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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狗」叫囂搗亂 擾培僑上課
無視教師澄清fb遭冒「爆粗」校門外灑溪錢要校長上香

警方繼續調查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等「失
蹤」事件。5名機動部隊警員昨下午4時，到
書店位於柴灣工廠區的貨倉一帶搜證，警員
向區內大廈保安員、小巴站頭司機、店舖職
員等查問，在上月30日李波最後露面時段的
前後，有否目擊可疑情況及疑人。警員在附
近查問兩小時後收隊，暫未有重要發現。警
方東區重案組探員在同一時間，亦帶同書店
一名職員返回銅鑼灣書店調查，逗留約半小
時後離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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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加入警隊7年、停職前駐守西
九龍總區交通部的警員，早前承認8項罪名，即於前年11月至
去年1月停牌期間，在警署駕駛電單車及在龍翔道駕駛私家
車，昨被判囚3個月、緩刑3年，並即日起停牌18個月。
30歲被告張偉倫早前承認「停牌駕駛」、「沒有第三者保險下

駕駛」等8罪。辯方大狀指報告不建議法庭判社會服務令，因感
化官難以相信其遺失駕駛執照的說法，對他的評語亦較嚴苛。
張於2014年因超速被判停牌6個月，辯稱停牌當日因遺失駕

駛執照，沒向屯門法院交出執照，數日後尋回，卻誤以為可繼
續持有直至停牌令完結。裁判官直言這是「求情的核心」，本
案押後待辯方提出報失證據，但控方翻查記錄，確認張於2014
年8月向警署報失，裁判官始接納此求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元旦日凌晨牛池灣彩雲邨發生警員
開槍案，警方東九龍總區重案組經深入調查後，前晚在黃大仙拘捕
兩名涉嫌與案件有關男子。連同案發當日即場被捕的一名男子，目
前已有3人涉案被扣查。警方仍追緝一名涉案在逃女子助查。
前晚落網兩人分別是21歲姓陳男子，他懷疑是當晚涉案私家
車的司機，而25歲姓劉男子則為乘客。警方是於前晚10時許採
取行動，在黃大仙上邨拘捕兩人，他們涉嫌瘋狂駕駛及傷人。
劉並涉及另一宗販毒案。
警方昨凌晨將劉押返慈雲山慈康邨康添樓一個單位搜查，而

陳亦被押到彩雲邨飛鳳樓一個單位搜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北角前日揭發有菲律賓籍女子
疑服藥墮胎後，再將胎兒棄置街頭垃圾桶案，涉案37歲菲籍女
子在東區醫院留醫至昨日下午，終正式被警方拘捕。大批警員
昨午亦趕到屯門稔灣垃圾堆填區大舉搜索，希望尋獲遭棄置的
胎兒，惟至傍晚未有所獲。
前日上午，涉案37歲菲籍女子MARIBEL報稱不適，送院揭

發她疑服藥後墮胎，並報稱將胎兒丟進北角英皇道皇都戲院大
廈寓所附近街頭的垃圾桶。大批警員前日一度「反轉」北角街
頭的垃圾桶，希望尋回胎兒，惟疑因事發是大前日凌晨時份，
胎兒恐已隨垃圾送到堆填區。
警方東區重案組接手調查後，至昨日下午在醫院以涉嫌「施
用藥物以促致墮胎」，將涉案的MARIBEL拘捕。
另一方面，30多名機動部隊藍帽子警員聯同東區重案組探

員，昨午2時許到達屯門龍鼓灘稔灣堆填區。消息稱，警方經
向環保署了解後，得悉北角區的垃圾應運到該堆填區第八區處
理，故警員均穿上白色保護袍及戴上口罩、眼罩以及頭盔作保
護，集中在該區翻起垃圾尋找胎兒。
戴上口罩的記者在距離搜索區域約200米外，利用長焦距鏡
頭拍攝搜索過程，但仍聞到堆填區傳來的陣陣惡臭。

