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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盃頻爆冷 外圍佬「籌醫藥費」輸凸

15歲少年闖軍營「宵禁」12個月
官指嚴重罪行本不輕饒 念感化報告正面判保護令

感化報告指，15歲的被告關心社會時事議
題，奈何用錯表達方式。根據宵禁令，

被告除非得到父母或福利官允許，否則晚上8
時至早上6時不可外出。
法官稱，如果被告違反保護令及宵禁令，法

庭會用其他方式跟進，例如進一步限制他的自
由度。

被告認有悔意 承諾今後向學

辯方透露，被告的感化報告正面，他承諾以
後會將時間放在學業上，並指他對此事已有悔
意。裁判官在判刑時指，擅闖軍營為嚴重罪
行，本不打算輕判，但考慮到被告的報告極度
正面，於是頒下保護令。
案中 4名被告分別為首被告招顯聰（29

歲）、張漢賢（40歲）、售貨員謝詠雯（29
歲）及15歲姓陳學生，4人被控於去年12月
26日手持港英旗闖入中區解放軍駐港部隊總

部。同案其餘3名被告，招顯聰被裁定罪名成
立，早前已判囚2周、緩刑一年。早前認罪的
張漢賢及謝詠雯則被判罰款2,000元。

官：軍營非表達政治立場平台
裁判官在招顯聰判刑當日表示，軍營不是表

達政治立場的平台，解放軍人員當時持長槍及
警棍，被告等人的示威方式不智，有可能構成
危險，惟基於他們的示威目的及「無意破壞」
軍營設施，准許招顯聰緩刑、張及謝則以罰款
懲處。
不過，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批評是次判刑過

輕，無視軍營是國家主權安全的象徵，並擔心
會助長社會的歪風，令破壞社會治安的行為變
本加厲。他們呼籲律政司盡快提出上訴，嚴懲
有關的滋事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香港人優先」4名成員，早前涉持港英旗闖

入中區添馬艦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各人均被控以無許可證進入禁區罪，其中

15歲陳姓少年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被判處12個月保護令，並獲撤銷控罪。裁判

官在判刑時指，擅闖軍營為嚴重罪行，本不打算輕判，但考慮到被告的感化報

告極度正面，於是判處其保護令，交由父母監管，並須遵守宵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黑漢報稱
為籌錢替胞姊醫腎病，不惜於世界盃足球賽事開鑼
後鋌而走險經營外圍波，豈料在賽事連場爆冷下，
雖收受逾400萬元波纜，但仍蝕本逾5萬元，及至
前晚其在旺角一單位的外圍波中心更被警方搗破，
連同女友及報稱有病的胞姊一同被捕。

稱為姊醫病 收波纜蝕5萬元
報稱為籌錢替胞姊醫腎病才鋌而走險的男子姓蔡
(27歲)、其胞姊28歲，女友25歲，據悉3人同有黑
社會背景。警方根據檢獲的波纜，相信有人在世界
盃足球賽事開鑼後開始經營外圍波，其間共收受約
400萬元非法投注，惟警方卻發現有人在賽事連場
爆冷下，非但賺不到錢，還因眼光欠佳，自行「食
起」部分注碼，結果頻頻「損手」，估計已蝕本約

5萬元。
警方西九龍總區特別職務隊是於早前接獲線報，

指有人在一個月前開始，於旺角荔枝角道78號至84
號一單位經營外圍波，主要向酒吧顧客收受世界盃
足球賽事的波纜，並把未能承受的投注，經互聯網
「轉射」到內地大莊家。
前晚深夜11時半，探員採取代號「戈壁」的反非

法外圍賭博行動，掩至上址單位搜查，結果當場將
蔡等3人拘捕，檢獲一批波纜、一部載有投注資料
的電腦、兩部手提電話，以及少量現金。
另外，警方港島東區特別職務隊，昨傍晚在進行

「戈壁」反非法外圍賭博行動，突擊搜查香港仔石
排灣邨碧月樓一單位，破獲夫妻檔非法外圍，拘捕
一對分別42歲及50歲夫婦，撿獲約共90萬元的
波、馬纜紙、5部手提電話及現金2,800元。

