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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位於元朗的特殊學校、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的一批學生家長，去年
7 月不約而同收到告密光碟，內有女教師在課室多次向多名智障學童的頭及臉噴灑消毒酒精的片
段。事件揭發後涉案女教師被拘控共 15 項故意襲擊致兒童受傷罪名，她辯稱只是向學生的手及空
氣噴酒精消毒，拒絕認罪，經審訊後昨在屯門法院被裁定其中 11 項罪名成立。裁判官斥被告是故
意襲擊學童作為懲罰，下令索取其背景及心理報告，押後至明年 1 月 8 日判刑，被告須還柙監房過
聖誕新年。有學生家長滿意裁決，「覺得攞返個公道」。

被

告為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前女教師梁佩琪（47
歲），被控於前年 9 月至去年 7 月間，向 7 名 6 歲
至 7 歲的智障學童的臉及頭部直噴消毒火酒，她否認共
15 項控罪受審，昨被裁定 11 項罪名成立，其餘 4 罪則罪
脫。

被告口供矛盾 官拒接納
劉綺雲裁判官昨裁決時指 8 名控方證人誠實可靠，證
供吻合沒有分歧。相反被告作供有矛盾，並非實話實
說，不接納被告的證供。
劉官又指反覆仔細觀看案中光碟後，留意到被告是知
道酒精噴到學生的臉，認為她是故意這樣做，不可能是
意外或疏忽噴到學生的臉。而且被告在噴灑之前有斥責
學童「大聲過我丫嗱」、「好煩呀你」等等，相信她是
以噴酒精作為懲罰，消毒空氣的說法只是掩飾。
由於某幾次涉案行為在影片中未能清晰顯示，或因被
告疑似是有向着學童的手部噴灑酒精，劉官不能肯定被
告該些行為是否有犯罪意圖，故裁定其中 4 項罪名不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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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又「炒電梯」 三日兩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港鐵昨晨又有「炒電
梯」事故發生。港鐵銅鑼灣站內一條扶手電梯的梯梳，
昨晨上班時間在運作期間懷疑突然「炒起」，港鐵人員
即時用布遮蓋肇事扶手電梯，並安排承辦商派員調查事
件和搶修，經檢查後發現有一顆並不屬於肇事扶手電梯
的螺絲，懷疑電梯被外來異物卡住肇禍，事件中幸無人
受傷。今次已是3日內港鐵車站第二宗同類事故。
肇事為銅鑼灣港鐵站近 B 出口、C 出口，一條連接月
台及大堂的扶手電梯。事發昨晨約 9 時半，身歷其境的
乘客鍾先生剛好乘搭出事的扶手電梯。他憶述事發經過
稱：「我一隻腳已經踏上跳板，另一隻腳仍在梯級，突

然『啪』一聲梯級爆裂，碎片飛晒出嚟！好彩冇彈上
嚟，因為喺我『褲浪』位。」他亦慶幸當時沒有玩手
機，「如果啲人玩緊電話，或者係老人家就可能會走唔
及受傷。」鍾說事發後約半分鐘，已經有港鐵職員趕來
控制場面，立即限制乘客使用扶手電梯。

目擊者：梯梳飛起晒
另一目擊者王先生事發時亦搭同一條扶手電梯，甫上
到地面身後即傳來巨響，轉頭看見「扶手電梯啲蓋（梯
梳）全部掀起晒、飛起晒！」王指當時「扶手電梯上面
有 5 個人至 10 個人，電梯一出事就即刻停咗，啲乘客呆

多名學生家長昨有到庭聽取裁決，有家長得悉結果後
忍不住眼泛淚光，表示對裁決感到滿意，雖然對於某些
罪名不成立感遺憾，但仍「覺得攞返個公道」。有案中
事主的家長大讚劉官細心，非常信任劉官，又對主控官
表達謝意。

