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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勿低估互聯網威力 煽動可致傷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任職電腦客戶服務的「高登仔」，於去年非法「佔領」期間，以
網名「唔駛搵食呀」在高登討論區發帖，煽動網民包圍及衝擊立法會，以阻礙所謂「網絡廿三條」
通過。該名「高登仔」早前承認一項「有犯罪意圖而取用電腦」罪，惟上次提堂時他要求推翻認罪
答辯。案件昨日在觀塘裁判法院判刑時，被告突撤回推翻答辯申請。裁判官接納感化官建議，判其
感化一年，並在判刑時表示，不可低估互聯網的威力，斥被告沒深思後果，若被煽動者做出過火行

■煽動網民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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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被告黃恒達，於去年 11 月 18 日非法「佔
案情指，22
領」運動期間，在高登討論區發帖稱「今晚十點，我

朋友同我講……政總同垃圾會入面有好好食嘅廿三鰷」，又
呼籲網民「如果各位想食呢條大魚，今晚就去垃圾會政總同
龍和吧」。當晚，立法會大樓遭過百人衝擊。黃在場，但只
拍照而沒有參與。黃在兩日後被捕，在警誡下聲稱自己只是
「一時貪玩」，沒想到竟有人衝擊立法會。

在非法「佔領」運動期間，不少反對派支持者在網絡散播謠
言甚至煽動暴力「抗爭」。23歲「高登仔」譚曉峰去年「佔
領」期間在高登討論區發文，號召及煽動他人參與「佔領」非
法集結，又發表「一齊到旺角，盡力逼警方使用武力」，「地
鐵先係香港的命脈，一直都唔敢搞，但政府要玩，就玩盡佢」
等言論，其後承認一項有犯罪意圖而取用電腦罪，被判履行
100小時社會服務令。

官斥沒深思後果 推翻答辯仍有他罪可控

犯罪意圖用電腦「汽油彈」文員判守行為

裁判官認為，被告年輕，應給予他一次機會，也相信他在還
柙時已汲取教訓。不過，裁判官在判刑時表示，不可低估互聯
網的威力，他斥被告沒有深思後果，若被煽動的「盟友」做出
過火行為，可能會造成傷害，又提醒被告即使他「成功挑戰法
律」，推翻答辯，控方仍能以其他罪名控告他。若被告不停堅
持推翻答辯，反會被法庭認為他無心改過。

今年 2 月，24 歲文員郭匡文在 facebook 專頁留言，稱要
「整幾個汽油彈落李私煙（正義聯盟召集人李偲嫣）街站
度，當係暴動前熱身賽」，又向網民稱可考慮「裝油漆水槍
或辣椒油供警渣打人時自衛用」。他其後被警方拘捕，並控
以兩項有犯罪意圖而取用電腦罪，他其後獲准以 2,000 元簽
保守行為36個月。

3 賊疑車場「踩線」 夜盜後備匙偷 3 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深水埗大埔道一幢大
廈的停車場昨晨發生偷車案。3 名賊人潛入停車場，疑
乘管理員打瞌睡，取走車主放下的後備車匙，再偷走停
泊場內的 3 輛私家車。警方列作「盜竊」及「擅自取去
交通工具」案調查，正追緝 3 名偷車賊，不排除案件是
熟知停車場情況者所為。
現場為大埔道 70A 號友聯大樓地下的有蓋停車場，可
停泊約 15 輛車，不設時租，每個車位月租約 3,000 元。
據悉車場由外判公司管理 30 多年，負責人是一對姓蔡
父子，而 44 歲兒子更兼任夜更管理工作。由於車位不
足，除部分固定位外，屬流動位的車主需留下車匙以便
管理員代泊及移位。車匙則放在車場當眼處的夾萬內。
警方懷疑賊人事前曾經「踩線」探路，再伺機下手。

