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生畢業創業 開「同志」按摩院斷正

長毛快咇太囂張 庭上講AV
主控官投訴揭發 官警告再搞事關入犯人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社民連

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及「人民力量」

成員快咇譚得志，涉嫌搗亂星島新聞集

團舉辦的全港校際辯論比賽，涉違反

《文娛中心規例》同遭票控，案件昨日

在東區裁判法院續審。兩人繼前日審訊

期間「周身郁」遭法官嚴詞警告後，主

控官昨日庭上向署任主任裁判官杜浩成

投訴，指坐在他身後的兩名被告交談時

說話不堪入耳，在翻聽錄音時更證實有

人說「着校服睇AV」等，杜官即時下令

長毛及快咇調位坐，並警告兩人若繼續

滋擾審訊，或須坐入犯人欄聽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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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根據情報
「放蛇」調查後，前晚深夜在旺角搗破一個專為
「同志」（同性戀者）提供色情服務的無牌按摩
院，揭發被捕22歲男主持剛大學畢業，即創業經
營「同志」按摩院。行動中，警方檢走一批證物，
包括安全套、按摩床及按摩油等。
被捕「同志」按摩院主持人年僅22歲，據悉剛

大學畢業，因涉嫌「管理賣淫場所」被扣查。
消息稱，旺角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早前接獲線
報，經深入調查後，前晚深夜11時展開掃黃行
動，派員喬裝顧客「放蛇」，在奶路臣街11號遠

東發展大廈一單位，搗破一個專為「同志」服務的
懷疑色情按摩院，當場拘捕年僅22歲的主持人。
負責行動的女督察林碧嘉表示，該間無牌按摩院
面積約500平方呎，有7個房間及設有3張按摩床，
開業1個月，技師均為男性，只招待男賓。該院初時
在其他地方經營，因生意好擴充業務轉到現址開業。

網招客講明手淫全套服務
該店亦有在網上宣傳招客，且露骨地明碼實價

說明可提供手淫及全套服務等，收費由1,000元及
1,500元不等，更有4隻手或6隻手按摩服務，2P、

3P另計等。前晚開門營業僅兩小時，已有4,900元
現金收入。

招大專「技師」要懂多國語
同時，該店所聘技師均要求有大專或以上學

歷，需要身材健碩或青靚白淨，能操流利英語、普
通話及粵語。
警方指，主持人警覺性頗高，警方事前經多次

派員假扮顧客「放蛇」，才成功掌握證據搗破該無
牌按摩院。前晚行動時店內有3名技師及顧客，包
括外國人。

主控官萬德豪昨日在審訊期間向杜官
投訴，指長毛及快咇在其背後說一

些猥瑣說話，例如「AV 睇得……」杜
官即時指示法庭書記在法庭電腦內，找
回設置在長毛面前的錄音咪內的錄音，
並宣佈暫時休庭。
休庭30分鐘後重新開庭，證實法庭錄

音聽到兩人的咪錄得「着校服睇AV」
等。杜官即下令長毛及快咇和其事務律
師調位坐，不要再坐在主控官後面。

石永泰指示威者「騎劫」辯賽
控方昨日傳召當天擔任英文組比賽評

審的大律師公會前主席石永泰出庭作
供。石永泰形容，示威者「騎劫」了是
次辯論比賽，叫囂聲浪剝奪了同學聆聽
評論的權利，又指示威者若對主禮嘉賓
林鄭月娥司長有不滿，「冤有頭債有

主」，當評審上台就應將時間交給同
學，不應被一些無關重要的事扯開。
控方證人、星島新聞集團市場推廣部

總監鄭燕玲則在庭上重溫案發錄影片
段，畫面顯示在長毛、快咇站立的位
置，有紙球掟向林鄭月娥。而擲紙球者
身穿黃衫，當時快咇也是穿着黃衫。畫
面中亦見到擔任中文組辯論比賽評審的
前政府新聞處長聶德權，出言勸阻示威
者保持安靜時，長毛立時大喊口號，其
他示威者亦跟着大喊，快咇更舉起揚聲
器，揮動拳頭，且擲出紙球。

