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復男」毆途人即囚3個月
煽襲警候判 曾藏毒罰感化 官指無珍惜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案底纍纍的裝修工，前年在非法「佔領」期間，在網上號召網民到旺角及立法會「射

狗」（襲擊警員）及阻擋警察視線，早前被定罪還柙候判。昨日，他再因涉去年3月在「光復元朗」示威現場毆打男途人，而

被裁定普通襲擊罪成。裁判官在判刑時強調，絕不姑息任何人隨意訴諸武力，加上他有藏毒、盜竊等案底，曾被判罰款及感化

令，但沒有珍惜機會，遂判其入獄3個月。辯方稱會提出上訴，要求保釋，但被裁判官拒絕，即時收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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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鄭治祖） 香港近
年非法入境的「假難民」不斷上升，耗費
大量公帑並造成治安問題，經民聯立法會
議員、「西九新動力」主席梁美芬昨日建
議，香港特區政府請求中央政府向聯合國
提出保留條款，讓香港可以拒絕免遣返聲
請，但首先要透過行政措施解決問題，建
議騰空部分懲教設施改建成收容中心，及
取消「行街紙」和援助津貼，降低「假難
民」來港誘因。

撤「行街紙」津貼減來港誘因
梁美芬昨日聯同油尖旺區議員莊永燦召

開記者會，表達對香港退出《禁止酷刑公
約》問題的意見。梁美芬指出，香港不是
主權國家，不可自行申請退出《公約》，
需要由中央政府代香港向聯合國提出。雖
然香港退出《公約》戶可能性較低，但可
嘗試請中央政府向聯合國提出，將公約第
三條列為保留條款，讓特區政府可以拒絕
免遣返聲請。
她又提議，特區政府應透過行政措施降

低「經濟難民」來港的誘因，比如取消發
出「行街紙」和每個月3,400元的援助津
貼。同時，為防止「假難民」打黑工以及
從事犯罪活動，可以設立收容所。
梁美芬表示，懲教設施收容率近年一直

維持80%以下，有2600多個空置，政府可
以考慮整合現有懲教設施，騰出一些設施
改建成封閉式「假難民」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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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聯同莊永燦、林惠龍，以及一位在港長大
的少數族裔大學畢業生，就「假難民」問題發表意
見。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曾參與所
謂「光復沙田」的「反水貨客」示威的見習海
關關員林景楠，前年及去年先後在個人face-
book發佈支持非法「佔領」、所謂「光復元
朗」的訊息，又留言稱自己會嚴查「老弱傷
殘」、「嬰兒產婦」等，去年3月遭海關以涉
嫌違反紀律為由調查，同年10月被勒令革職。
林景楠日前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許可，
挑戰海關的決定。
入稟狀稱，27歲的林景楠於2012年加入海
關，3年見習期原定去年屆滿，但他於去年3月
及4月先後兩次被海關管理層召見，查問其
facebook留言及接受傳媒訪問事宜。他向海關
解釋，有部分同僚認為「老弱傷殘」、「嬰兒
產婦」犯案的風險較低，但他曾發現有人在嬰
兒車內藏有私煙，而相關言論只是他在工作上
的觀察。不過，海關認為其言論會令公眾對海
關的旅客清關工作產生誤解，損害聲譽，影響
團體工作，認為他的行為嚴重不當，最終在見
習期屆滿前兩天將他革職。
林稱，海關曾諮詢公務員敍用委員會的意

見，但沒有向他披露相關資料，又沒有交代革
職的理由，對他不公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元朗特殊學校
前女教師梁佩琪（47歲）於2013年9月至2014
年7月間，故意向7名6歲至7歲的智障學童的
臉及頭部直噴消毒火酒，直至有人在課室內安
裝偷拍鏡頭，再將片段寄給學生家長始揭發事
件。梁經審訊後被裁定11項襲擊致兒童受傷罪
成，判即時入獄10個月，她昨日獲准保釋外出
等候上訴。
梁佩琪昨由囚車解往高等法院申請保釋等候

上訴，獲法官批准以2萬元擔保外出，其間不
得離開香港，須居住在報稱地址，每星期3次
到警署報到，不得直接或間接接觸證人。
梁得悉獲准保釋後隨即展露笑容，向旁聽席

上的親友揮手，更有親友激動落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警方根據線報
調查後，前晚分別在旺角及九龍城掃賭，半小
時內一連搗破7個非法賭檔，包括5個遊戲機
賭檔及兩個麻雀賭檔，檢獲多達16部釣魚機、
8張電動麻雀枱及小量冰毒，53名男女包括7
名主持分涉「經營賭博場所」、「在賭博場所
內賭博」及「藏毒」被捕。

