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潔工夜潛竹館換牌出千
夥同黨改動電動枱程式 東主在家看天眼揭破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在油麻地一麻雀館任職清潔工的
女子，疑因欠下賭債手緊，涉夥
同3名同黨凌晨潛返麻雀館「做
手腳」，把內藏晶片的「蠱惑」
麻雀牌放入電動麻雀枱內，準備
出千圖利，但被東主在家透過閉
路電視發現報警一網成擒。警方
列作「爆竊」案處理，正調查犯
案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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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繼前日有行山客挑戰
「香港第一險峰」西貢蚺蛇尖不果猝死後，西貢昨日又
發生行山意外，一名73歲姓郭老翁昨偕同伴行山，途至
黃竹山時不慎失足跌落約10米深山崖，幸有叢林阻隔不
致喪命，但亦頭部受傷流血，手指骨折，由飛行服務隊
直升機救起送院，情況嚴重。
警方於昨晨11時50分接報有人墮崖，與消防員及政府

飛行服務隊直升機趕赴現場展開陸空救援。至中午約12
時50分尋獲姓郭事主，當時他頭部受傷，胸口和上衣有
血跡，由直升機吊起送往東區醫院搶救。
政府飛行服務隊回應稱，救援人員在茅坪附近一個山
澗、離地約6米的叢林找到傷者，其同伴分批在不同地
方向救援人員揮手示意，最終飛行服務隊於接報後約半
小時找到他。

七旬翁墮10米崖 叢林救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杜法祖）自稱
「少林佛家拳香港唯
一傳人」武術師父，
藉詞替年紀相差 50
載的 12歲女徒弟通
淋巴，脫光其衣服按
摩非禮，女徒弟告知
社工及報警。武術師
父早前承認三項非禮
罪，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囚兩年，法官指被告幻
想一廂情願發展忘年戀，身為拳術師父，行為違
反誠信。被告還有兩天便生日，故將於獄中度過
63歲生日。
涉案62歲健體中心教練鄧天佑（見圖），出庭
時須以拐杖助行。
案情指，去年3月女童X到被告的中心學泰
拳，其間被告不時傳信息向X示愛，X感覺很噁
心，聲言再收到便停學。被告其後指稱X的淋巴
阻塞，最初由師母替X按摩，後由被告六度替X
按摩，其中三次更把X衣服脫光乘機非禮，其
後X告知社工及報警，被告去年10月被捕。

官：打情罵俏？會唔會那個咗少少
鄧早前承認三項非禮罪，辯方昨日求情指，被

告與女童在WhatsApp親密溝通，誤會發展為情
侶關係，按摩時女童問為何摸她私人位置，被告
以為是打情罵俏。區院法官陳廣池聞言反駁：
「大家相差50年，打情罵俏？會唔會那個咗少少
呢？」
陳官又指，女童的創傷報告反映她受事件影響

而經常自責。法官指，被告幻想一廂情願發展忘
年戀，身為拳術師父，行為違反誠信，遂判其入
獄兩年，另須接受心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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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011年屯門黑幫爆發內
訌，綽號「郭靖」的18歲青年郭衍靖遭同門斬殺。當日奉
命趕往現場開車接走同黨、綽號「乳牛」的同門黑幫青年
陳錦成（23歲），前年經審訊後被裁定謀殺罪成，判囚終
身。陳引用英國最高法院於今年2月釐清謀殺案中「合謀
犯罪」的新案例是否適用於香港，上訴至終審法院，終院
昨日進行聆訊。
陳錦成透過申請法援上訴，由英國御用大律師Felicity
Gerry、兩名大律師吳靄儀及周衍廷代表。律政司一方則由
資深大律師麥高義、大律師楊艾文和大律師鄭凱聰代表。
根據案情，控辯雙方不爭議死者被斬時陳並不在場，亦

無參與斬殺，惟控方指陳參與行動時已有意圖謀殺死者或
造成嚴重傷害。英國最高法院今年2月的Jogee新案例指
出，一人是否合謀犯罪，需視乎該人有否「意圖」去干犯
控罪。

辯方：預視罪行發生 不等於意圖參與
代表陳的御用大律師Gerry昨日陳詞指，根據Jogee案
例，預視（foresee）到罪行的發生不等於有「意圖」參
與。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則質疑，合謀犯罪的原則有其

政策上的用處，目的就是要將罪案中某部分的人繩之以
法。但Gerry則指，刑事法的基本應是基於一人是否有犯
罪的證據。
代表政府一方的資深大律師麥高義陳詞時則指，若一人

可預視到另一人的行為有可能引致罪行，而他仍然繼續參
與，則他已罔顧犯罪的風險，默許另一人繼續作出相關行
為，顯示他已經承擔該風險，故屬於合謀犯罪。
代表上訴人的英國御用大律師Gerry不同意政府一方的

