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老千用「賭神Con」遭圍毆
打麻將狂食糊惹懷疑 村民嬲到出摺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賭神

再現？一名內地漢前日在落馬洲蕃田村士多茶水

檔與村民攻打四方城期間，疑不斷食糊，終惹來

同枱3名村民懷疑，揭發有人事先在麻將上「落

焊」做記號，疑仿效電影《賭神》男主角高進

（周潤發飾演）利用高科技特製隱形眼鏡出千。

各人爭執下，內地漢當場被圍毆及摺凳襲擊受

傷，警方事後拘捕5名男子協助調查，並檢走兩

副麻將檢驗，追查是否有人曾在麻將上做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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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一批中文大學學生聯同
校外人前日衝擊中大校董會會議，令一名保安員受傷。
工聯會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昨日舉行記者
會，強烈譴責示威者以不理性行為衝擊會場，罔顧在場
保安人員的人身安全，導致保安員受傷，嚴重威脅他們
生命安全。該會副主席鍾汶斌要求特區政府嚴正跟進該
些擾亂社會及引致受傷事件，並對那些無視法紀，肆無
忌憚、公然破壞及擾亂社會秩序的滋事分子予以譴責，
依法追究、嚴厲執法。
工會指出，保安員是負責保護市民安全及維護客戶生
命財產，長期承受不少壓力。近年，社會衝突不斷，
「佔中」後更令整個社會暴力事件不斷蔓延，
近年已發生逾三十宗同類搗亂行為，例如香港大學學
生衝擊校委會、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大樓等事件，激進者
以不理性行為衝擊會場，包括叫囂、擲物、說粗言穢
語、甚至襲擊等，令保安工作愈趨艱難，增加保安員精
神壓力。
鍾汶斌指出，保安員只是按本旨辦事，但卻因而被人
衝擊、責罵及受傷，十分無辜。
他要求特區政府嚴正跟進該些擾亂社會及引致受傷事
件，對那些無視法紀，肆無忌憚、公然破壞及擾亂社會
秩序的滋事分子予以譴責，依法追究、嚴厲執法，並制

訂措施，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以正社會公平公義，維
護社會秩序。

促示威者理性表達訴求
鍾汶斌呼籲前線保安人員，謹守崗位時更要保護自身

安危，並向公司提出協助要求，又建議相關機構在舉辦
活動前應作完善安全評估，制訂措施，提供足夠人力物

力資源及危機處理程序等培訓。
他又促請示威者以和平、理性的態度來表達訴求，不
要罔顧他人及自身的人身安全、破壞社會秩序、損害香
港社會安寧。
該會對日前受傷的保安員致深切慰問，並要求相關公

司要為受傷保安員提供協助，制訂措施防止類似事件再
發生。

■鍾汶斌（中）認為，衝擊事件加重保安員的工作壓力，希望日後有關學校及機構舉辦活動時，能增加人手及派
警察在場外維持秩序。 受訪者供圖

現場為落馬洲青山公路（新田段）蕃田村村口，一間面積約700呎的
士多茶水檔，屬前舖後居，由一名老婦獨自經營多年，主要售賣簡

單早、午餐。在茶水檔的後方因有一個獨立房間，經常有村民駐腳打
「跑馬仔」式麻將，注碼為港幣100元及200元。據與茶水檔相鄰的士多
東主朱先生表示，村民常到茶水檔打麻將，不涉「抽水」活動。

事主竹戰半年 已贏數十萬
疑出千被毆的姓曾男子，是持雙程證來港的內地廣東陽江人，村民均
稱他「陽江仔」，其妻剛新來港。夫婦與3名子女租住村屋已一兩年，另
聽聞「陽江仔」常到茶水檔耍樂，近半年來竟已贏得數十萬元，令村民
嘖嘖稱奇，猶如賭神再世，但無人想過他原來涉及出千。
涉案被捕5名男子，包括前日涉嫌襲擊即場被帶署的姓李（30歲）及
姓潘（58歲）男雀友，及昨日下午被捕3名男子，包括被指出千遭毆傷
的36歲姓曾內地人，他涉嫌因賭博時作弊被扣查，另兩名分別20歲及50
歲姓潘男子，因涉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被扣查。

