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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批「亂用熱血令社會不安寧」籲年輕人做事前三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一名 16 歲中五女生在今年

要亂用熱血和力氣，做事前應先

繪圖員涉襲警 下月初續審

動中，因阻撓正執行職務的警務
人員，被拘控阻差辦公罪。由於
被告承認案情，控方昨決定不提
證供起訴，被告獲准簽保守行為
12 個月。屯門裁判法院裁判官水
佳麗判刑時形容，被告的做法對
旅客不公道，並指「亂用熱血會

三思。

此外，24 歲繪圖員張倬嘉被控

去年 12 月在旺角參與「鳩嗚團」
時襲警，案件昨在觀塘裁判法院審
訊。
聲稱被襲的警員廖偉成供稱，
他當日指示張從旺角道離開時，張
指罵他與另一警員為「死差佬」；
又說當他拍張膊頭時，張竟用手撥
開，並以左手打廖心口一下。但辯
方反指張被多名警員毆打、叉頸及
搶去手機，廖亦同意張的表面傷痕
比他嚴重。案件押後至下月 9 日續
審，控方另會傳召多一名警方證
人。
辯方大律師黃志偉指兩名警方
證人的兩份口供皆在同一時間及地
點記錄，質疑他們是因第一份口供
未夠資料「釘死」被告，才寫第二
份，但廖不同意。

酒店房整容 3 內地人涉無牌行醫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3 名男女內地大學生
疑為搵快錢，竟涉嫌自組假醫生團隊，以提供廉價韓
式 Botox（肉毒桿菌）瘦面、隆鼻、豐唇及下巴等整容
療程作招徠，在網上宣傳攬客，來港租住酒店無牌行
醫。警方接獲衛生署轉介調查後，前日在尖沙咀一間
酒店房間內將3人拘捕，並起獲一批肉毒桿菌整容針藥
和工具。據悉 3 人當時正為 1 名女顧客進行注射整容療
程，他們涉及「無牌行醫」等5宗罪被扣查。衛生署提
醒市民，涉及注射的美容程序應由本港註冊醫生或牙
醫施行。
被捕 3 人分別為持中國護照 22 歲姓盧女子、同為 23
歲及持雙程證來港的姓李女子及姓劉男子。
消息稱，劉來自廣州，在內地讀醫院管理，並無醫
生資格，他在案中充當「醫生」角色，涉嫌「無牌行
醫」、「管有未經註冊藥劑製品」、「管有第一部毒
藥」及「違反逗留條件」被捕；而在貴陽一間大學修
讀會計的李女則涉嫌「管有第一部毒藥」被捕 ，至
於在英國修讀市場管理課程的盧女，就涉嫌「協助及
教唆無牌行醫」、「管有第一部毒藥」及「違反逗留
條件」被捕。

其中 5 項控罪違反 4 月 10 日另一宗偷車
案的緩刑令，被判即時監禁 10 個月，以
及在明年底前需繳交偷車案的 1.2 萬元罰
款。
裁判官蘇文隆判刑稱，明白被告是「貪
得意」及一生坎坷，但斥其行為猖獗，破
壞大眾對醫療系統信心，更向病人提供醫
療意見，幸對病人沒影響。

﹁
﹂

疑網上招客 療程可收逾七千
消息稱，有人疑覷準本港整容業龐大市場及豐厚利
潤，不惜自組「黑醫團隊」，以提供「無痛變靚」及
廉價韓式 Botox（肉毒桿菌）瘦面、隆鼻、豐唇及下巴
等整容療程作招徠，在網上宣傳攬客，每項療程收費
由港幣逾 2,000 元至逾 7,000 元不等，當他們集齊客人
後，即會來港租用高級酒店房間，為客人進行整容療
程，由於被捕人士的證件均有多次來港記錄，不排除
有人已非首次來港無牌行醫。
警方前日接獲衛生署轉介，懷疑有人本周二（23
日）從內地來港後，準備在尖沙咀科學館道一間酒店
的房間無牌行醫。油尖警區重案組第二隊探員當日下
午聯同衛生署人員採取聯合行動，掩至上址酒店突擊
搜查，在房間內發現 3 名男女正為一名 20 歲女子進行
注射整容療程，遂將涉案3名內地人拘捕。行動中檢獲
一批疑屬第一部毒藥或未經註冊藥劑製品，以及一批
醫療用具，包括針筒及醫療用手套等。
衛生署提醒市民，政府的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
導委員會已於 2013 年 11 月接納其轄下區分醫療程序及