泰餐廳夜變酒吧 警「放蛇」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九
龍城一間泰國餐廳懷疑在晚上「變
身」無牌酒吧，更提供男公關陪酒服
務。警方根據情報調查後，昨凌晨派
員喬裝顧客「放蛇」，成功拘捕4男2
女，當中 4 名泰國籍男子是遊客身
份，涉違反逗留條件非法受僱工作。
現場為打鼓嶺道一間泰國菜館，是
一間領有酒牌的食肆。最近懷疑有人
在入夜後將菜館變為酒吧，並安排男
公關在店內為人客提供陪酒服務。

九龍城分區雜項調查隊及特遣隊人
員根據線報調查後，昨凌晨約 1 時採
取打擊非法勞工行動，派員喬裝顧客
入內「放蛇」，裡應外合採取行動，
當場拘捕 2 女 4 男。其中一名 61 歲被
捕女子是負責人，涉嫌聘用非法勞
工。4 名年齡 26 歲至 29 歲泰籍男子是
遊客，涉嫌違反逗留條件，另一名 58
歲女子則涉嫌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
件。
九龍城分區雜項調查隊高級督察曹
美英表示，涉案食肆領有酒牌，而 4
名被捕泰籍男子持旅遊證件來港，疑
非法受僱在酒吧負責招呼客人、斟
酒、抹枱及清潔等工作。
消息稱，負責今次行動的曹美英高
級督察，過去在駐守長沙灣時曾身先
士卒，打扮成「闊太」，參與調查無
牌泰吧的「放蛇」行動。

男公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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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涉違逗留條件做黑工

轉讓丁權聲明刑責惹爭議

墮樓漢撞巴再落地
途人以為車禍
■一名車主透露其被偷走的平治房車，去
■大埔道被偷車賊取匙偷走3車的月租停車場需泊車留匙。
年新車落地時價值超過100萬元。

女車主：仍願交出後備匙
消息稱，停車場的管理員分早、夜更。據早更姓鄺管
理員表示，停車場經營多年，治安一向太平，場內設有
閉路電視。鄺續稱放車匙的夾萬密碼鎖損壞多時，一直
只靠鎖匙開啟。他強調附近治安向良好，未發生過偷車
事件，大廈 5 年前曾發生竊案，安裝閉路電視後再沒賊
人出現。

有女車主指在上址租用車位已 30 多年，從未試過被
偷車，經歷今次事件後仍會放下後備車匙予管理員，因
「信得過，咁多年佢哋好盡責。」
雖然上址停車場內張貼了免責聲明，聲言對車輛一切
意外及失竊概不負責。不過，有大律師表示免責聲明建
基於車場在正常運作時出現失竊，車場才可免責；惟事
發時若因有人睡着而導致被賊人闖入，則免責條款可被
推翻，遇竊車主可向車場索償。

綠 Van 追尾撼掃街車 12 傷

■涉嫌非法受僱在變身酒吧的泰國菜館陪酒的
泰籍青年。

﹂

時任地政總署助理署長林惠霞昨日在庭上承
認，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和發展局
局長林鄭月娥，曾分別於 2006、及2007年回覆時
任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指署方同意將不准轉讓丁
權的法定聲明內容，納入建屋牌照的附註部分。
辯方強調，兩信清楚列明當中不涉及刑事成份。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羅建偉的書面供詞卻
指，如有人串謀發展商或其他人士，以不誠實手
法簽發建屋牌照，該條款不代表免除有關賣地可
能引起的刑責。

看更醒來看「天眼」始知有賊
案發昨清晨 5 時許，3 名賊人潛入停車場，打開夾萬
偷走裡面的3,000 元及3 條車匙，將泊在車場內的3 輛車
包括平治、凌志及豐田偷走。現場消息稱，停車場 44
歲姓蔡負責人在管理處休息，醒來發現失去 3 輛私家
車，翻看閉路電視後發現有賊偷車，隨即報警。
被偷走的凌志房車車主表示，其座駕為約值兩萬元的
舊車，不打算追究；另平治房車車主稱，他在上址租用
車位兩年多，覺得治安不錯，料不到會被偷車，他的平
治是年前以逾百萬元買入，被問到會否追究索償時，他
卻不置可否。至於另一輛被盜豐田 7 人車，據說是姓蔡
負責人的代步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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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頭 收介紹費