紫外光一照 麻將記號現形
前晚10時許，同枱3名男村民要求不斷食糊的曾某除下隱形眼鏡，並

取來紫外燈檢查麻將，結果在紫外光照射下，赫見麻將牌側面顯示阿拉
伯數字和代表筒子的圓形記號。3人見狀大為不滿，要求曾即「回水」退
還贏得款項，惟有人被揭出千後仍企圖抵賴，有人終沉不住氣動武，將
曾包圍毆打，並以摺凳襲擊，驚動其他村民報警。
警員到場證實曾的頭部及肩部受傷，將他送院敷治，其後曾被帶返落
馬洲警署，被列作疑犯拘捕，案件續由邊界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釀成39人死亡的2012年國慶日南丫
海難慘劇，案發時擔任首席驗船主任的
海事處前助理處長蘇平治，因指示下屬
不執行2007年生效的「乘客和救生衣
等同數量」的條例，早前在區域法院經
審訊被裁定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成

立，昨日被判即時入獄16個月。
法官強調，被告的失職令公眾感到非常震
驚，相信公眾需耍長時間才能對海事處，甚

至整個公務員制度重建信心。
法官游德康判刑時強調，慘劇發生時船上
沒有兒童救生衣，間接增加傷亡數字，雖然
沒證據證明撞船意外跟沒有執行救生衣新例
有直接關係，但蘇平治指示下屬不用跟新例
明顯是失職行為，救生衣可以提高意外發生
時乘客的生還機會，船上沒配備的後果可以
非常嚴重。被告既然選擇沿用過往「舊
例」，他便需為此承擔責任。

由2007年至2010年，被告在海事處任職經
理及首席驗船主任，其行為失當持續長達3
年4個月，被告一直有機會及權力更改指
令，惟被告沒有這樣做。

官：判刑非為海難
游官接納現年59歲、已停職的蘇平治是一

名出色的公務員，深受同事愛戴和尊重，但
同時被告為了與業友保持友好關係而犯下本
案。考慮到被告對工作及家庭的貢獻、為慈
善籌款出力、定罪後會失去長俸及影響一直

以來的穩定生活，決定減刑兩個月。
游官謂今次判刑並非為了南丫海難及死難

者，只是為着被告的瀆職而量刑。
蘇平治的親友聞判後激動落淚，一度走到

犯人欄與被告道別，辯方在庭外透露，擬就
定罪及判刑上訴。
協助南丫海難死者家屬的立法會議員涂謹

申稱，尊重法庭判決，但認為有家屬感覺判
刑過輕，公開呼籲蘇平治協助提供更多資
料，找出其他需要負責任的失職官員。

■記者 杜法祖

蘇平治不執行救生衣例囚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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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室內設計師
涉假扮法師，於前年3月至12月大半年間，先後4
次誘騙一名女子到荃灣區時鐘酒店非法性交及口
交，聲稱完成「法事」後，可改善其運程及與男
友的關係。本年5月，設計師再涉於維園內非禮該
女子。設計師事後被拘捕控以四項以虛假藉口促
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為及一項猥褻侵犯罪，被告
否認控罪，案件昨日在區域法院開審。
控方開案陳詞指，事主×在2012年底認識被告
羅偉略（43歲），被告當時稱自己認識風水、占
卜等。2013年底，×向被告透露有一名比自己年
長12載的男友，被告指×與男友可能「相剋」。
前年2月，×指男友變得冷淡，被告便指事主可藉
與他性交作法轉運。

女事主：被告外貌「可做我老竇」
×在庭上供稱，自己對被告沒有感覺，形容被
告的外貌「可以做得我老竇」。
前年3月中至前年12月初，事主4次與被告性
交。事主每次都把「誠意金」交予被告，前後共1
萬元。被告每次與事主性交均沒有使用安全套，
其中3次更在事主體內射精，並要求事主為他口
交。其間被告要求事主將自己裸照及下體大特寫
傳給他，以加強法事的力量，即「加持」，被告
曾答應會將相片刪除。被告亦曾在第三次性交
時，拍下事主穿性感睡衣的影片。及後×得悉被
告沒有將其裸照刪除，決定報警，去年6月18
日×與被告會面時，警方上前拘捕被告。

假法師涉呃「箍煲女」性交轉運
《壹週刊》今年5月被高等法
院裁定誹謗內地中草藥洗頭水
生產商霸王國際集團罪成，惟
僅須賠償300萬元，金額遠低
於索償額6.3億元。霸王集團
不滿賠償額過低，昨日正式入