5 罪違緩刑令 即監 10 個月

■3 名內地男女涉嫌在尖東
一間酒店房間無牌行醫，
一間酒店房間無牌行醫
，
為女顧客注射肉毒桿菌。
為女顧客注射肉毒桿菌
。

停用臨時證 擬兩卡合一

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對裁決表示歡
迎，強調日後會加強管制系統，將職員證
及出入證變為一張卡，並印上照片方便辨
識，又冀今次裁決有足夠的阻嚇力，又指
事件因臨時證問題而發生，故已暫停使用
所有臨時證。他稱，現時醫護人員擁有員
工證及出入證兩張卡，局方日後會把兩卡
二合為一，並於卡上印上相片。
案情指，24 歲被告毛文業於 3 月 23 日
起到聯合醫院假扮醫生，在一個月內多次
成功在醫院拿取醫生袍，以及從保安室借
用職員休息室的智能卡及鑰匙。毛亦分別
向姓劉及姓吳護士自稱從廣華醫院調來，
又對劉指自己多年前曾因斷手入住聯合醫
院，劉在數日後亦記得曾處理一宗事主姓
毛的虐兒案，但當時被告否認自己是事
主。毛亦數次稱因職員證相片不美觀，而
拒絕向劉出示。
毛又曾向另一名姓羅高級護士稱，自己
是急症室醫生，要求查詢湯姓病人的病歷
記錄。後來，湯向毛透露女兒的電話號
碼，毛即致電湯女傾談。到 4 月 15 日，羅
發現被告形迹可疑，查詢急症室後，發現
急症室沒有與毛相似的醫生。羅遂致電
毛，毛又指自己是 6B 病房陳展鵬醫生，
明天會到醫院解釋，羅與管理層商討後決
定報警，隨後毛被捕。毛於警誡下稱自己
是醫科學生，但因壓力未能畢業，故想一
嘗做醫生的感覺。而所有護士及病人均在
認人程序中認出被告。
辯方大律師王熙曜求情時稱，毛沒有任
何精神問題，他 13 歲時因被父親體罰，
斷手入住聯合醫院。今次犯案是因毛渴望
成為醫生，但行為非常愚蠢，王更笑言：
「案情令人摸不着頭腦。」

假醫 重遇當年護士

令社會不安寧」，呼籲年輕人不

行動中，跟隨遊行者到達屯門時代
廣場南翼時，因見警員希望乘搭扶
手電梯上商場 3 樓，故站在電梯一
端展開雙臂捉着兩邊扶手，不讓警
員乘搭扶手電梯，其後警員成功推
開盧，並將她拘捕。
裁判官水佳麗昨判刑時稱，希
望市民做事前要三思，又說他們不
滿的問題責任不在於遊客身上，而
在政府，遊客並不知道自己對香港
人造成壓力，這樣干擾他們並不公
平，呼籲年輕人要將熱血和力氣用
於正確的地方。

初「光復屯門」反水貨客示威行

■涉嫌在旺
角參與「鳩
嗚團」期間
襲警的繪圖
員張倬嘉。

16 歲中五女生盧惠瑩，
案情指
今年2月8日在「光復屯門」

童年遭父打住聯院

中五女生「光復屯門」阻差守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杜法
祖）一名青年自稱為圓醫生夢，於聯合醫
院假冒醫生近一個月，終被人揭發，昨在
觀塘裁判法院承認「自稱從事內科執業」
及「冒充公職人員」等共14項控罪。

美容服務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呈交的報告，當中建
議某些程序因其風險只應由註冊醫生/牙醫施行，包括
涉及注射的美容程序、涉及以機械或化學方法在皮膚
表皮層以下進行皮膚剝脫的程序、高壓氧氣治療和漂
牙等。

仿熔錫爐運 220 萬私煙 司機斷正

熱烈祝賀

荔園隆重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嘉
敏）海關昨於落馬洲管制站搗破涉
以仿熔錫爐收藏私煙案，在一輛入
境貨車上起出 80 萬支、市值約 220
萬元走私香煙，應貨稅值約 150 萬
元，45歲貨車司機當場被捕。
海關稅收及一般調查科私煙調查
第一組指揮官溫慶全稱，一輛報稱
載有 298 箱快件的入境貨車，昨凌
晨經落馬洲管制站過關時被關員截
查，經Ｘ光掃描檢查顯示，靠近車
頭位置的貨物密度較低，關員遂打
開車上貨物檢查，發現一批熔錫爐
外形十分粗糙，認為有可疑，最終
在58個仿熔錫爐內，檢獲約 80萬支
懷疑私煙。
他相信，檢獲的私煙會以快速散
貨形式，按預先分批訂單包裝及分
類，送遞至本港不同地區買家。

