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鈞滿醉駕超標三倍可判監
辯稱飲兩杯白酒 官指不可能：除非一公升一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過往有多次交通違例記錄的無綫電視（TVB）

藝員羅鈞滿，今年3月駕車途經旺角太子道時被警方截停，發現他呼氣測試的

體內酒精含量超出上限逾三倍，遂以涉嫌醉駕將他拘捕。羅鈞滿昨日在觀塘裁

判法院承認醉駕罪名，裁判官明言有判囚可能，將案押後至下月27日，待索閱

社會服務令及感化報告後始判刑，其間被告獲准保釋候判。羅鈞滿昨日下午離

庭時，沒正面回應會否怕坐監，只稱會等待法庭裁決，及為事件感到好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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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32歲的羅鈞滿昨日由當值律師代表出庭認
罪，辯方指羅大學畢業，現月入3萬元。事發前

一晚羅與友人用膳，其間為結識其他新朋友，一時高
興下飲了兩杯白酒。主任裁判官練錦鴻即時面露不
悅，指：「無可能，除非一公升一杯啦！唔該唔好講
啲咁嘅嘢啦！」

選擇坦白認罪望非監禁刑罰
辯方續指，羅鈞滿經過今次事件後已非常後悔，他

明白酒後即使是一分鐘都不能開車。羅選擇坦白認
罪，堅決日後不會再犯，望能判以非監禁式刑罰。

官指會考慮所有判刑選擇
練官其後問羅「做藝人呀？喺邊度做呀？」羅回

答：「喺TVB。」練官再問「做戲呀？」羅則稱：
「係呀，拍劇。」練官指羅鈞滿醉駕超標3倍多，可
判處即時監禁，即使替羅索取報告，但仍會考慮所有
判刑選擇。最後批准羅以1萬元保釋外出候判，其間

不得離港。
案情指今年3月26日凌晨，警方在旺角太子道設置
路障。約清晨5時，被告駕車途經上址遭警方截查，
在接受酒精呼氣測試時，被驗出呼氣中酒精比例是
100毫升中有63微克。
羅被帶返警署後，再被驗出呼氣中的酒精比例是

100毫升中有72微克，超標逾三倍。

涉性虐食人通街賣 暴力書荼毒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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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鬧出
師生戀風波的遵理學校通識科名師Os-
car Ma，昨日凌晨在社交平台宣佈辭
職，校方隨即發表聲明，稱會聯絡已報
讀相關課程的學生，給予適當安排。而
遵理創辦人梁賀琪亦在網上發表文章，
就日前質疑涉事女學生是藉事件「博上
位」的言論，向該女生誠心道歉，承認
自己的措辭帶有嘲諷且涼薄。「說話已
經寫下，難以收回，希望道歉可以稍為
給她一點安慰。」

創辦人稱Oscar至今未坦白認錯
梁賀琪（June Leung）在文章中稱，

Oscar Ma至今沒有向校方坦白承認錯
誤，其堅持報警的態度令她相信Oscar
Ma真的沒與女學生發展師生戀。Oscar
的態度令她誤會沒有這個女學生存在，
而是一些別有用心的成年人在背後策劃
事件，所以措辭才語帶嘲諷和涼薄。

Oscar Ma則在其facebook專頁稱，「就近日網
上有關本人的言論掀起的種種風波，已對家人朋
友及我的學生造成極大影響。故此，經深思熟慮
後，本人現決定離開目前的工作崗位，即時生
效……同時，就事件對學校及同事所帶來的不便
深感抱歉……為免對家人及身邊的朋友帶來更大
困擾，本人將不會就事件再作任何回應。」
遵理發表聲明，指因Oscar Ma已請辭，較早

前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將就日後處理同類型事件向
該校提供改善方案。該校會聯絡已報讀有關課程
的學生，以作出適當的安排。遵理又稱，就事件
對公眾造成困擾致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自稱是臉書
「高登起底組」專頁創辦人的城大副學士生，去
年在專頁上載一段兒童色情影片，內容為一位成
年人讓約兩歲男童觀看色情短片後下體有何反
應，聲稱目的是引起公眾關注。副學士生早前在
觀塘裁判法院承認一項發佈兒童色情物品罪，昨
被判履行200小時社會服務令。裁判官寄語被告
將自己的技能多做正面的事，發放正能量，不要
濫用網上言論自由。

官：起人底自留案底 洗底睇修為
辯方昨日向法庭申請不要將上載片段的電腦充

公，又稱正修讀副學士基礎文憑課程的被告盧錦
良（20歲）家庭經濟拮据，難再負擔一部新電腦
讓其繼續學業。控方沒有反對被告申請，但被告
需讓警方先刪除電腦內的涉案片段才能取回電
腦。裁判官稱，體恤被告家庭環境，開恩不充公
被告的電腦。
裁判官吳重儀勸誡被告，「你起人底，家自