為，可能會造成傷害。

地產經紀指證

煽衝立會「高登仔」不認還認判感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丁屋
發展商及 11 名沙田原居民在 2008 年至
2011 年間，涉嫌非法收取報酬轉讓丁
權，及詐騙地政總署批出丁屋建屋牌照
而被起訴。涉案發展商及原居民早前否
認 23 項串謀詐騙及串謀向代理人提供利
益罪。
案發時為發展商「套丁」的特赦證
人、前地產經紀昨在庭上供稱，沙田鄉
事委員會主席莫錦貴、前主席藍國賢及
時任副主席鄭耀棠均為「丁頭」，每成
功介紹一個「丁」便可獲介紹費，其中
莫的介紹費更是部分人的10倍。
12 名被告依次為丁屋發展商李欽培
（82歲）及11名沙田原居民陳志昌、黃
卓帆、韋俊傑、韋震豪、溫貴麟、鄭國
華、鄭宇宏、鄭興、邱貴珠、韋柏瀚及
劉德勝（年齡 31 歲至 79 歲）。案件昨
於區域法院續審。
案發時為首被告李欽培處理「套丁」
及申請牌照的前地產經紀張卓榮，昨以
特赦證人身份作供。
他 稱 ， 在 2003 年 至 2011 年 受 僱 於
李，其間李教他如何申領屋牌及負責
分發賣丁費及介紹費給原居民及介紹
人，李又介紹沙田鄉委會主席莫錦貴
給他認識，以便處理交收賣丁及介紹
費用。
張續稱，莫的介紹費是眾多介紹人中
最高的，達 20 萬元，其他人的介紹費約
為兩萬至 6 萬，莫前後共介紹 8 名原居
民，共獲 160 萬，前主席藍國賢及時任
副主席鄭耀棠亦曾分別介紹 4 名及 3 名
原居民。
張又證實莫在多張收據上均未有簽
署，莫向他表示「錢唔係我收晒」及
「後補簽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沙田獅子山隧道公路昨凌晨
發生車禍。一輛行走旺角至沙田通宵專線小巴沿獅子山隧道公
路入沙田，途至新田圍邨對開彎位時，疑司機不察前方有一輛
亮起箭嘴指示燈的掃街車緩慢行駛，收掣不及撞向掃街車車
尾，當場車頭盡毀，小巴11名夜歸乘客與司機同浴血送院。
12 名傷者，包括肇事專線小巴 63 歲姓周司機，以及 8 男 3 女
小巴乘客(18 歲至 47 歲)，各人傷勢並不嚴重，同送院治理。而
被撞的掃街車 54 歲姓趙司機並無受傷，事後與小巴司機同通過
警方酒精呼氣測試。
肇事為行走旺角至沙田黃泥頭的 65S 通宵專線小巴，昨凌晨
事發前在旺角弼街站頭滿載乘客開出。凌晨 2 時 39 分，小巴經
獅子山隧道入沙田後，沿獅子山隧道公路左一線落斜，途至新
田圍邨對開一處左彎，疑司機不察前方有一輛慢駛的掃街車，
正亮起箭嘴指示後方車輛靠右行，小巴司機來不及閃避，左車
頭撼向掃街車右邊車尾。
小巴車頭嚴重損毀，車上乘客冷不提防之下紛撞傷及跌傷。
由於傷者眾多，大批救援人員到場將小巴盧 12 名傷者分批送院 ■沙田獅子山隧道公路失事撞掃街車的專線小巴車頭盡
救治。車禍導致獅子山隧道公路北行嚴重受阻。
毀。

搵替死鬼代交「牛肉乾」地盤工准保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地盤
工人今年 6 月初被抄牌後，疑為了逃
避 320 元罰款，將交通違例事項通知
書（俗稱「牛肉乾」）的尾頁撕下，
偷龍轉鳳換到鄰近另一輛同被抄牌的
輕型貨車上，更將該車輛原有的告票
扔去，事主「替人」繳交罰款後始揭
發事件。
該名地盤工人被控一項欺詐罪，昨
於屯門裁判法院提堂時毋須答辯，控
方申請押後至下月 30 日再提堂，以索