平治「惡女」摑人認襲擊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平治「惡女」司機因駕車

爭執掌摑七人車司機，並被指懷疑「吹雞」召來數名大漢
「拍照撐場」，事件一度引起網民熱議。被冠以「惡女」
名號的女司機終被警方檢控，並於昨天承認襲擊罪。她求
情指出自己是設計師，並是兩女之母，又反稱是受害人先
「粗口」挑釁才衝動犯事。惟她被裁判官教訓「肯忍讓，
就無事」。
36歲女被告蘇麗芙昨由數名親友陪同應訊，案情指在3

月19日傍晚，男事主駕車至元朗青山公路鳳翔花園外時，
因駕駛態度與蘇爭執，其間蘇掌摑了事主左臉，過程遭途
人以手機拍下並交給警方。翌日，警方在蘇住所將其拘
捕，警誡下蘇保持緘默。

無法確認誰先挑釁 先郁手成被告
求情指蘇於1999年移民新西蘭並結婚，兩年後便回港，
及後離婚，現職室內設計師，育有兩名正在就學的女兒。
蘇自離婚後情緒甚差，更要向精神科醫生求診。律師續指
事緣本案事主一直響號，更駛至蘇旁以粗口指罵，蘇才一
時衝動犯事。且事件在網絡公開，網民留言抨擊已對蘇造
成壓力。然而，裁判官卻表示無法確認事主先挑釁的說
法，再者姑勿論誰是誰非，被告先動手才控告她。

亞視反對清盤 冀與查氏和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亞洲電視拖欠前董事查懋

聲及查懋德兄弟近3億元貸款，今年4月遭對方申請清盤，
亞視在前晚最後關頭才指示律師出席昨日的聆訊，查氏兄
弟不滿亞視一直沒有回應案件或告知由哪間律師行代表，
亞視則表示會反對清盤，申請將案押後一星期至本月30
日，獲聆案官批准。亞視執行董事兼高級副總裁葉家寶在
庭外表示，會與查氏兄弟尋求協商及解決。
代表亞視的律師昨在庭上表示，前晚才收到代表亞視出

庭的指示，故未能及時呈交反對清盤理由，申請將案件押
後一星期。
代表查氏兄弟的大律師指，以亞視這個規模的公司而

言，竟然一直沒有回應清盤呈請，而且呈請早於2個月前
提出，查氏又於2周前在報章刊登聆訊通知，案件不應再
拖延。最後聆案官將案件押後至下周一，在專責清盤案的
法官席前審理，並下令亞視於14日內就今次聆訊支付查氏
1,500元訟費。查氏兄弟稱投資亞視時承擔了2億元可換股
債券，作為對亞視的貸款，亞視至今尚未清還，連本帶利
已滾存至近3億元。

元朗區議員涉非法闖民居迫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前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

席、現任元朗區議員程振明捲入霸地風波。一名元朗南坑
村居民稱被程振明及3名男子非法闖入民居，更被對方施
以「八式辣招」迫遷，包括強拆棚屋圍欄、堵塞水渠、封
鎖水井、傾瀉厚達3呎的泥土於屋外等，現循法律途徑作
出追討。
原告人歐陽長良，報稱南坑村居民，入稟控告程振明、

李國志、鄧國仁、鄧樂信及中建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指五
名被告強闖民居，施以辣招迫原告遷出南坑村。
區議員程振明回應霸地一事時相當激動，聲稱原告人

「惡人先告狀」。程自稱為「人事協調」角色，自己今次
所佔的土地只有數百呎路段，但原告人強霸的土地則大至
數萬呎。程振明反指原告並非南坑村居民，只是原告父親
死後方出來「霸地」。

溺斃「跳水男」生前體能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在香港仔大樹灣表演「懸
崖跳水」的18歲中六男生李天丞，慶祝生日卻不幸溺斃，
其父母、胞兄及約10名同學，昨晨到西環殮房認屍，各人
神情哀傷。校長對事件感難過，會特別為同行的兩名同學
提供輔導，並會留意其他學生的情緒，另校方將設弔唁
冊，並在本月30日於校內舉行追思會。
李天丞生前就讀香港仔水塘道聖伯多祿中學，校長唐興強