家長睇片心痛：原來學校咁危險
幾名家長回想看到告密影片時的心情，仍覺得愕然、
心痛，「好難以置信，以前好相信學校，點知原來學校
係咁危險」。
保良局昨發新聞稿指，保良局羅氏信託學校校方一直
相當關注有關案件，對有學生在過程中受到不必要的傷
害表示難過，對任何傷害兒童的不當行為「零容忍」。
至於有關教師涉及嚴重不當行為，並被法院裁定觸犯刑
事罪行，該校將按教育局資助例則，於法團校董會會議
上通過作即時解僱。
校方相信今次屬個別事件，並已制定一系列措施，包
括學校管理層加強巡視及督導、已於課室安裝閉路電
視、檢視校本投訴機制、加強家長及學校溝通工作，並
透過家教會鼓勵家長多參與活動，絕不會容讓同類事件
再次發生。
社署指會突擊巡查院舍，如涉及刑事訴訟，社署會安
排受過特別訓練的人員，為有需要的證人在刑事訴訟中
提供支援，亦已要求涉事機構改善。教育局則指前年至
今，一共收到 8 宗特殊學生受到不當對待的投訴，如發
現違規，會向學校發出勸喻或警告，或轉交其他政府部
門跟進。

議員意見

官批故意襲擊學童還柙候懲 家長：討回公道

屢爆師虐生事件 單靠學校難處理

酒精噴童臉 惡師監房過節

同類事件近年不時發生，多
間特殊學校或服務中心接連被
揭發教職員涉嫌虐待學員事
件，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認為不
應該單靠學校處理投訴，政府
有責任監管，建議成立獨立調
查機制，供教職員及家長作出申訴。
又建議成立一個專業監管制度，當特
殊教育老師嚴重失德時，可透過有關
機制將他們除牌，避免繼續從事教育
工作。
張超雄希望案件可以對從事服務或
教育智障兒童人士作為警戒，並提醒
機構及辦學團體多加留意轄下學校或
中心。張超雄得悉被告有在其他學校
任教後，籲政府往後考慮凍結涉案教
師的教學資格，並冀當局讓教育界成
立自我規管的專業團體。

家長：不能觀課難揭問題

有就讀涉案學校的學生家長表示，
孩子說過不願上學，她有向校方反
映，希望看看孩子上課情況，但不獲
准許，認為家長很難發現問題。
同類事件近年不時在不同院校發
生，今年 8 月，匡智會鳳德邨成人展
能中心有教職員懷疑將學員撞向桌
邊、強行餵食，3 人涉嫌普通襲擊被
捕。
今年 7 月保良局黃大仙曹金霖幼兒學
習中心有女職員涉嫌虐待 4 歲女童被
捕。
2013年4月，真鐸學校被舊生及家長
投訴有老師涉毆打及以言語侮辱學
生，教育局完成調查後，將個案轉介
警方跟進，一名男教師承認將聽障學
生「推埋牆」，判守行為兩年。
■記者 杜法祖

咗咁望住啲蓋全部爆開晒。」
王先生指從新聞報道得知港鐵多次發生同類事故，所
以聽到巨響時已猜到又是「炒電梯」。事後他猶有餘
悸：「如果我踩中爆開，好大機會受傷，都幾危險。」
港鐵發言人稱，昨晨約9時30分，銅鑼灣站職員在車務
控制室發現亮起燈號，顯示車站大堂連接往柴灣方向列車
月台一條上行扶手電梯停止運作，前往了解發現電梯預端
梯級與梯梳損壞，於是將電梯圍住，及安排承辦商檢查及
維修，事件中無人受傷，經檢查後發現有一顆並不屬於涉
事扶手電梯的螺絲，懷疑被此外來異物卡住肇禍。肇事扶
手電梯上一次進行例行檢查及維修日期為12月15日。
今次已是港鐵車站3日內第二宗同類事故，本周一（21
日）下午，港鐵九龍塘站連接一號月台及東鐵線大堂的一 ■港鐵銅鑼灣站內一條扶手電梯，昨晨上班時間
條上行扶手電梯，亦曾發生「炒電梯」事故。
在運作期間突「炒起」。