證人：林鄭頒獎 示威者前衝
當大會司儀公佈中英文組冠亞軍，邀

請林鄭月娥上台頒獎時，長毛又再吶
喊，聯同快咇不斷揮手。
另一段由《頭條日報》攝影記者拍攝

的影片，畫面清楚見到長毛及快咇拿着
咪在場館大叫口號，示威者分別從前或
後想衝向林司長所坐位置，其中一人是
譚香文，兩名坐在後排的男同學連忙彎
身閃避。
證人鄭燕玲指去年5月18日，她代表
公司向警方報案，投訴辯論比賽活動受
到滋擾影響活動。杜浩成問鄭，事件發
生後有否加強任何措施，鄭稱，為了避
免嘉賓及學生再受滋擾，已要求場館職
員用高身欄杆把公眾及貴賓區分隔，以
減低示威者衝入貴賓區。
同時，他們要求持有貴賓區入場券的
人，必須在接待處再登記，並增加6名
至8名保安人員，調派3人為特別嘉賓作
保鑣，以及在非正常通道加強保安，防
止再發生類似長毛及快咇不依循大堂通
道進入場館的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52
歲傳道人周滿賢被揭發屢次於港
鐵、西鐵車廂，甚至教會詩歌班練
習時，偷拍穿短裙女子裙底春光。
周早前在屯門裁判法院承認4項「作
出有違公德行為」罪名。裁判官昨
日判刑時直指案情嚴重，周身為傳
道人，竟在講求愛與信任的教會內
向警覺性低的女教友埋手，是嚴重
違反誠信，法庭有責任向社會及教
會發出阻嚇訊息，雖將傳道人判監
令人遺憾，仍決定判處被告即時入
獄4星期。
周承認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

間，在港鐵太子站月台、元朗西鐵
車廂內以及位於葵涌的教會聚會
中，用攝錄機偷影4名女子的裙底。
辯方求情時稱，被告熱心公益，

服務社群，但性格內向缺乏自信，
造成自我形象低落等心理障礙，加
上受到網上色情資訊荼毒才犯案。
辯方同時呈上被告妻兒及教友的求
情信，被告已感後悔，事後已向所
屬教會辭職，忍痛離開事奉上帝的
崗位，改當包裝員，並會設法尋求
心理治療。
案情透露，去年12月4日，一名

女社工在元朗站西鐵車廂內，見到
被告站在一名穿短裙女子後面，將
其旅行袋放在其黑色短裙下不停移
動，並盯着她的下身。
女社工發現該旅行袋沒有拉上拉
鏈，且有攝影機突出，她馬上大聲
質問被告，被告想離開時被乘客制
止，最後警員到場將其拘捕。

警方調查下，在被告家中發現他藏有4名
女子的裙底片段，包括被告同日在港鐵太子
站偷拍一名不知名女子的裙底。
另外兩人分別是18歲和23歲的教會女教
友，於前年9月在葵涌一教會崇拜及詩歌班
練習時，遭被告以公事包掩飾偷拍迷你裙
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任職酒廊女歌手的
中年女子，昨日午夜在錦上路露天停車場取車時，突
遭獨行匪以電槍多次電擊行劫，女歌手惟有扮暈保
命，歹徒終掠去其手袋及一部手機後駕車逃去，女歌
手遭殛至頸部紅腫，送院治理。元朗警區重案組探員
昨晨折返現場調查，檢走附近店舖閉路電視片段，現
追緝「電槍匪」歸案。
遇劫女事主姓歐，英文名Priscilla（40歲），居於
錦田八鄉村屋，任職酒廊歌手。她昨日仍在醫院留
醫，頸部仍遺有電殛後的傷疤。歐昨日在病床上稱，
由於住處偏僻，故購有私家車代步，由於常往返市
區，故平日會駕車至錦上路西鐵站附近的泊車轉乘露
天停車場，再轉乘公共交通工具往市區。

有街坊表示，上址停車場是方便區內街坊泊車後轉
乘西鐵，故收費便宜，但晚上該處甚為僻靜。歐女透
露，前日到九龍公幹後，至深夜乘西鐵至錦上路站，
昨日午夜零時許，她步抵錦上路露天停車場取車，擬
駕車折返八鄉寓所。
當歐女步至座駕旁擬從手袋取出車匙時，突有人從

後以電槍三度電擊其後頸及手臂，由於車場內沒有其
他人，她無助下惟有詐暈倒地，但對方仍再電擊其頸
項，以為她失去知覺，才乘機掠走其手袋內的現金及
值約3,000元的手機。
歐女詐暈聽到劫匪得手後登車離開，目睹歹徒駕駛

一輛白色七人車逃走，她立即起身追出，記下車牌，
再報警求助。其後，她與警員翻看附近閉路電視片

段，才得悉賊人犯案時戴眼鏡和口罩。警員向她表
示，估計歹徒所用電槍電力不足，才未致將她殛暈。
事後警方在場調查，檢走地上煙頭及取走閉路電視

錄影片段緝兇，案件列作行劫案，交由元朗警區重案
組跟進。
至昨晨11時許，重案組探員折返現場調查，再向

附近店舖查看閉路電視，以助緝兇。

旺角同類劫案 疑同一人所為
據悉，本月4日凌晨，旺角弼街亦發生同類劫案，

「電槍匪」亦是駕駛白色七人車犯案，警方根據事主
提供車牌資料，懷疑歹徒套假車牌行事，而劫匪容貌
也相近，不排除是同一人所為，呼籲夜歸女士小心。

電槍匪殛頸搶袋 女歌手詐暈保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上月港九及新界發
生多宗便利店劫案，警方調查後昨日下午在深水埗拘
捕一名男子，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罪將其扣查。
初步相信疑犯與最少5宗便利店劫案有關，涉及現