指李品性純良、開朗好動、人緣好，與同學及老師相處良好，
平日喜歡行山及游水等戶外活動，初中時已被老師發現體能
突出，獲推薦參加長跑隊。另外李亦是校內科技資訊學會及
英文學會會員，並有參加校外民安隊訓練，上周正式成為民
安隊少年團隊員。唐校長稱，學校高中考試完結後，李與同
級同學已不用上課，前日是李的18歲生日，校方昨日留意到
有人仍未知李的死訊，仍在李的facebook留言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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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兩名疑是
跨境偽造信用卡集團成員，前日在香港國際
機場禁區內，涉嫌利用假信用卡，向免稅店
購買總值6萬元貨品，包括兩支路易十三名
酒等，得手後擬帶到內地銷售贓物，惟被早
前接線報埋伏監視的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探
員當場拘捕。
被捕兩名男子分別姓戴(36歲)及姓謝(46
歲)，警方在姓戴男子身上搜出7張懷疑偽造
信用卡，兩人分別涉嫌「藏有虛假文書」及
「行使虛假文書」被扣查。其中姓戴男子居
住屯門友愛邨愛樂樓，探員昨日凌晨將其蒙
頭押返寓所搜查，但未有進一步發現。

計劃往內地轉售贓物圖利
商業罪案調查科偽鈔及偽造文件組高級督
察盧彥霖表示，該科探員根據線報及深入調
查後，前日下午3時在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
禁區埋伏及監視，其間發現一名目標男子在
免稅店內行使一張懷疑偽造信用卡，購買兩
支路易十三拔蘭地、香煙及化妝品等貨品，
總值約6萬元，在得手離開後將部分貨品交
予另一名46歲姓謝男子。
探員認為時機成熟隨即採取拘捕行動，上
前將兩人截停調查，起回有關物品，並在該
名姓戴男子身上檢獲7張懷疑偽造信用卡。
警方初步調查顯示，懷疑他們與一個跨境偽
造信用卡集團有關，計劃在得手後飛往內地
轉售有關贓物圖利。

吊船半空「打圈」兩維修員被困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杜法祖）旺角昨晨
發生涉及吊船工業意
外。兩名工人在帝柏海
灣大廈外牆分別乘吊船
進行維修工程期間，天
色突驟變颳起大風雨，
兩人所乘的吊船分別被
吹至移位甚至「打
圈」，繼而因供電故障
半天吊被困，須消防員
到場營救脫險。
兩名遇險工人分別姓
卓（58歲）及姓黎（63
歲），其中卓手臂受傷，但在現場接受包紥後拒絕送
院。現場為海庭道18號柏景灣帝柏海灣第一座，昨晨
9時，兩名工人分乘兩艘小型吊船，在大廈外牆由上而
下進行維修工程。至上午約11時，天色突驟變，颳起
大風雨，兩艘吊船被狂風吹至左右搖擺，其中停在12
樓外牆的吊船更被大風吹至「打圈」，繼而出現供電
故障，卓擔心有危險，透過無線電通知停在約20樓外
牆的姓黎拍檔，但他亦遇險自身難保，惟有通知控制
室由職員代為報警。
消防員到場發覺停在12樓外牆的吊船移位，馬上兵

分兩路上樓，向住戶要求入屋，開窗逐一將兩名遇險
工人安全救入大廈，有驚無險。消防員事後並協助將
吊船穩固，等候工人處理。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污案昨在高院續
訊，被告關雄生的公司合夥人錢月明供稱，
他和許仕仁相識20年，彼此都是球迷，無論
在許上任政務司司長前、在任期間或離任
後，他和許及其他朋友都有飯敘，席間會談

及世界大事，社會經濟及文化事務等，他形容許
仕仁交遊廣闊，為人慷慨樂意請人吃飯。錢又承
認他和關雄生的公司曾經向許仕仁借錢。

與關雄生2005年合資開公司
錢月明稱，他於2005年和關雄生及李慧忠合資

開辦群策發展有限公司，主要出產「酒筲箕」防
止醉酒產品，關佔六成股權，他及李各佔兩成，
關先後注資700萬元，並積極拓展其他新產品。
由於關雄生性格較為進取，當關打算將產品打

入歐美市場，他及李則認為發展過急有風險，雙
方發生爭拗，一度要向許仕仁「取經」。至於根
據許仕仁2007年日誌中記錄8月27日與R．CHIN
及F．KWAN午飯，錢已記不起當天是否與許有
飯局。
錢月明指「酒筲箕」產品於2006年面世，初期
反應一般，後來有資金進行推廣，至2007年銷量
不斷上升，截至去年「酒筲箕」已達到連續6年全
港銷量第一，但由於彼此對開拓市場有分歧，關
雄生於2007年自組群力企業有限公司，欲藉此公
司把「酒筲箕」推廣至世界各地市場。