己留案底，將來洗唔洗到底，睇你個人修為，重
新做人啦！」

「高登起底」創辦人
傳兒童鹹片判社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針對非法入境
者及「免遣返聲請人士」在港非法工作，入境處
人員昨日展開行動打擊，分別在屯門一個食品工
場及深水埗兩間食品店共拘捕11人，包括10名男
女黑工及一名僱主。其中在屯門新安街匯恒工業
大廈樓上的食品工場，有8人被捕，包括7名非法
勞工及一名僱主（見圖）。
涉嫌為黑工的7男3女（23歲至53歲）包括越

南及內地人，部分是非法入境，亦有正申請免遣
返聲請人士。行動中，入境處又搜獲兩張假身份
證及8份疑為假身份證副本等；另一名被捕39歲
男子是本地僱主。

首4個月已拘420人
入境處特遣隊總入境事務主任吳卓堯表示，這

些非法勞工日薪約300元至500元。今年首4個月
共拘捕420名非法勞工。

入境處打黑工拘11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日，有小學教師
發現學生在上課時閱讀涉及殺人、煮人肉、性虐待、
人獸交、暴力等內容的書籍，呼籲其他學校的教師留
意。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指，該書的封面封
底，並沒有依法加上警告字句，亦沒有密封包裝，卻
在巿場公開發售接近一年，莘莘學子能輕易購買閱
讀，令人震驚，她也對政府的監管疏漏感到極度憤
怒。她呼籲有關出版社盡快將該書送交淫褻物品審裁
處評定類別；公共及學校圖書館應盡快檢視書架，如
有發現該書應立即下架；家長發現子女曾閱讀或擁有
該書，應予以正確開導。
涉事書籍為由筆名「恐懼鳥」所撰寫的《Deep

Web File #網絡奇談》及《Deep Web 2.0 File #人性
奇談》。書中內容涉及嚴重暴力情節，包括逐個步驟
教人殺人、煮人肉等。一間小學的教師近日就發現一
名學生課堂內閱讀該書並予以沒收。

在了解事件後，發現是家長買給學生，但家長當時
不清楚書本內容。該教師呼籲其他學校老師和家長注
意學生有否閱讀過該兩本涉事書籍。
該書的出版社「點子出版」昨日在facebook指，有

關書籍的確涉及令人不安內容，作為出版社的我們，
印刷書時未有為該書刊加上鮮明警告字句，實屬處理
失當。

出版社稱停售回收
該公司現正即時與發行商跟進，要求全面回收所有

書店發售中的《Deep Web File#網絡奇談》及
《Deep Web 2.0 File#人性奇談》，而該書亦會暫停
發售，直至所有書本封面加上明確警告字句為止。
該出版社就事件中受影響人士及引起公眾不便，深

感抱歉。
原作者「恐懼鳥」則在facebook發文稱，他得悉事

件後，即第一時間和出版社商量問題。「雖然我們早
已在封面多加警告和描述本書內容絕對會令人不安，
而且不少書店早已把書本包膠。
但明顯地，我們的措施還未足夠，所以我們很樂意

接受各家長和學校的意見，正積極商量對策，並保證
會加強書本上的警告字句，讓人一眼便知曉書本內容
的恐怖性，對於還未包膠的書店，出版社也會和他們
協商，盡力避免同類型的事件發生。」
不過，他聲稱，「我們人類從不完美，我們殘忍，
我們貪婪，我們妒忌，我們暴力。這些本能和衝動是
與生俱內，即使沒有人教曉，把暴力資訊完全隔絕，
人類也會犯下同樣的錯誤……為什麼我們要隱瞞正在
發生的罪惡？……我寫的書本不是灑狗血片。在書本
前前後後，在每一個傳說或案件，我都多次強調我們
要思考道德問題，認清世界各種黑暗，最重要的是為
什麼我們要不和『它們』一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北角一名男
子昨日凌晨接獲銀行透過SMS發出短訊，通知
其信用卡先後有13項共約20萬元的交易。事主
以自己並無進行有關交易，且信用卡並無失
去，懷疑被歹徒盜用其信用卡資料消費，於是
報警。警方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處
理，暫無人被捕。
疑被騙徒盜用信用卡資料事主姓李（54
歲），據悉是一名牙醫，家住北角福蔭道3號
海峰園一單位。
李於昨日凌晨3時26分報案求助，指早前銀
行多次透過SMS向他發出短訊，通知其信用卡
先後有13筆大額消費的交易記錄，共涉款約
19.5萬元。李因未有進行有關交易，頓感愕
然，馬上檢查發覺信用卡仍在，懷疑信用卡資
料或已被不法之徒盜用，經致電信用卡中心查
詢後報警。警方調查後，初步不排除事主的信
用卡資料被人盜用，現由東區刑事調查隊第五
隊跟進調查。