疑與月初兩私煙案有關

■海關講述私梟以假熔錫爐藏私煙走私經過。
溫又指出，海關曾在 6 月上旬搗
破兩宗利用夾藏及混雜方式走私香
煙案，檢獲共 350 萬支私煙，相信
私煙集團為逃避海關追查及減低損

劉友光 攝

失，今次使用仿熔錫爐走私香煙，
並推斷案件是同一個私煙集團所
為。海關將繼續在各口岸加強監
察，嚴厲執法打擊走私香煙活動。

官拒「長洲覆核王」申請：法院無權挑戰人大決定
公正，要求推翻報告。雖然政改方
案上周已遭否決，但高等法院於 4
月曾開庭處理郭的司法覆核許可申
請。
法官區慶祥昨頒下判詞，拒絕批

舊樓未裝消防設施
13業主各罰千元

致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有逾 40 年樓齡的西
灣河堅信樓 13 名業主遭消防處票控，指他們沒按指示
在大廈安裝消防設施，違反《消防安全（建築物）條
例》。13 名業主昨承認控罪，辯方求情時稱，因大廈
沒有業主立案法團，而且非所有業主遭票控，故難以
集資。業主在庭外說，政府應修例豁免舊唐樓，因高
齡樓宇結構不利加裝消防設施。
遭消防處票控的13名業主共涉及11戶，指他們於前
年9月至去年4月期間，沒按指示安裝消防設備；包括
自動花灑系統、消防喉轆系統及手控火警警報系統。
辯方求情時說，堅信樓有 19 戶業主，但當中只有 13
名業主遭票控，而且堅信樓當時沒成立業主立案法
團，令他們未能團結齊心及集資，去解決消防問題。
該大廈已於上月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並聯絡消防承辦
商，雖然無奈且覺有心無力，但亦會積極在未來時間
解決。13 名業主各罰款 1,000 元，並要在一年內執行
消防安全令。
業主在庭外稱，希望當局能修例豁免舊式唐樓加建
消防設施，認為新例硬加於舊樓上，但舊樓的圖則根
本不容許作如此改建。

珠寶展首天竊案 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有
「長洲覆核王」之稱的長洲原居民
郭卓堅，早前委聘資深大律師李柱
銘就政改諮詢報告提呈司法覆核，
批評報告扭曲民意，諮詢過程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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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許可申請，強調即使法庭推翻報
告，不代表可廢除人大「8．31」決
定，且本港法院沒有司法管轄權挑
戰人大決定，爭拗報告的合法性只
淪為「學術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連 4 天的
「香港珠寶首飾展覽會」昨剛展開，即發生多
宗盜竊案，警方稱截至昨晚共收到 12 宗盜竊
案報告，其中 8 宗共有 9 粒鑽石被盜，價值達
560萬元。另外4宗盜竊案警方拘捕共5男2女
疑人，被捕者全為內地人，各人正被扣查。
「第二十八屆香港珠寶首飾展覽會」由昨
日（25 日）起至周日（28 日）假灣仔會展舉
行，吸引來自 45 個國家及地區、逾 2,200 家
參展商參加。展覽會昨開幕，珠寶大盜即頻
頻作案。
其中一宗發生在昨日中午 12 時許，兩名內
地女子到一個展覽攤檔挑選貨品，曾選取一
粒價值 13 萬美元（約逾 100 萬港元）的鑽石
觀看，之後表示不喜歡，並藉詞離開；但張
姓（28 歲）女職員發現她們交還的鑽石有
異，即截停兩女及報警。
警員接報到場雖未能在兩女疑人身上發現
鑽石，但翻查現場閉路電視片段，卻發現有
人事敗後暗中將鑽石放回攤檔，遂以涉嫌企
圖盜竊罪把兩女拘捕，被捕兩女分別姓周
（32 歲）及姓程（34 歲），俱持中國護照來
港。而差不多同一時間，亦有參展商報警求
助，報稱失去一顆價值 6 萬美元（約 46 萬港
元）的鑽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