金和香煙共7,000多元。案件已交由西九龍總區重案
組3A隊跟進。
西九龍總區重案組第三隊署理總督察趙炳輝表示，

昨晨6時許，警方在深水埗區拘捕一名姓郭男子，在

其身上檢獲兩把切肉刀及一把摺刀，相信其與過去3
個月長沙灣、黃大仙、牛頭角、北角及荃灣多個地區
的行劫便利店案件有關。
趙炳輝稱，警方在行動中檢獲相信是疑犯作案時所

穿的衣物，包括帽和背囊，初步相信疑犯是單獨行
事，並趁傍晚及凌晨時分人流較少，且只有女店員看
舖的便利店埋手。連串案件的犯案手法類似，疑犯會
先亮刀指嚇店員，要求拿出現金及香煙。

多區便利店劫案 警拘獨行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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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金鐘高等法院
昨晨發生中年漢大鬧法庭事件。一名中年男子疑
因上訴申請法援遭拒情緒失控，突當庭亮出鎅刀
刀片揚言自殘，與穿上俗稱「鐵甲威龍」的護甲
之警員對峙超過3小時。經談判專家到場游說，
事主終被勸服棄下刀片投降被捕，事件中無人受
傷，事主被扣上手銬送院檢驗。
大鬧高院男子姓張（48歲），被蒙頭及扣上手
銬，由救護員以抬床推出高院送院時，突高舉雙
手並高呼：「佢哋畀啲假文件我簽，搞到我申請
唔到法援。」據悉，事主早前因工業意外受傷，
因賠償問題糾紛而申請法援遭拒，他遂提出上
訴，昨日他到庭處理法援上訴時，其右手前臂因
工傷的傷勢尚未痊癒，仍纏紗布。
現場為金鐘高等法院2樓42號庭，消息稱，該

庭昨日於內庭處理法援上訴，公眾不能進入法庭
內。至昨晨10時許，有人在庭內獲知申請法援上
訴遭拒，突亮出兩吋長鎅刀刀片，作狀鎅手及架
頸揚言自殘，法庭職員見狀立即報警。
警員接報到場，發覺事主情緒激動，立即穿上

俗稱「鐵甲威龍」的護甲戒備，準備隨時採取行
動。稍後，談判專家奉召到場游說逾三小時，至
下午1時20分終將事主說服放下刀片，他旋即被
警員上前拘捕，其後送院檢驗。
中區警區行動組第一隊主管勞瑞蓮總督察稱，

警方在昨晨10時許接獲一名男子報警，聲稱有人
在庭內自我傷害身體，警員到場發覺手持刀片的
男子正是報案人，懷疑他因申請法援上訴遭拒情
緒激動，警方終將他勸服。

申法援失敗即亮刀
「自殘漢」與警對峙

■警方搗破
的「同志」
按摩院內設
有多間房，
提供「特別
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化妝品女推銷員打扮
成OL，下班繁忙時間在銅鑼灣商業區尋找「獵物」，
伺機扒竊女途人銀包，隨即以受害人的信用卡碌卡購
物。警方根據線索鎖定目標，昨日在西環發現疑似目標
女疑人現身，上前截查揭發其涉案，拘捕帶署後再押其
返西環寓所搜查，檢獲一批懷疑碌卡購得的贓物。
涉案被捕女子姓梁（27歲），涉嫌扒竊及以欺騙手

段取得財產罪被扣查。據悉，她任職化妝品推銷員，曾
有案底，與男友同住，警方正追查其有否涉及其他同類
案件。
警方於今年7月19日接獲一名22歲少女報案，稱早

前遺失的信用卡遭人盜用簽賬，涉及金額約6,000元。
灣仔警區刑事部接手追查，相信女疑犯犯案時打扮成
OL，於下班繁忙時間在銅鑼灣商業區「尋獵物」，伺
機接近22歲女事主，打開其背囊偷走銀包，再盜用其
信用卡簽賬購物。警方追查後發現，女疑人在案發當
日，曾到附近的電子連鎖店和個人護理店「碌卡」購
物，涉款約6,000元。
探員根據線報深入調查後，昨日下午在西環堅尼地城
新海旁街對開拘捕涉案女子。其後將她押返其所住屋苑
單位搜查，檢獲一批包括波鞋、手袋、平板電腦及智能
手機等，懷疑是碌卡購得的贓物。

推銷員鬧市「狩獵」
打荷包偷卡狂碌

■石永泰昨日到庭作供。

■大鬧高院的中年漢，被捕蒙頭送院時高舉雙手
不斷呼叫。

■涉及多宗
便利店劫案
疑犯（中）
被 帶 署 調
查。
鄺福強 攝

■■涉扒竊他人信用卡後碌涉扒竊他人信用卡後碌
卡購物的女子卡購物的女子，，被蒙頭押被蒙頭押
返西環住所搜查返西環住所搜查。。■■探員檢走一批懷疑是碌卡購得的贓物探員檢走一批懷疑是碌卡購得的贓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