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在前年非法「佔領」期間，警方在金鐘

龍和道清場時， 公民黨成員曾健超涉嫌在龍和道花槽高處，用不明液體潑

向下方11名執勤警員。警員出聲喝止及作出拘捕，其間曾極力反抗。曾健

超其後被控襲警及拒捕等5項罪名，案件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審訊後，裁判官

裁定案件表證成立。曾不會出庭自辯，辯方也不會傳召證人。控辯雙方將

於今日作結案陳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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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第16/050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5月10日

頭獎：—
二獎：$664,670 （15注中）
三獎：$51,820 （513注中）
多寶：$115,73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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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健超襲警表證成立
站高處潑液 遭拘捕反抗 被告不自辯

「熱狗」恥笑
SauWai Chan（陳秀慧）：一個傻×，聲稱
被一個「一名60餘歲、身形健碩的女子」推
倒佢，然後大字型咁插水。

陳漢深：視乎個傻×想唔想跌唔跌……

Poki Chan：肥施（屍）大隻咁，竟然俾一
個女人一拳打暈……

Daniel Li：一個六十餘歲的阿婆，KO 條大
隻仔？

Siulok Chan：無片，唔好咁武斷，可能人
肥×得過份（分），論盡，仆×親呢！

Tron Legacy：做戲就見過大字形。

球三：發神經，畀（俾）人打完仲要大字型
瞓地。其實除非再起不能，否則如此姿勢是
增加受傷機會。真無常識。

Al But：呢條契弟天生低能仔，後腦再撞地
會不會變完全大口環？

甚誰：有冇伸多腳？

Tim Tim：自己都保護唔到、點保護香港？

KW Yeung：扮受害人弱者爭選票。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記者 鄭治祖

控罪指，40歲被告曾健超於2014年10月15日，在
金鐘龍和道隧道頂花槽上，襲擊11名正在執行職

務的警務人員，其後在花槽上抗拒4名警務人員執法。
警方高級督察屈展焯昨日再次出庭。他供稱，當日有

人大叫「唔好再踢」，回頭一看發現4名同袍與一名黑
衣男子糾纏。屈上前協助制服男子時，男子仍不斷掙
扎，試圖擺脫警員控制。
屈續稱，當天沒有向男子使用胡椒噴霧，亦沒有見過

任何人向男子使用胡椒噴霧。屈被質問為何會在口供紙
上的截圖上「認錯自己」時，他堅稱「因為我的疏

忽」。
案件早前開審時，曾健超否認全部控罪。法庭先進行

「案中案」審訊程序，決定是否接納兩齣亞視新聞片段
作為呈堂證供，裁判官其後裁定接納亞視新聞片段呈
堂。
在呈堂由警方拍攝的4齣片段中，清楚見到一名身穿

黑衣、戴口罩及眼罩的男子，在金鐘龍和道隧道西行線
東面入口上方花槽，從高處用液體潑向下方警員多下。
兩齣亞視新聞片段則拍攝到數名警員合力制服曾，並在
曾雙手繫上索帶。當時曾健超被警員噴中胡椒噴霧，警
員用清水為曾清洗。

控方：警供稱相信當晚有人淋尿
控方又曾在庭上讀出當晚被液體淋濕的警員口供，指

11名警員當晚被警司朱經緯委派到龍和道參加驅散示
威者行動。其間，有一名戴口罩及眼罩的男子，從花槽
上向警員淋潑有異味的液體，更沾濕了警員的身體。有
警員相信有關液體為尿液。
曾健超昨日在庭外稱，會以平常心面對裁決。

有意在9月立法會選舉出選九
龍東的「人民力量」成員「快
咇」譚得志，昨日報稱在牛池灣
街市外擺街站時，有一名六十餘
歲的婦人襲擊搶奪其手中的咪高

峰及用手推他，結果他跌倒「後腦着地」。「人
力」義工報警，警員以涉嫌襲擊及刑事毀壞拘捕該
婦人，「快咇」則被救護車送院。
所謂「私怨大過天」，一宗懷疑襲擊案，引發了

素有積怨的「人力」和「熱血公民」的網絡罵戰，
有「熱狗」恥笑「快咇」竟被阿婆打傷，「身子太
弱」，有人則質疑他「插水」。有「人力」支持者
則狠批「熱狗」借機抽水，實為「人渣」。
「快咇」昨日稱，他昨日下午4時到牛池灣街市