菲婦涉用藥墮胎被捕

交警停牌駕駛 判緩刑停牌18月

元旦開槍案警再拘兩男

衝擊特首諮詢會「學民」兩員判社服80小時

■■李宗澤被判社李宗澤被判社
服令服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朗彥被判社林朗彥被判社
服令服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特赦證人獲告知
「勿洩試題否則死硬」

港鐵又「炒梯」外來螺絲肇禍

韓式雪糕店3店 3分鐘內遭刑毀

奶粉罐藏仿真槍 港人闖福田斷正

協和小學3名教師疑洩叩門試題案，昨法庭
傳召特赦證人、任職佛教正慧小學的女教師作
供，她確認第四被告余玲菊將懷疑試題傳送給
她時，曾留言「切勿洩漏，否則死硬」，又透
露她和余的子女皆讀協和，前年放榜後因有親

友不滿兒子獲派到很多內地人就讀的小學，故她
「搭上搭」找協和教師任推薦人。
4名被告依次為鄭嘉儀（38歲）、曾詠珊（35

歲）、黃佩雯（41歲）及余玲菊（37歲），皆被控
1項「不誠實取用電腦」罪。
作供女教師陳曉玲是第四被告余玲菊的舊同事，
因得知有親友的兒子不滿派位結果，指獲派小學
「有好多大陸人」，遂請纓替對方查詢協和收生情
況。陳其後託余接觸在協和做主任的次被告曾詠
珊，希望她可以作推薦人。陳在庭上又透露，她和
余的子女皆就讀案中的協和小學。
余後來將懷疑試題用WhatsApp傳給陳，並留言

「明天考試題，切勿洩露，否則死硬」。但在控方
提問下，陳多次回答「唔記得」，對有關內容甚至
稱「唔知係咩，唔記得有轉發畀人定好快刪除
咗」，又稱以為只是普通「貼士」，故沒有細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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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乘着
「韓風」於2014年開業的連鎖韓式雪
糕店，旗下3間分別位於九龍城、九
龍灣及將軍澳的分店，昨晨開門營業
前，於3分鐘內先後遭人扑爆玻璃及
淋紅油刑毀，幸無人受傷，警方將3
案合併列作「刑事毀壞」處理，正追
緝歹徒及調查動機。
遭刑毀的連鎖韓式雪糕店於2014年

開業，至今在港共開有5家分店，分
別位於旺角、紅磡、九龍灣、九龍城
及將軍澳，主打售賣韓式「蜂巢雪
糕」，每杯售約30多元。
昨上午11時45分至47分，警方報
案中心先後接獲3個求助來電，指
Honey Granny分別位於九龍灣淘大花園3期地
下、九龍城廣場UG層、及將軍澳廣場G層的
分店，先後遭人惡意破壞。其中淘大分店情況
最為嚴重，整道玻璃牆均被扑爛，門口則被淋

紅油；至於另兩家分店則閘門被淋油、部分玻
璃櫥窗損毀，現場留下鐵鎚。由於3店均於中
午12時始開門營業，店內未有顧客，但有店員
正在準備食材，幸均無受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通訊員蔣昕深圳
報道）皇崗海關日前在福田口岸旅檢入境大廳
查獲一港人藏匿仿真槍入境內地案件。該港人
用3個奶粉罐藏匿了9支仿真槍過關前往內
地。案件現已移交海關緝私部門進一步調查。
「這名旅客行李很簡單，就只有一個小挎

包，然後手提一個超市購物袋，裡面放着3個
奶粉罐。在經過海關監管區時，這名旅客並沒
有將行李放入X光機，而是急匆匆悶着頭走
過，還不時偷偷瞄一眼海關關員位置，讓人覺
得形跡可疑。」關員小陳介紹，1月4日晚8時
左右，該香港旅客從福田口岸旅檢入境大廳入
境。在海關查驗區，關員將3罐奶粉放上查驗
台進行檢查。
「我們發現，這3罐奶粉都不是全新包裝，