違法「拖網」捕魚 漁船4人落網

■涉非法捕魚的漁船被拖返西貢水警基地扣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有漁民近日在本港水
域涉嫌以違法「拖網」方式捕魚，被漁護署及水警發
現，人贓並獲遭票控。當涉案漁船被拖返水警基地檢查
時，有人竟將漁護署外判人員檢測用的工具，包括發電
機等統統踢落海，另涉「刑事毀壞」被警方拘捕。漁護
署正跟進調查有關非法捕魚事件。
涉嫌「刑事毀壞」被捕本地漁船船主姓冼、60 歲，
其漁船上3名內地船員據悉均為合法聘用。
消息稱，有鑑於「拖網捕魚」會造成過度捕撈，對自
然生態有嚴重不良後果，故自 2012 年年底起，在香港
以拖網方式捕魚即屬違法，漁護署不時派員巡查、及與
水警聯合行動打擊非法捕魚。
本月 21 日水警及漁護署人員在西貢火石洲以東、距
離邊界 3 海里的本港水域，發現一艘漁船正在使用拖網
進行捕魚，立即上前進行檢控。當時船上有一名 60 歲
姓冼本地船主及 3 名內地船員，調查後得悉除了以非法
方式捕魚外，該船更無向署方登記作捕魚用，執法人員

■有被捕漁船船員一度將漁護署外判工的發電機等工
具踢落海。
立即向船主發出傳票，並將漁船押返西貢對面海水警基
地扣查。水警於船上檢獲拖網工具、26 張漁網及 20 公
斤魚獲等證物。

船主踢發電機落海涉刑毀
因需檢查涉事船隻，漁護署遂召來外判工人拆除俗稱
「蝦鬚」的拖網魚桿，但有人竟將工人的發電機等工具
器材一併踢入海中，工人唯有報警求助。警方隨即以涉
嫌「刑事毀壞」將姓冼船主拘捕。
漁護署指自 2012 年年底將拖網捕魚列為非法後，翌
年即有 20 宗成功檢控；2014 年則有 18 宗；而今年包括
本案則有多達 39 宗，其中 28 宗已成功檢控。署方續
指，禁止使用拖網或電拖網，但漁民仍可使用針網、浸
籠及延繩釣的方法捕魚。
署方強調如漁船在無登記下捕魚，一旦罪成，可被判
罰款 20 萬元及囚半年；如非法捕魚則高最罰款 20 萬
元，監禁一年。

撞死狗不顧而去 司機惹公憤遭起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元朗上周有唐狗被車
撞死，司機事後不顧而去，事發經過被附近閉路電視拍
下。該片段近日在網上瘋傳，引起網民公憤，於
facebook 成立群組聲討肇事司機。一名自稱肇事司機的
網民於群組內就事件公開道歉。警方接獲報案後列作
「虐待動物」處理，昨日拘捕涉案司機。
警方表示，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六隊接手調查後，
昨日（23 日）下午在元朗唐人新村一單位，拘捕該名
52 歲姓張輕型貨車司機，他涉嫌「虐待動物」被扣
查。

網民群組聲討 事主道歉被捕
網民稱事件中被車死是一頭唐狗女，名「Alan」，今
年 4歲。事發上周三（16 日）下午，現場為元朗唐人新
村路。網上瘋傳的車死狗短片長僅 8 秒，但清晰拍得當
時馬路上有兩隻唐狗走動，其間因有車駛過，兩狗立即
閃避，但其中一隻唐狗遭客貨車撞倒並疑遭後輪輾過，
網民其後指唐狗已重傷身亡。事件引起網民在 facebook

上開設群組聲討客貨車司機，逾兩千名網友加入群組並
進行起底。
事發後 7 天至昨日，有一名為「Ricky Cheung」的網
友自稱是肇事司機並公開道歉：「深感悔疚痛心，盼望
大家原諒。」並請求網民停止公開家人資料及滋擾。同
日該名涉案司機即被警方拘捕。
愛護動物協會回應指得悉事件，對司機不顧而去造成
狗隻傷重死亡深感憤怒，會積極與警方跟進事件，已主
動和警察總部隸屬支援部的「動物守護計劃」負責人了
解事件的進展及要求跟進，並已向警方提供網上的片段
備案。
有執業大律師指出，根據《道路交通條例》，司機駕
駛撞倒人或動物，必須停車報警處理以待調查，否則有
機會被控以肇事後不顧而去或遇事不報罪名，前者最高
刑罰為罰款一萬元及監禁一年，後者則罰款 1.5 萬及監
禁半年，司機還會可能被加控不小心駕駛或危險駕駛罪
名，而狗主事後亦可向司機民事索償，追討狗隻死亡的
心靈損失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