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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國際集團控告《壹週刊》誹謗索償逾
6.3億元案，霸王一方昨續結案陳詞，指涉案
女記者選擇性地採用個人認為的安全標準去
撰寫文章，及「天真」地相信「爆料人」的
說法，是不負責任。而時任《壹週刊》內容
顧問張劍虹及總編輯李志豪因務求令文章達

致煽情效果，將標題改成「霸王致癌」，猶如為文章
帶來「死亡之吻」，認為法庭不能將標準定得太低。
法官亦同意有關說法，指傳媒應堅守新聞工作者責
任。

官：傳媒應堅守新聞工作者責任

代表霸王一方的資深大律師鮑永年強調，在考慮涉
案記者林瑜婷是否合理相信文章內容是否真確，及有
否作出相關求證時，標準不宜定得太低，因除《壹週
刊》關注本案外，其他傳媒亦同時十分關注，法庭最
終的裁決將對新聞界有深遠影響，若標準定得太低，
不能達致懲戒效果，而其他傳媒有見及此，亦將會仿
效被告。
法官陸啟康同意法庭不能對傳媒的標準定得太低，

並謂現時互聯網的資訊泛濫，傳媒應堅守新聞工作者
的責任。
鮑指出，涉案記者林瑜婷由調查至撰寫文章的過程

中連番犯錯，她打從一開始已對「爆料人」的說法有

所懷疑，而對方提供的化驗報告與《壹週刊》的化驗
報告結果有很大差異，但林卻「天真」地相信對方提
供的資料。

霸王質疑記者未採納專家意見
鮑又質疑，澳洲權威機構國家化學品通告和評估署

（NICNAS）的科學報告，把洗髮水的「二噁烷」含量
安全標準定為100ppm以下；另外接受林訪問的專家同
樣指出，含有10ppm或以下的「二噁烷」對人體健康
的影響「一定冇事」，惟她沒有採納專家意見，以外
行人身份判斷，選擇性依賴一份她認為可信的報告，
沒有交代其他學派的觀點。

鮑續指，時任《壹週刊》內容顧問張劍虹及總編輯
李志豪作為「最終蓋章者」，卻容許偏頗的報道刊
登，又將標題改為「霸王致癌」，並引述張作供時玩
「捉字蝨」，指標題不是寫成「必致癌」或「直接致
癌」，直指其供詞荒謬。
至於就霸王指因涉案報道而影響中港兩地的洗髮水

銷售量，鮑指涉案報道刊登時，霸王剛上市，成為當
時熱門話題，被告一方理應預計到該報道將被大量媒
體轉載，故有需要為當中的誹謗內容負責。
而被告一方早前指《壹週刊》於內地是被禁刊物及

銷售量不佳，鮑指實際上有數十名居於內地的人士於
網上訂閱《壹週刊》，加上網絡傳媒大量轉載報道，
尤其涉案文章含有「霸王致癌」如此煽情的標題。
陸啟康法官聞言後表示，首次聽到有傳媒指自己的

發行量不高。
■記者杜法祖

霸王批《壹週刊》不負責任煽情

狠母涉搖死男嬰 10月再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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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歲童尿含「冰」雙親涉虐兒
母睹女「渾渾噩噩」求診揭發 一歲細女無事

遊澳失聯 欠債男返港墮樓亡

黃大仙出現針對電單車的縱火狂徒。摩士公園泳池對開鳳舞街行車橋底的電單車位，長期泊有
數十輛電單車，昨凌晨近3時發生「火燒連環車」事件，停泊在該處的全部38輛電單車，僅一車
逃過火劫，共37輛電單車被焚毀，消防救熄火警調查後，認為起火原因有可疑，交由警方列作
「縱火」案，追緝縱火狂徒。不少車主獲通知到場，見座駕燒至「得番棚骨」，大感無奈。

■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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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名妙齡女郎
上周末夜歸獨自途經志和街時，突遭色魔拖入後
巷企圖施暴，幸她奮力反抗掙脫魔掌。油尖警區
重案組接手調查，透過現場附近的「天眼」掌握
色魔樣貌，昨午在旺角區拘捕一名26歲涉案青
年，並檢走疑犯犯案時穿着的衣物檢驗。警方呼
籲夜歸女士應避免行經僻靜街道，最好有人結伴
同行。
被捕懷疑色魔26歲，因涉「企圖強姦」被扣