稟高院提出上訴，指原審法官犯下多
項錯誤，要求法庭裁定《壹週刊》是
惡意中傷，並改判霸王可獲逾4.7億
元賠償。

指屬惡意中傷 原審法官犯錯
霸王在上訴通知書指，原審法官錯

誤裁定《壹週刊》沒有惡意中傷霸

王，案中證據已顯示，《壹週刊》明
知涉案報道內容不實，但仍罔顧刊
登，其目的是要中傷霸王，其行為已
構成惡意中傷。
對於原審法官裁定《壹週刊》毋須
為內地轉載涉案報道負責及內地報道
沒有覆述有關誹謗字句，霸王認為原
審法官犯錯，因多篇內地報道均描述
二噁烷屬致癌物質，一般讀者會自然
聯想到霸王洗髮用品致癌，而霸王在
原審時已提出證據證明，霸王洗髮用
品在涉案報道刊登後銷量急跌，兩者
顯然存有因果關係。
原審法官裁定，原始發佈者因不

能控制轉載者而無須負責亦屬錯
誤。
霸王除要求《壹週刊》賠償兩名原
告，即霸王集團及其附屬國內生產商
霸王（廣州）有限公司一般性賠償
300萬元外，霸王認為原審法官低估
霸王的銷售額增長，原先的索償金額
只是涉案報道刊登後11個月的損失。
《壹週刊》應另外賠償4.7億元，當
中包括約3.3億元人民幣生意及利潤
損失，以及霸王花費逾六千元人民
幣，贊助2011年亞運及賣電視廣告以
重建品牌形象等開支。

■記者 杜法祖

霸王上訴要求《壹週刊》賠4.7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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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馬洲新田蕃
田村揭發有人如
電影《賭神》中
男主角高進（周

潤發飾演），利用特製隱形眼鏡
出千。當年，片中賭神高進聲稱
的德國製液晶體顯影隱形眼鏡，
價值11萬美元。時隔27年，當年
的價值不菲的「高科技」產品，
如今在內地已可網購，有網站更
標明「賭神專用高清眼鏡」只售
800 元人民幣，更指適用於撲克
牌、麻將及骰盅等遊戲。

同類出千手法亦曾在台灣南投

發生。一名姓李男子與7名同黨，
以預先「落焊」方式在麻將、撲
克牌、骰仔上面做記號，並以特
殊隱形眼鏡「出千」。當地警方
於去年7月23日，把涉案人等以
「涉嫌欺詐」拘捕，據悉涉款高
達數百萬元新台幣，當中有受害
人一夜間「被輸掉」多達200萬
元新台幣。

當地警方事後經調查，發現詐
騙集團使用的麻將預先做手腳，
正常肉眼無法看到，惟當戴上特
製隱形眼鏡後，就可一目了然看
到底牌。 ■記者 杜法祖

「高進」11萬美元購入 今800人幣買到
聽骰、換牌、洗牌疊、

用針孔攝錄機，甚至在洗
牌機做手腳，按掣或以搖
控器換牌等出千手法層出
不窮。有賭博專家表示，

騙徒在麻將表面塗上特殊藥水，
劃上記號，即俗稱的「落焊」，
再佩戴特製隱形眼鏡，便可從麻
將背面或側面看到記號，底牌便
能一目了然。不過，有律師指
出，出千有機會犯下欺詐罪，最
高刑罰為監禁14年。

打麻將被揭出千案件在香港時
有發生。去年12月27日，一名

47歲內地漢在旺角通菜街一間麻
將館玩「碰槓牌」期間，疑在一
局牌中出千，暗中將3隻麻將牌
藏在左手衫袖，以「袖中寶」千
術食糊，贏得1,800元，惟最終
被館內店員識破報警。該內地漢
終被判囚8個月，其後他上訴獲
減刑，但仍須監禁4個月。

2013年3月7日，一名39歲內
地婦在旺角砵蘭街的麻將館竹戰
期間，疑預先在手袖中暗藏3隻
麻將牌，並贏得1,800元，最終
被職員揭發報案，結果被判囚兩
個月。 ■記者 杜法祖

欺詐可囚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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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蕃田村拘捕涉警方在蕃田村拘捕涉
嫌毆傷出千內地漢的兩嫌毆傷出千內地漢的兩
名男村民名男村民。。

■探員檢走涉案麻將。

■隔鄰士多東主朱先生
稱，村民常到涉案茶水
檔打麻將。

■發生圍毆
出千雀友事
件的蕃田村
士 多 茶 水
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