「反水客」遭革職
見習關員申覆核

火酒噴智障童判囚
女師准保釋等上訴

警掃7賭檔拘53人

案發於去年3月1日，被告顧家豪
（32歲）參加「光復元朗」行

動，並在遊行地點附近的大橋村一
帶，因友人與一名30餘歲男子碰撞而
發生口角，他高呼：「得啦！等我打
佢！」隨即揮拳毆打該男途人，兩名
友人也加入圍毆對方。顧早前被裁定
普通襲擊罪成。

官指不姑息隨意訴諸武力
辯方昨引述感化報告稱，感化主任

也認為被告有其他案件在身，不建議
社會服務令。辯方求情稱被告已還柙
14天，嚐過鐵窗滋味，望能輕判。
不過，暫委裁判官指，被告曾犯藏毒

罪獲判罰款，但沒珍惜機會，沒過奉公
守法的生活。被告又於2009年因盜竊判
感化12個月，但感化期間表現不好，沒
遵守感化官條件，在本案中更因小事故
「3個打1個」。對任何人隨意訴諸武力，
法庭絕不姑息，被告經審訊後裁定罪成，
且並非初犯，以上均為加刑因素，終判
其入獄3個月。
顧家豪曾在非法「佔領」行動期

間，在facebook群組發文，煽惑他人
到旺角及立法會「搞領袖party」，及
帶備工具「射狗」和阻擋警察視線，
本月初被裁定有犯罪意圖取用電腦、
煽惑犯涉及非法暴力的罪行兩罪罪
成，裁判官將於本月17日（本周四）

判刑。

尚涉及網台主持賄選鎅票案
資料顯示，顧另涉一宗串謀選舉舞

弊案，網台主持鄭永健（31歲）涉在
去年區議會選舉中賄選「鎅票」，提
供利益近20萬港元誘使他人參選或令
其他人士在特定選區參選，以攤薄選
票以進行區選舞弊。除鄭被控外，涉
收受近20萬賄款、串謀在區選舞弊的
另2名被告還包括顧家豪及商人陳建
隆（37歲）。案件上月初於區域法院
提訊，3人均否認控罪。案件將於5月
30日預審，7月18日開審，預計審訊
10天。

■■顧家豪因顧家豪因
在網上煽惑在網上煽惑
他人襲警他人襲警、、
藏械及藏毒藏械及藏毒
等罪等罪，，被判被判
入 獄入 獄 33 個個
月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 「冇天理
呀，殺一個老人家……」大埔運頭街兌換店老東主
前日慘遭刺喉劫殺，其妻昨在家人陪伴下到殮房認
屍時，激動痛斥兇徒無人性，盼警方盡快破案。重
案組探員昨亦重返現場，在死者親友協助下繼續蒐
證，除檢走兩個血枕頭外，又到附近店舖作問卷調
查緝兇。
昨晨10時許，遇害兌換店71歲東主姚捷湶的妻子，
在兒子及親友陪同下，一行10多人到沙田富山殮房認

屍。姚妻除痛斥兇徒無人性，更泣呼：「差人叔叔要
做嘢呀，佢（死者）3歲死老竇，做到70幾歲，養大
晒啲細路……」親友在旁攙扶不停安撫。

重案現場蒐證 親友路祭
現場兌換店昨仍未解封，新界北總區重案組探員兩

度重返現場蒐證，探員先在早上在附近向商戶、包括
死者遇害前曾光顧的茶餐廳進行問卷調查，下午探員
及鑑證科人員再聯同死者兒子及親人返兌換店調查，

其間探員在店內撿走兩個染血的枕頭及兩個沾有血漬
的木層架。
昨午3時許，死者妻兒與親友共約20人在一名道士

引領下，帶備啤酒、燒肉等祭品及香燭冥鏹，以及姚
的一件衣服，在現場進行招魂儀式，其間姚妻不停飲
泣激動跪地，子女則輪流呼叫「阿爸，返屋企啦！」
親友亦說「實捉到佢(兇徒)！」警方正追緝涉案的中國
籍兇徒歸案，他犯案時戴口罩、揹背囊，手持一把
鎅刀。

找換店東被劫殺 妻哭訴「冇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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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警方鎖定旺角
一間由黑幫操控經營的「毒品飯堂」，昨晨採
取突擊搜查行動，其間一名男子企圖攀窗逃
走，惟慌亂間失足由1樓飛墮街上，壓中一輛
「綿羊仔」電單車再反彈落地，當場頭、胸受
傷吐血昏迷，幸送院救治後無生命危險。行動
中警方共拘捕21名男女包括一名女主持人，檢
獲各種毒品總值約6萬元。
現場為新填地街316號至320號永福大樓一