查，消息稱有人與家人同住界限街一單位，有
正當職業。

少女被拖入後巷施暴幸掙脫
油尖警區署理警司莫俊傑透露，案發上星期

六(22日)凌晨4時許，當時23歲女事主在佐敦
一間娛樂場所消遣後，獨自行經志和街準備前
往乘車返家。其間女事主突遭人從後拖入後巷
企圖侵犯。女事主奮力頑抗，最終成功逃脫力

保貞操。疑兇見事敗亦馬上逃去無蹤。女事主事後報
警。鑑於案情嚴重，油尖警區重案組接手追查。

重案組調查後拘26歲涉案男
重案組經數天深入調查後掌握足夠資料，探員於昨日

下午掩至旺角界限街一住宅單位，拘捕一名26歲涉案男
子，以涉嫌「企圖強姦」罪名將其帶署扣查，探員在疑
犯住所檢走懷疑他案發時所穿衣履化驗。據悉疑犯並無
風化案案底。警方透露，疑犯與受害人並不相識，相信
有人曾尾隨跟蹤女事主一段路後，才伺機落手。
消息透露，探員曾在案發現場附近多家娛樂場所取走

閉路電視片段調查，均發現可疑男子的蹤影，正了解是
否有人專在夜場外守候尋覓「獵物」。
警方呼籲夜歸女士們，要盡量避免行經僻靜地方，最好

結伴同行或以確保安全。而志和街現場由於鄰近彌敦道，
日間十分繁盛人流車流不絕，但入夜後則相對僻靜。

■■警方拘捕志和街企圖強姦案的懷疑色魔扣查警方拘捕志和街企圖強姦案的懷疑色魔扣查。。

■■女事主在志和街遭拖進後巷企圖強姦女事主在志和街遭拖進後巷企圖強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六旬無業婦於去年非法
「佔領」運動期間，因不滿銅鑼灣「佔領」區的示威者發
出噪音，故從住所擲下3個橙及盛有西瓜皮的膠袋以示抗
議，更涉嫌在警方上門調查時拿出菜刀及襲警。婦人早前
被判兩項高空擲物、兩項襲警及管有攻擊性武器共5項控
罪罪成。裁判官昨接納被告因一時衝動而犯案，故判感化
15個月。
辯方律師昨求情時指被告鍾美容（60歲）的感化及社會
服務令報告正面，當日因噪音造成情緒困擾，故一時衝動
而犯案。而兩份精神科報告顯示被告沒有任何精神及心理
病，只有少許抑鬱徵象。裁判官考慮到被告沒有案底，且
已還押兩周，最終按感化官建議判處被告接受感化。
鍾美容早前承認兩項高空擲物罪，指她在去年9月30日

深夜至10月1日期間，兩度在其銅鑼灣怡和街5樓寓所，
向馬路擲下3個橙及盛有西瓜皮的膠袋。其餘兩項襲警及
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罪經審訊後，亦被裁定罪成。

不滿「佔銅」擲橙襲警
老婦判感化15月

「光頭周」涉勒索 准保釋每晚報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曾高調拆除非法「佔

旺」路障、有「光頭周」之稱的周念慈（49歲），被控於
本年6月勒索一名曾姓裝修工人兩萬元，案件昨於九龍城
裁判法院提堂，將移送區域法院審理，等候轉介文件押後
至9月14日再訊。
控方不反對周繼續保釋，惟候審期間不得離開香港，需

交3萬元作擔保及每晚到警署報到。辯方律師提出修改保
釋條件，讓周改到旺角警署報到。裁判官翻查記錄質疑為
何多次修改報到地點，周解釋找到新工作，希望下班後報
到，獲官接納批准保釋。
周被控於九龍南京街的穩利建築有限公司內，恫嚇並勒

索其裝修工人兩萬元。警方接報，指該公司在油麻地新填
地街一幢大廈的工程被人淋潑油漆及勒索金錢，油尖警區
反黑組接手調查後拘捕周。

被捕夫婦分別43歲姓胡丈夫及其37歲姓羅妻子，兩人同
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扣查。

夫婦與兩名分別28個月大、及12個月大的女兒同住屯門良
景邨，但兩童均隨母姓。消息稱，有人分別染有毒癖及案底
纍纍，曾涉藏毒、販毒及爆竊等。
警方消息稱，屯門醫院職員昨午近3時報警，指兩名到該