取法律意見，其間被告獲准以1,000 元
擔保外出。
控罪指，被告鄧偉業（29 歲）於 6
月 2 日在屯門楊青路近楊小坑咪錶停
車場，將其輕型貨車上的「牛肉乾」
的最後一頁撕下，換放於另一輛輕型
貨車上，誘使姓吳車主替他繳付 320
元的定額罰款。
據了解，被告與事主並不相識，案
發時事主的輕型貨車停泊在被告的車
輛旁，同被抄牌，惟告票遭被告偷龍

轉鳳後扔去。他在繳交罰款後接獲通
知，指他仍未繳付，遂起疑並揭發事
件，警方調查後拘捕被告，警誡下他
承認因不想繳交罰款而犯案。
警方今年 4 月曾偵破一宗類同的
「假牛肉乾」案，一名 37 歲男子疑不
忿被抄牌，用電腦掃瞄告票後，利用
軟件刪去車牌、日期等資料，打印成
空白的複製本，再到街上抄牌，車主
收到「假牛肉乾」後不虞有詐，替其
繳交罰款。

■在彌敦道好收成商業大廈跳樓男子死在巴士與
行人路之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油麻地彌敦道昨
午發生男子墮樓撞及雙層巴士事件。一名在教育
機構工作男子，昨午 3 時許懷疑上班途中跳樓，
墮下時撞中一輛途經雙層巴士後跌落路面身亡，
途人初時還一度以為發生交通意外。警方調查後
相信事件無可疑，正調查事主墮樓原因。
死者姓范、39 歲，是彌敦道 515 號好收成商業
大廈樓上一間教育機構的職員，警方並無檢獲遺
書，其厭世原因有待調查。
現場消息稱，范在該機構工作兩個多月，負責
網頁設計，已有要好女友。據悉范昨日如常上
班，中午與同事一同外出用膳時亦無異樣。由於
他入職時只填報個人聯絡電話，機構方面暫未能
聯絡其家人。

無證男墮斃花園街
此外，昨凌晨 4 時 45 分，一名男子頭爆肢斷倒
臥花園街 158 號對開地上，途人發現大驚報警，
救護員到場證實男子明顯死亡。死者姓葉、40
歲，由於其墮樓時身上無證件，初時一度被以為
是攀爬上址大廈外牆棚架的「飛天蠄蟧」。
警方封閉現場調查近8小時後，才確認其身份，
並在大廈天台檢獲一樽燒酒，疑死者從天台墮樓，
相信事件無可疑，但在天台未有檢獲遺書。
事件影響介乎弼街至旺角道一段花園街小販認
可區部分封閉，有檔販受影響未能開檔，訴苦稱
「做少好多生意」。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熱線：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生命熱線：

涉衝關「富二代」留醫缺席聆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
名自稱「富二代」的 24 歲中國籍男
子，涉嫌於本月 24 日（周六）駕駛
一輛福特野馬 Mustang 系列的黑色跑
車，接連衝過內地皇崗口岸及本港
落馬洲管制站兩關抵港，再直闖市
區，在港玩了 4 日 3 夜後，本月 27 日
（周二）在中環因「無證」被查揭

發拘捕。
他被控非法入境、無牌駕駛、駕駛
未獲發牌車輛及沒有第三者保險共四
罪。案件昨首次提堂，惟控方指由於
被告被捕後情緒激動，需於伊利沙伯
醫院羈留病房留醫，故未能出庭，裁
判官閱畢案情後亦指被告「真係有點
問題」。

被告鄭羽舟（24 歲），報稱無業。
控方昨日在庭上指，被告經北區醫院
轉介至伊利沙伯醫院留醫，醫生初步
觀察指被告有精神問題，目前由警員
看管。
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至下月 3 日再提
堂，控方會在下次提堂時為被告索取
兩份精神科報告。

■在花園街墮樓男子死在路中央。

2343 2255
2896 0000
2389 2222
2382 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