「人力」街站「嗌咪」時，一名六十餘歲、「身形
健碩」的婦人突走到他面前，批評「人力」不承認
自己是中國人，其後更趨前搶去他手中的咪高峰，
再用手推他，令他失去平衡跌倒，後腦撞地。他在
救護車上接受治療後，由警員陪同指認涉嫌襲擊他
的婦人。
「快咇」事發後在其facebook中貼文稱，自己「後

腦着地，紅腫，暈，想嘔」，又稱「聯合（醫院）驗
傷照腦」，「墮地時，不斷有聲音說：『詐型，扮
嘢，叫黑箱車。』」警方則證實已拘捕涉案婦人。

遭質疑為選舉「扮嘢」
「快咇」報稱被一名六十歲婦人「打低」，即時

引起眾「熱狗」的恥笑。「熱狗首領」的太太陳秀
慧，就轉發了一段「熱狗」成員擺街站懷疑被滋擾
的影片，留言恥笑「快咇」是「一個傻×」，「聲
稱被一個『一名60餘歲、身形健碩的女子』推倒
佢，然後大字型（形）咁插水。」「四眼哥哥」鄭
錦滿也轉發了相關新聞。
不少「熱狗」留言附和，質疑「快咇」是為了選舉而
「扮嘢」，有人則純恥笑「快咇」的「身太弱」，「肥
施（屍）大隻竟被個阿婆打低」。 ■記者 鄭治祖

「快咇」遭阿婆「打低」「熱狗」嘲插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公民黨副主
席兼嶺大教授陳清僑聲稱因截不到的士，今年
3月違反停牌令，深夜在北角駕駛私家車，但
因經過警方路障時突然加速，令警員起疑將他
截停而被揭發。陳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承認停
牌駕駛、無有效第三者保險兩罪，被判罰款
6,000元及停牌一年。
陳清僑現職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亦是
公民黨內務副主席。他昨日承認「在取消駕駛
資格期間駕駛」及「沒有第三者保險而使用車
輛」兩項控罪。
案情指，陳的駕駛資格因扣滿分，由今年3
月9日起停牌6個月，但同月30日晚，他即在
北角英皇道被揭發違規駕駛。

辯稱截不到的士 官建議搭西鐵
辯方求情稱，陳因當晚截不到的士，而他駕
車不足15分鐘即被截停，又稱陳在屯門工
作，離薄扶林住所很遠，望法庭考慮較短的停
牌期限，主任裁判官錢禮聞言反建議陳可改乘
西鐵。
辯方又稱，陳任職大學教授月入10萬元，
無經濟困難，亦有穩定的家庭及妻女，自言一
輩子從事教育，有極良好品行人格，雖有4項
交通定罪記錄，但沒有案底，今次犯法屬個別
事件。
錢官考慮後就停牌期間駕駛罪判罰款3,000
元，另一項無第三者保險駕駛罪則罰款3,000
元及停牌12個月。

小巴輾斃七旬婦
司機涉危駕被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
祖）一名老婦在牛頭角通明街斜路，被
懷疑腳掣失靈客貨車俯衝而下，撞至飛
彈數米外重傷命危。警方事後拘捕涉案
司機，正調查車禍原因。
昨晨約9時40分，在觀塘通明街南行
落斜近宜安街交通燈路口，一輛運送髮
型屋毛巾的客貨車行駛途中失控，先撞
倒一名在行人輔助線過馬路的65歲姓李
婦人，將她撞至飛彈數米外墮地重傷昏
迷。客貨車續沿斜路俯衝約100米，狂撼
左方路邊一個環保斗，並將其推行十多
米，才反彈回路中停在近牛頭角道口，
車頭嚴重毀爛，60歲姓蔡客貨車司機右
腳受輕傷。