院求診、年齡分別28個月及12個月大的小姊妹，其中姊姊
的尿液樣本懷疑含有冰毒成分。警方接報到場調查後，拘捕
兩名女童的父母。消息稱，小姊妹的母親較早前察覺兩名女
兒精神有異，表現渾渾噩噩，將她們帶到醫院求診。有人接
受警方調查時否認曾向女兒餵服冰毒，而12個月大的幼女
尿液樣本並無冰毒成分。

醫生：媽媽吸毒母乳或帶毒
有兒科醫生表示，假如母親吸毒，其母乳亦有機會帶有毒

品成分。至於兒童若攝入冰毒，的確有機會神志不清而「渾
渾噩噩」，長期更會對腦部發育有不良影響、甚至影響心
律，分分鐘可奪命。資料顯示，2010年美國加洲一名27歲
母親疑在吸冰毒後，再為其6周大的兒子哺乳，兒子隨後昏

迷死亡。驗屍確定嬰兒死於「甲基安非他明」中毒(冰毒的
學名)，母親被判監6年。

小童誤服美沙酮中毒死有前科
本港過往亦曾發生小童誤服毒品致命意外，2008年12
月，一名14歲男童在姨母葵涌家中借宿，其間誤服姨丈放
在雪櫃內、以小麥草汁樽盛載的美沙酮，翌日昏迷死亡。
2004年，一對分別3歲和16個月大的小兄妹，疑因為誤飲
父母的美沙酮，結果妹妹中毒身亡、3歲哥哥獲救。
冰毒(methamphetamine)學名是甲基苯丙胺或甲基安非他
明，是一種人工合成的興奮劑，在麻黃素化學結構基礎上改
造而來，故又稱去氧麻黃素。外觀為純白結晶體，由於看似
冰塊，故名冰毒，毒性劇烈並且有很強的成癮性。
服用冰毒後會有激動不安、抽搐、頭頸左右搖擺不止等中

樞神經系統高度興奮的症狀；短時間內會出現疲勞消失、精
神飽滿、注意力集中等虛假現象，但藥效過後便開始出現精
神反應遲緩、疲勞、乏力、頭痛、頭昏、心悸氣急、全身難
受不適等狀況。如長期使用更會出現心悸、心律異常以及腦
中風等嚴重反應，還會出現幻聽、幻視等妄想症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屯門一對年幼小姊妹近期由於身體

不適，被家人帶到屯門醫院求診，

院方診治後在其中28個月大姊姊

的尿液樣本中，發現疑含有冰毒成

分，於是報警求助，警方調查後以

涉嫌虐兒罪將小姊妹的父母拘捕，

消息稱其中母親疑有吸食冰毒習

慣。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已

接手調查女童尿液含冰毒原因，包

括是否曾被餵服或誤服、又會否透

過母乳吸收了冰毒。至於案中該對

小姊妹，消息稱警方稍後或會申請

兒童保護令，暫交由社署照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一名中年地產經紀
日前疑偕妻往澳門，妻子先行回港，但隨後與丈夫失
去聯絡，至前日向警方報案求助。至昨日凌晨，該名
經紀疑被人「押」回港收數，未幾卻被發現在港澳碼
頭附近的林士街多層停車場墮樓身亡。警方初時以為
案件有可疑，中區重案組一度介入調查，其後在現場
發現事主的遺書，相信有人因金錢問題困擾跳樓輕
生，並無可疑，案件列作「有人從高處墮下」處理。
死者姓嚴、49歲，據悉任職地產經紀，他已婚，與
妻育有一子。
事發昨凌晨3時許，有途人發現嚴在上環港澳碼頭

附近的林士街多層停車場墮樓，跌落對開的海關保稅

倉庫範圍空地上，當場頭破血流。救護員接報趕至證
實嚴已死亡，毋須送院。警方用帳篷蓋住屍身調查，
證實嚴為失蹤人士，其妻子於前日報警指與丈夫失去
聯絡不知所終。

疑被兩人押返港警現場檢遺書
警方經進一步調查，得悉有人昨凌晨由兩名男子陪
同從澳門乘船返港，而事發之前，有目擊者曾見到嚴
在林士街多層停車場二樓徘徊，身邊伴有兩人，其間
有人並發生爭持追逐，未幾嚴即跨欄墮樓。警方覺得
事有可疑，中區重案組一度到場調查。
惟經深入了解後，相信當時兩名「傍住」事主的男