錢月明同意辯方代表律師Ian winter盤問所指，
他們以群策發展公司名義於2008年11月及2010年
8月間，先後2次向許仕仁借取合共250萬元，其
中150萬元歸還給關雄生最初注資的資金，但有關
債項截至2012年初仍未清還給許仕仁。辯方指關
雄生於2006年底或2007年初試圖把公司產品打入
新加坡，但未能取得入口牌照，關便向新加坡朋
友Tommy Kow求助，並稱對方為自己在東南亞市
場的諮詢人。但錢月明表示對事件沒有印象。
錢月明亦同意辯方大律師陳永豪所指，他和李
擁有一家在行內享負盛名的廣告公司Senses，亦藉
該廣告公司協助宣傳公司產品。

收租款項進出陳夫婦戶口屬平常
另新地老臣子陳鉅源的舅仔何沛星昨接受辯方

盤問指，陳鉅源透過家族信託公司和新地旗下的
King Yip公司合作投資新元朗中心及新屯門中心2
個物業發展，而新屯門中心早於1990年初沽清，
只餘下小量位於新元朗中心租金收入，負責營運
及管理陳氏家族信託的匯豐銀行乃認為信託架構
需要重組，將信託旗下的4間公司剔除。而信託公
司每月收取的租金，管理費及物業交易款項都會
全數存入陳鉅源夫婦聯名戶口內，所以每日有大
量款項在陳氏夫婦戶口及Villalta進出是極為平常
的事件。

■記者 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 一艘長約50米
的內河貨船，昨午駛往屯門內河碼頭錨區時，疑
因機件故障失去動力，貨船隨水漂流，衝破屯門
蝴蝶灣泳灘防鯊網後擱淺，其間僅差6米剷上沙
灘，泳客爭相走避，幸無釀成傷亡，警方及消防
員事後到場戒備，須臨時將泳灘封閉調查事件原
因。
肇事內河貨船「穗海韵382」，長49.8米、闊

10.8米，當時共有7名船員，船長姓岑(41歲)，連
同載在船上的貨櫃，總重約760噸。海事處發言人
表示，昨日下午1時許，該船在屯門入境船隻錨地

以北水域，前往屯門珠江倉碼頭載卸
貨櫃，當途經屯門蝴蝶灣對開海面
時，疑失去動力，受強風影響下進入
蝴蝶灣範圍，並衝破蝴蝶灣泳灘的防
鯊網擱淺，僅差6米剷上沙灘，事件
中幸無釀成傷亡或出現漏油現象。

掛「紅旗」籲泳客勿落水
發生意外後，警員及消防員接報到

場調查，由於防鯊網破損，當局須立
即封閉泳灘，禁止泳客落水以免發生
危險，另外防鯊網承辦商則派出蛙人
到現場落海檢查，又將防鯊網下沉以
便被困的內河船離開，海事處正調查
及跟進事件原因，並要求船東盡快安
排拖船將船隻移離。

康文署發言人表示，已就事件聯絡承辦商派員
檢查防鯊網。救生員亦已在泳灘掛起「紅旗」，
呼籲泳客暫勿落水，直至另行通知。
類似事故今年4月6日亦在港島薄扶林海邊發

生。當日下午一艘長達200米，滿載貨櫃的德國貨
輪，在過境本港東博寮海峽水域往蛇口時，在薄
扶林沙灣徑香港大學何鴻燊體育中心球場對開海
面，疑因機件故障失控衝近岸邊擱淺。目擊者
稱，該船船頭僅差數米便撞向岸上緩跑徑，意外
幸未釀成傷亡，貨輪僅告船頭輕微損毀，並無出
現漏油或下沉危險。

關合夥人：曾向許借錢搞「酒筲箕」
許
仕
仁
案

貨船蝴蝶灣漂流 險剷沙灘嚇怕泳客

■闖軍營案中15歲陳姓少年被判處12個月保護令，並獲撤銷控罪。圖為早前「香港
人優先」持港英旗闖入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情況。 資料圖片

■內河船疑失動力撞毀防鯊網闖入蝴蝶灣沙灘，險剷上泳灘。

■警方展示在旺角荔枝角道非法外圍檢獲的證物。

■兩艘吊船被風吹到移位，
消防到場營救被困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