驗屍，以確定死者致死原因。在慘劇現場，昨日有市民
放下一束白色鮮花悼念，願偉迪安息。至於涉案22歲
姓唐疑兇，昨日已被落案控以謀殺罪，今日在九龍城裁
判法院提堂，但因其仍在留醫，故缺席聆訊。

市民現場放白花悼死者
旺角警區重案組第二隊探員，昨晨把涉案辦公椅以

黑膠袋包裹送往葵涌殮房，協助法醫比對死者頭上傷
口，以確定死因。完成比對後，探員再把該張辦公椅
帶走存案。
另在死者黃偉迪伏屍的西洋菜南街74號至84號旺角

城市中心對開行人路邊，昨晨有市民留下一束白色鮮
花悼念。
前日凌晨1時許，外號「迪迪仔」的29歲售貨員黃

偉迪，下班後與同事在旺角消夜。之後，他步經西洋
菜南街現場時，遭對面大廈9樓天台飛下的一張20磅
重辦公椅擊中頭部，當場濺血昏迷，送院證實死亡。
事後，警員在天台拘捕一名正在飲酒的22歲姓唐青
年，並把事件列作謀殺案。初步調查顯示，疑兇是正
在接受治療的精神病患者。

■「兇椅」
由探員搬
走，送 交
法醫檢驗
死因。

■有市民
留下一束
鮮花悼念
死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教育局局長
孫明揚位於跑馬地的豪宅寓所，前晚遭賊人入屋
爆竊，其子發現報警。經點算後，證實損失一部
智能手機及1,000元現金。警方根據現場閉路電視
錄影資料，初步鎖定兩名可疑男子，其中一人身
材壯碩，另一人瘦削。灣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七
隊已接手追緝兩名竊賊歸案。

損失智能手機及1,000元
現場為跑馬地箕璉坊2號菽園新臺一單位。據

現場消息稱，上址物業由孫公持有，報案人則是
其子。前晚約9時半，一名44歲姓孫男子報警，
指上址懷疑遭賊人入屋爆竊。
大批警員趕至調查，發現上址單位有窗戶遭撬

開，屋內有搜掠痕跡。經初步點算，損失一部約
值5,000元的智能手機及約1,000元現金。
資料顯示，孫公寓所是首次遇竊，但於2011年
12月聖誕假期，距離孫公寓所僅百米之遙的藍塘
道130號至140號箕璉閣，以及蟠龍道1號至3號
蟠龍苑，5個單位戶主先後在24小時內報案指遭
爆竊，損失由數千元至近10萬元不等。

孫明揚宅遭爆竊 子發現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杜 法
祖）轟動全城的
九龍灣啟晴邨槍
殺案，當日在飛
虎隊圍剿下吞槍
自殺的槍手李德
仁昨晨舉殯，遺
體旋即運往粉嶺
和合石火葬場火
化。一名疑為其
長女Liddy李悅
彤（原名李婷）
的少女，昨日偕
同約 10 名親友
出席簡單喪禮，
閉門進行法事，
謝絕傳媒採訪。

啟晴槍手舉殯 疑似Liddy現身

■槍手李德仁出殯，疑似Lid-
dy捧住老父遺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