疑信用卡洩料
牙醫被碌走2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現年34歲心理
系女博士生，在年僅7歲時遭姨丈性侵，27年來
情緒一直受困擾，每看到電視新聞報道風化案時
都感到憤怒和抑鬱。其任職燒味師傅的姨丈日前
承認非禮罪名，昨日透過大狀向女事主致歉，明
白自己所犯的罪行，需在其六旬退休之齡「還
債」。主審法官葉佐文考慮被告坦白認罪，免卻
事主出庭憶述不快經歷，乃判其入獄18個月。

官勸事主以恩解怨
葉官在判案後，特意勸喻女事主以恩解怨是唯
一出路，要寬恕被告，才能救贖自己。葉官續
指，今次事件對被告來說是「報應不爽，令人非
常難過」。
案情指1989年某日清晨，7歲事主到姨丈家中過
夜，睡在紅色尼龍床上，突感到身體被壓着，更有
硬物摩擦她陰道一段時間，遭手指插下體，她因害
怕不敢張開雙眼。當她睜開眼睛後，只見姨丈在
旁，自己下體赤裸，姨丈及後為她穿回內褲。
直至事主12歲時，她才知被告對她所作的是性
行為，一直沒將事件告訴別人；前年底她才告知
兄長。去年6月，事主出席一個有關性侵犯課
堂，才得知事發多年後仍可報警，故去年10月在
母、兄陪伴下，相約被告在茶餐廳對質，母、兄
暗中錄音。同日警方帶被告返署調查，警誡下他
否認控罪。

27年前性侵甥女
姨丈判囚18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西九龍總區反
三合會行動組人員根據線報，昨日展開代號「犁庭掃
穴」（LEVINGTON）反三合會行動，在大角咀必發
道一住宅單位破獲一個懷疑製毒及毒品包裝工場，當
場拘捕一對涉案情侶，檢獲530克市值約57萬元的懷
疑霹靂可卡因，以及一批懷疑製毒及包裝工具，正調
查毒品來源。

製霹靂可卡因供應西九娛樂埸所
被捕情侶分別37歲姓張男子及34歲姓林女子，同報

稱無業，警方相信兩人有三合會背景。消息稱，有人約
在一個月前，以月租1.6萬元租住必發道83號一單位。

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反黑組主管鍾敬業稱，經調查
後相信該製毒工場運作約一個月，檢獲的毒品相信主
要供應西九龍區娛樂埸所，疑有人將租住單位用作製
毒及包裝中心，在單位內將高純度可卡因加工，變成
霹靂可卡因發售。
西九龍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探員根據線報深入調

查，約昨晨7時30分到上址單位外埋伏，稍後見目標
男子駕車返抵上址，探員乘他下車時將他截停拘捕，
再押他到上址單位搜查，當場在屋內檢獲懷疑毒品及
包裝工具，遂將一名當時在屋內的女子一併拘捕。
其後探員又押解該對男女到停泊在單位外的私家車

調查，並出動緝毒犬協助搜車，惟沒進一步發現。

大角咀破製毒工場 警拘「毒情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吸血」財務中介
肆虐，接連有市民中招。警方近日先後接獲3名受害
人報案，指上月接到借貸推廣電話後，獲告知尖沙咀
一間借貸中介公司可為他們安排低息貸款，受害人遂
到該中介公司簽署合約，詎料被騙。其中兩名受害人
合共被騙去逾三百萬元。警方調查後，前日在旺角拘
捕有關中介公司一名24歲職員。
被捕男子姓潘（24歲），因涉嫌「詐騙」被扣

查。油尖警區刑事調查隊處理總督察陳君傑稱，該中
介公司的職員訛稱受害人須出示大額保證金向銀行證
明有能力貸款，才可安排批出低息貸款，於是誘騙他
們到另一間財務公司，以高息貸款作保證金。受害人
不虞有詐答應，但當他們發現銀行未能批出貸款，亦
聯絡不上中介公司職員時，始知受騙，於是報警求
助。
陳君傑稱，其中一名50歲姓陳受害人損失180萬

元，而60歲姓方的受害人則被騙去130萬元，合共
310萬元。
警方經調查後，前日下午約3時，安排其中一名報

案人與一名24歲姓潘男子於旺角山東街及彌敦道交
界會面，當潘出現時，在場埋伏的探員隨即上前，以
涉嫌「詐騙」將潘拘捕。探員前晚亦到尖沙咀康宏廣
場的中介公司調查，檢獲電腦、一批文件、數錢機、
夾萬等。

吸血中介騙逾300萬 一人被捕

■警方在涉案財務中介公司檢獲一批文件和數錢機等
證物。 鄺福強 攝

■探員帶同在製毒工場被捕的一對
情侶，到必發道單位外的私家車調
查。 劉友光 攝

■探員檢獲的霹靂可卡因
劉友光 攝

■■Oscar MaOscar Ma在社交平台宣在社交平台宣
佈辭職佈辭職。。 facebookfacebook圖片圖片

■■遵理創辦人遵理創辦人
梁賀琪梁賀琪

■羅鈞滿離庭時稱，對醉駕被檢控感到好後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