全都是已經拆了封的，立刻警惕起來。此外，
我們還發現3罐奶粉重量不一，裡面裝的是固
態大物品，就知道，又一宗藏匿案來了。」關
員稱，隨後掰開奶粉罐上的鐵蓋，發現所有奶
粉罐中，共藏了9支手槍。
這些槍支型號不一，全部用白色不透明的膠

袋裝着，上面貼有各種標籤。槍支做工非常精
美，款式都是仿製了許多世界級名槍，仿真度
極高，足以以假亂真。
在關員的查驗過程中，事主一直較為配合，

可當關員從奶粉罐中掏出手槍時，旅客一臉愕
然，不知已經犯法。據初步審問，旅客聲稱，
自己是為了賺取500元帶工費而替人拎貨過關
的。在過關前，以為只是一些奶粉，沒想到居
然是仿真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行政長官梁振英於
2013年11月24日，在沙田出席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
案地區諮詢會時，遇到超過200人在沙田官立中學的
會場外示威，其間「學民思潮」兩名成員包括前召集
人林朗彥，搬走鐵馬衝擊警方防線。
事隔逾年半後，涉案的林朗彥及李宗澤被警方拘控

「參與非法集結」罪。兩人昨在沙田裁判法院接受判
刑，由於社會服務令報告正面，裁判官輕判兩人各執
行社會服務令80小時。

林朗彥李宗澤認參與非法集結
首被告李宗澤（18歲）及次被告「學民思潮」前

召集人林朗彥（21歲），早前承認共3項「參與非法

集結」罪。社會服務令報告指稱兩人有悔意、「熱心
社會事務」，又稱日後會以溫和及合法方式關心社
會，如藉傳媒平台表達意見及訴求。林朗彥父母則稱
支持及關心兒子，希望法庭輕判。
林朗彥去年12月底一度與感化官失去聯絡，裁判
官特別點名，要求林日後進行感化官安排的無償義工
活動時，切忌馬虎了事，若表現欠佳會考慮判監。控
方向法庭要求索取兩名被告的社會服務令報告，惟辯
方反對，裁判官稱不會下特別指令。
現於香港藝術學院讀二年級的林朗彥，判刑後在庭

外稱對控方要求索取報告的做法表示反感及奇怪，因
社會服務令報告詳列家庭收入，與父母關係等個人私
隱資料。

他又辯稱自己早前與感化官失去聯絡，是因為電話
損壞，而他目前專注於重考DSE，在「社運組織」中
會轉變崗位，退下前線而改為從事行政工作。
2013年11月24日，特首在沙田官立中學舉行施政

報告及財政預算案諮詢會，場外則有多達200人示
威。當日下午 3時許，兩被告與其他不知名示威者突
拉扯、爬上及搬走鐵馬，更一度衝擊警方防線，警方
多次作出警告及揮動警告旗，但未獲理會。兩被告事
隔年半後方被警方拘捕。
林朗彥為「學民思潮」的「創辦人」之一，有指他

因為與「學民思潮」另一召集人、在傳媒大出鋒頭的
黃之鋒不和，和「學民」另一成員黃莉莉退出，更另
組名為「廿一世紀少年」的組織參與示威。

■淘大花園商場的連鎖雪糕店的大幅玻璃遭砸毀，並遭淋
潑紅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

陽文倩）幾則身份未明的網

上留言，竟然成為激進網民

公然滋擾學校的「理據」。

在「熱血公民」的號召下，

昨日一批「熱狗」和「四眼

哥哥」鄭錦滿拿着擴音器到

北角培僑中學門外叫囂搗

亂，指稱該校一名教師在網

上「粗言穢語」，又莫名其

妙在校門灑溪錢拜祭近日意

外死亡的「本土派」中人蔡

維益。即使該校校長招祥麒

親身回應，澄清是有人假冒

該教師名義在網上留言，一

眾搞事者依然不停指罵，甚

至 要 求 校 長 向 死 者 「 上

香」，行徑荒誕，在擾攘約

兩三小時後才肯散去。

網上近日流傳以「陳志興」為名的facebook留言截圖，內
容包括「夠膽去培僑打我呀×你老母」和「×埋你個×

都得」等，意圖令人以為留言者是培僑中學通識科教師及香港
培青社主席陳志興。雖然前晚網上已流傳陳志興的聲明，強調
自己從未以「陳志興」之名於facebook設立賬戶，以及自己從
不使用粗言穢語，但「熱狗」無視事實，依然號召網民昨日到
培僑中學示威叫囂。
由於培青社曾於facebook專頁就蔡維益的死寫到「中共派特