單位，旺角警區特別職務隊探員早前接獲線
報，指有黑幫成員利用上址單位暗中經營「毒
品飯堂」，遂於昨凌晨1時20分聯同特遣隊人
員採取行動。
被捕 21 名人包括 16 男 5 女（26 歲至 69

歲），其中一名49歲姓林女子涉嫌經營毒窟被
扣查，其餘各人則涉嫌吸毒。檢獲的毒品包括
170克冰毒、60粒藍精靈及2克海洛英，市值
約6萬元。

警掃毒拘21人 1漢攀窗跌傷

■■警方在新填地街掃毒警方在新填地街掃毒
並拘捕一批涉案男女並拘捕一批涉案男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 無業漢伍云輝（46歲）涉
於去年11月，用生果刀襲擊
一名便利店店員，他早前承認
控罪，法官昨判刑時指案情嚴
重，因被告有意圖傷害便利店
店員，只是職員幸運才及時避
開未致重傷；且被告本應可以
冷靜離開，但仍出言恐嚇。遂
判其監禁32個月。
案發於去年 11 月 23 日凌
晨，伍在深水埗北河街一間便
利店內，擅自開啟一樽辣椒醬
但未付款，被阻後突取出生果
刀，大叫店員「舔刀」，並稱
「夠膽你就出嚟」。
其後待店員出門小休抽煙
時，突走近用刀斬其腹部，
幸店員及時避開僅擦傷腹
部。
伍於3周後在深水埗街頭遭
警員截查，發現藏有一把鎅刀
及小量冰毒。
警誡下他承認涉襲擊便利店
店員案。
伍早前承認有意圖傷人、管

有攻擊性武器及管有危險藥
物，控方透露其有3宗案底，
均與毒品及偷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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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銅鑼
灣邊寧頓街仁軒燕窩中西藥行職員於
2013年向廣州女顧客售賣花膠時，以
「斤變両」手法劏客。事主後再到藥
行「放蛇」偷錄對話，並向海關投
訴。職員早前被裁定兩項作出屬誤導
性遺漏的營業行為罪成，判監10星期
及賠償一萬元。他不服定罪上訴，高

等法院昨頒下判詞駁回上訴，兼下令
他支付訟費。
法官指這些無良不法的銷售手法，

不單影響消費者對藥行所售賣的貨物
及價錢的信心，亦大大打擊香港作為
旅客購物天堂的美譽，強調干犯此類
控罪的僱員甚至東主，一經定罪應該
嚴懲以收阻嚇作用，以本案來說，若

以3個月監禁作起點亦不為過。
判詞指，相信事主在第一次交易時

打算買花膠送給姊姊作手信，非作為
水貨或炒賣之用，不相信她會急急以
580元一両的價錢，購買兩斤總值1.8
萬餘元的花膠。法官又質疑若上訴人
真以580元一両售賣花膠，為何願意
減收8,560元，終以一萬元轉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曾任
暫委法官的執業律師郭匡義，其兒子
稱去年到公園放狗時，被另一女狗主
的雪橇犬咬傷膝蓋，其鬆獅狗亦被兩
度咬頸。康文署因而票控女狗主沒有
恰當控制狗隻致造成煩擾。經審訊
後，女狗主昨在東區裁判法院被裁定
脫罪。
任售貨員的女狗主蘇紫薇（29
歲），被控「在遊樂場地內沒有恰當
控制或有效管束狗隻，以致對任何人
造成煩擾，或令任何動物感到不安或
受騷擾」罪，由李倩文大律師義務代

表她抗辯。控方案情指，蘇的雪橇犬
Hero去年4月在鰂魚涌民康街遊樂場
內寵物公園，咬傷事主郭銘基（34
歲）及其鬆獅狗Teddy。

官質疑傷勢誇大其詞
暫委裁判官許肇強昨裁定郭銘基的

供詞有多處疑點，例如他從未在報案
時展示傷勢相；「被咬」後拒打破傷
風針；自稱右膝被咬出幾個小洞流
血，但醫生驗傷只發現紅腫卻沒有咬
痕等。許官質疑郭父身為經驗豐富的
律師，又積極參與本案，若郭有傷勢

相為證，不可能不拿出來，認為郭對
傷勢有「誇大其詞」之嫌。
許官又指案發地點是狗公園，蘇與

郭的犬隻已在該地見過廿多次，每次
皆相安無事；雪橇犬不似藏獒等兇惡
狗種，蘇飼養的Hero亦一向與其他狗
友善相處，案發時一切如常，即使真
有「狗咬狗」事件，亦難斷定蘇要為
此負責。
獲判無罪後，蘇在李大律師陪同下

離開法院，向記者表示「我相信法律
公平，唔想因為佢爸爸係個律師而受
佢欺壓」。

「斤變両」劏客判囚 店員上訴失敗

雪橇犬涉咬傷人 女狗主脫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