夫聞妻出事泣不成聲
救護員到場迅將重傷女事主送院搶

救。其間與傷者剛在附近分手擬往銀行
的丈夫得悉妻子遇上車禍，趕至現場時
不見妻子蹤影，情緒激動頻向警員查
問：「佢（老婆）家點呀？」一度泣

不成聲，女傷者送院情況危殆。
受傷客貨車司機經現場檢查後拒絕送

院，惟有人一度被途人質疑「詐死」，
他事後向警方報稱因腳掣失靈出事。
東九龍交通部特別意外調查組督察陳

自麟表示，現場並非交通黑點，由於在
距離現場約1公里的通明街48號對開，
發現有肇事客貨車留下長約七八米剎車
胎痕，不排除客貨車在該處已出現機件
問題，故會調查意外是機件故障、抑或
人為因素，包括超載所致，司機因涉嫌
「危險駕駛導致他人嚴重受傷」被捕。

婦挨車撞彈飛數米 途人質疑司機「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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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生影巴士哥掀舌戰
facebook昨日流傳一段懷疑
是香港科技大學男學生與巴士
司機爭執的影片。一輛由清水
灣開出並駛往鑽石山鐵路站的
91號九巴上，懷疑男司機與男

生爭執，男生竟要求於大學站下車，並取回車
資，其後司機停車處理事件。
不過，男生不滿司機停車，司機反指男生向他
拍攝造成騷擾，更阻礙巴士側鏡視線，但男生沒
有停止拍攝，反稱，「司機玩嘢……你就唔好開
車，睇吓你仲有冇得做！」
司機最終為乘客安排另一輛巴士，但影片未有
交代事件最終如何解決。
影片引起大批網民關注，大部分網民支持司機
的做法，認為司機在駕駛期間被拍攝是一種騷
擾，影響乘客安全。
但亦有網民認為，司機應更冷靜處理事件，不
應與男學生鬥氣，以免加深衝突令情況惡化。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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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回應
Lok Lee：只以呢段片，拍片導致騷擾到
司機一定錯曬（晒），但你地（哋）撐
呢位司機處理得好？我唔認同，佢每句
說話都不斷挑釁拍片者，從車長責任角
度，佢應嘗試化解衝突，確保安全並順利
達目的地為原則，而不是以罷駛的態度和
拍片者鬥氣，這只會加深衝突令情況惡
化。

Kwokwah Yeung：司機開緊車，比
（俾）乘客攞手機影住好大壓力，為咗乘
客安全所以要停埋一邊了解清楚先至開
車，係正確嘅做法！

Wai Yuen：司機值得一讚，冷靜有型。

Joy Crystal：我撐司機，騷擾司機已經
係影響駕駛。遮側鏡之嘛？巴士最緊要就
係睇側鏡囉！停駛正確。

Antonio Wong：頭頭尾尾件事係點都
未清楚，所以唔下判斷。

Chi Ho Chan：我覺得司機做法好正
確，但美中不足係佢個態度都唔夠好，如
果無咁黑面會好dd（啲啲）囉，但大前
提係個乘客做左（咗）d（啲）咩同講左
（咗）d（啲）咩。

YY：香港人真係拍片拍到走火入魔。

佐伯男爵：司機個口臉係串d（寸啲），
不過佢又冇錯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
祖）一名七旬老婦在旺角慘遭小巴捲入
車底輾死。在旺角慘遭輾斃老婦姓古
（70歲）。現場為洗衣街128號對開，
肇事小巴往來慈雲山至旺角，69歲姓彭
司機事後因涉「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
亡」被捕。
昨日下午1時許，小巴沿太子道西西
行，當左轉入洗衣街駛至128號對開
時，將一名由右邊安全島步出過馬路的
老婦撞倒，復捲入車底重傷昏迷。
小巴司機察覺輾過異物，停車察看後

報警。消防員到場將傷者救出送院，惜
傷重死亡。
受事件影響，洗衣街南行近太子道西

全線一度要封閉，交通擠塞。
警方西九龍交通部特別意外調查組第

二隊主管辛倫欽高級督察表示，已取走
肇事小巴的「車CAM」（行車記錄
儀）調查意外原因，他呼籲目擊車禍經
過的人與警方聯絡。

■■肇事客貨車車頭損毀肇事客貨車車頭損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消防及救護員現場替遭撞至重傷的婦
人急救。 網上圖片

■涉案小巴司機在現場助查。

■「快咇」譚得志報稱被六十餘歲老婦推跌，大字形攤在地下。 網上圖片

■曾健超
當日被電
視台攝得
在高處向
警察潑液
體。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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