工到香港推佢落山？天有晴（眼）」，一眾搞事者就將事件當
成是陳志興的問題，昨日2時多到達中學之後，就拿出香燭冥
鏹，在校外「拜祭」。雖然現場有警方維持秩序，但鄭錦滿等
人依然威脅校方最遲須於四點前派代表交代「陳志興事件」，
否則定必解散集會宣佈「自由活動」。

招祥麒解釋網上流言假託偽造
結果，該校校長招祥麒在校門向眾人解釋事件及校方立場，

但期間不斷被搞事者打斷發言。招祥麒表示，該校譴責任何不
實、粗鄙的言論，並強調網上所流傳的言論為假託偽造，該名
教師沒有發表相關言論，教師亦將事件報警處理。他又表示，
學校屬教與學的地方，校方不希望受到騷擾，影響學生學習，
希望各方諒解。
不過，一眾搞事者有理無理繼續叫囂和大聲喝罵，指校長

「講大話」，叫校長不用再講，並要求他向死者「上香」以表
示「對死者的尊重」。招祥麒未有理會，見眾人未有其他問
題，又不肯表露身份，招祥麒隨後轉身離去。一眾搞事者激動
在門外大罵「垃圾」，又着校長不准離開，擾攘至5時左右才
離去。

蔡國光批聚眾搞事 黃均瑜強烈譴責
對於有人偽造網上言論，並到校外叫囂搞事，招祥麒回覆本
報表示感到相當困擾，擔心會對學生和附近的居民造成影響。
對於被鄭錦滿等人一再要求要他「上香」，招祥麒認為，這樣
做是強人所難，無視了他人的宗教信仰，要人尷尬，並指出在
校門「上香」絕非合適場所。
教育評議會主席蔡國光亦批評有關舉動，強調不論什麼事，

都不應該聚眾於校門搞事，應維持學校一個安定的教學環境，

「更何況現時根本不知實際情況是怎樣，應該要等事件查清楚
再說。」他坦言，現時學校、教育以至社會都面對很大的挑戰
和危機，正在付出很大的代價，不時要面對罷課、罷教和激進
網民的搗亂行為，容易令教育工作者感到恐怖。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也直斥搗亂者行為不理性，強烈譴責有
關行為，並認為應該將他們繩之於法，「現在他們不是在維
園表達意見，而是在騷擾學校，去針對異見者製造寒蟬效
應，希望警方及教育局可以盡力去保護學校，以免嚇怕學
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港鐵站「炒電梯」
事故接二連三。屯門西鐵站一條由大堂上月台的扶
手電梯，昨晨又發生「炒級」意外，引發安全裝置
啟動急停，事件中幸無人受傷。承辦商調查後，相
信是非電梯組件的螺絲卡住肇禍。
港鐵發言人稱，昨晨8時許西鐵線屯門站控制室
職員，發現連接車站大堂與月台的一條上行扶手電
梯的警告燈亮起，趕至了解時，發現安全系統已啟
動制停電梯。但電梯頂部梯級與梯梳有損壞，即時
把電梯圍封。

■一眾激進網民到培僑中學校門
叫囂搗亂。 網上圖片

■拿出香燭冥鏹在校外「拜
祭」。 網上圖片

1月7日(第16/003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1月10日

頭獎：-
二獎：$1,331,300 （0.5注中）
三獎：$42,260 （84注中）
多寶：$8,665,650

6 9 11 29 43 47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