子曾在停車場勸事主「唔好做傻事」，未幾卻目擊其
墮樓身亡。此外，警員在現場檢獲事主的遺書，內容
透露因金錢問題不開心。至於其為何欠債及金額若
干，則有待調查。仵工稍後將死者遺體舁送殮房，等
候驗屍確定死因。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熱線：2343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2 0000
東華三院芷若園熱線:1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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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海關年初派員「放
蛇」，到美孚新邨的759阿信屋購買急凍「ORJ原
隻熟澤西麵包蟹」，發現其淨重不足包裝上所寫的
重量，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其後再於沙田禾輋及瀝
源的分店找到更多「不足秤」的同款麵包蟹。
海關因此票控759阿信屋，其公司代表昨承認進
口、供應及管有應用虛假商品說明的商品等共5項
傳票控罪，被判罰款5萬元。公司代表稱重量資料
由供應商提供，公司沒作檢查。

指重量資訊來自供應商
經營759阿信屋的被告高雅線圈製品有限公司昨
派代表出庭應訊，代表承認全部5項違反商品說明
條例的傳票控罪。求情時指商品重量的資訊來自供
應商，公司沒有檢查過。裁判官蘇文隆批評此工序
應該很簡單，但被告都沒有做，「秤一秤好快
啫。」官問公司上一年度納多少稅時，代表稱「我
唔知呀，公司咁大」，蘇官遂回應「咁大間公司咁
罰重啲喇」。終判每項控罪罰款1萬元，合共罰款5
萬元，並需在兩星期內繳交。
涉案的30包蟹購自英國澤西的供應商，全部均於
去年11月海運進口。案情指海關於今年1月28日
「放蛇」，到美孚新邨百老匯街759阿信屋急凍食
品市場，購買一包預先獨立包裝好的「ORJ原隻熟
澤西麵包蟹」，其包裝上註明「淨重：800g+」，
但經檢驗卻發現其重量只有637.2克，比包裝上所標
示的少百分之二十。
海關於3月16日再到上述店舖檢走5隻同類產
品，並於沙田禾輋的759阿信屋及瀝源廣場的759阿
信屋超級市場，分別檢走18隻及6隻。經檢驗後發

現此29隻蟹只有499.2克重至733.6克重，全部均比包裝上
寫的800克輕近一成至四成。
其後海關調查人員到759阿信屋位於觀塘巧明街的辦公
室進行調查，公司代表稱公司自商品進口之後就沒有再就
商品的淨重作檢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婦人疑不滿婚姻觸礁被丈
夫拋棄，涉嫌在本周二於其長洲寓所搖死兩個月大兒子，
被控謀殺罪，昨於東區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暫毋須答辯，
等候警方進一步調查及驗屍報告，還柙至10月22日再訊。
30歲被告梁笑芳報稱無業，控方透露她是去世男嬰李汶
軒的唯一監管人，兩人住在長洲大新後街一寓所，因案件
沒有證人，警方需進一步調查，控方亦需徵詢法律意見和
等候驗屍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警方昨晨在九龍油
塘邨破獲一個武器庫，當場拘捕一對少年情侶，起出一
批攻擊性武器包括軍刀及伸縮棍等。警方相信其中被捕
少年具黑幫背景，正調查兩人收藏武器動機。
被捕情侶分別16歲姓伍少年及17歲姓李少女，同涉
嫌「藏有攻擊性武器」及「藏有違禁武器」被扣查。其
中姓伍少年疑有黑社會背景。
警方東九龍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早前接獲線報經

深入調查後，昨晨9時突擊搜查觀塘油塘邨貴塘樓一單
位，在單位內檢獲一把牛肉刀、一把軍刀、一支水喉通
及一支伸縮警棍，單位內兩名分別16歲及17歲男女當
場被捕。

■■1717歲少女同涉案被扣查歲少女同涉案被扣查。。■■警方在警方在「「武器庫武器庫」」拘捕拘捕1616歲少年歲少年。。

■探員檢走的「兵器」包括利刀及伸縮警
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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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軍刀等武器 警拘少男少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