陳詞，指其說法沒有基礎及完全錯誤。雙方陳詞完畢，法
庭押後裁決。

被捕3女1男年齡介乎26歲至55歲，當中兩女一男
持雙程證來港，另一名55歲姓黃女子為本地人，

在現場麻雀館任清潔女工。其中一名41歲內地女子報
稱面部受傷，送院治理。
現場是油麻地廟街一間麻雀館，多名探員昨日中午返
回店內調查，並套取指模。探員又拆開電動麻雀枱檢走
兩副藏有晶片的麻雀、一個控制器。

「蠱惑」晶片麻雀 成本五六萬
據悉，該控制器可洗出靚牌，消息指，歹徒預備的
「蠱惑」麻雀牌、控制器及零件等，成本要五六萬元。
事發昨日凌晨2時許，麻雀館保安系統發出警告，45
歲姓陳負責人從家中閉路電視發現店內有人影，疑遭人
爆竊立即報警。警員趕至包圍麻雀館搜查，結果在館內

拘捕黃女及一名內地漢，另在附近拘捕兩名內地女子。

疑欠賭債 勾結熟客作案
消息稱，被捕清潔女工每晚打烊後便會開工清潔，故
持有麻雀館門匙。據悉，一名持雙程證女子近半年常來
麻雀館打牌，因而與清潔女工混熟，疑有人因在外賭輸
欠債，遂與熟客勾結犯案。
事發時兩名內地女子與一名持雙程證的麻雀師傅到達

麻雀館後，由涉案的清潔女工接應開門，他們帶同兩副
藏有晶片的麻雀牌，由師傅拆開電動麻雀枱，將「蠱

惑」麻雀牌放入麻雀枱內，並更換零件及改動程式。不
過，其間疑有人觸動店內保安系統，被東主在閉路電視
發現報警，將4人一網成擒。
姓陳負責人隨後亦趕返「竹館」了解情況，慶幸未有
其他財物損失。陳表示，麻雀館開業數年，保安嚴密，
案發時保安警鐘響起，他繼而發現有人在店內出現，於
是報警。

事後檢查麻雀枱兼「換牌」
麻雀館職員透露，相信歹徒是首次犯案已被識破，為

求顧客安心，已着有關麻雀機代理商到場檢查店內所有
麻雀枱及更換麻雀牌，日後亦會安排加密檢查次數。
據悉，案中涉「出千」用的晶片麻雀並非新事物，但
在本港持牌麻雀館出現卻屬罕見。操作附有晶片麻雀的
電動麻雀枱之前，首先要在麻雀枱電腦設定16鋪牌內
容，完成設定過程後，只要用USB記憶棒儲存程式，並
將記憶棒插到麻雀枱接口，只需數秒便讀畢數據，「出
千」程式便可生效。騙徒「出千」時只要按控制器，便
「要乜牌就有乜牌」，例如十三么、大四喜，甚至天糊
都能得心應手。

殺「郭靖」兇手引英案例終極上訴

今年2月8日（年初一）深夜至9日（年初
二）凌晨，有激進「本土派」組織，包括
「本土民主前線」、「熱血公民」等成員，
藉食環署人員在旺角管理無牌熟食小販，製
造暴亂，造成90多名警員及35名市民受

傷。其中一名涉案27歲青年陳卓軒因推垃圾桶，經
審訊後裁定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成，須
還柙候判。陳昨日在高院申請保釋覆核，法官准他
以原有條件，即現金5,000元、禁足旺角等，附加不
准離港，保釋至下月2日判刑。
主審裁判官香淑嫻早前判刑時表示，陳卓軒雖有
和平表達權利，但他選擇推垃圾桶，干犯罪行，是
挑釁警方維持秩序，加上看不到被告有悔意，判監
是唯一選擇，但會先索取背景報告再判刑。

官：還柙冀被告得到教訓
陳卓軒昨日指個人理由希望保釋是因親友住離
島，並不方便探望，法官即質疑：「住得近就唔畀
保釋，住得遠就可以畀？」認為此理由不成理據。
但法官同意背景報告不一定還柙索取，又解釋或許
裁判官將被告還柙，是冀他得到教訓。

■記者 杜法祖

「推垃圾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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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前年入稟高院，指大
班鄭經瀚於前年5月29日，在D100電台節
目《風波裡的茶杯》中，談及海怡半島的海
怡西商場將變作名牌特賣場時，稱「葉劉淑
儀與大業主扯貓尾」，以「助」新民黨參選
人陳家珮在海怡半島區議會補選中「獲

勝」，袁彌明則於同日將該段節目錄音透過You-
Tube再轉載。葉劉認為有關內容失實且是惡意中
傷，控告兩人誹謗。
鄭經翰、袁彌明昨日向高院申請修改抗辯書，補
充抗辯內容，但法官不批准，指二人聲稱獲建制派
人士秘密線報而作出有關涉誹謗言論，卻未有披露
在何時、何地與線人會面，事後雖辯稱有致電葉劉
淑儀求證，但同樣沒有向法庭披露基本資料，故不
批准鄭、袁二人就「公允評論」及「受約制特權」
兩個抗辯方向呈交的修改內容，並指示如被告仍想
修改抗辯書內容，須在21天內向法庭提出。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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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位於九龍灣啟晴邨的保良
局何壽南小學，昨日有學生集
體不適，至少12人先後出現
嘔吐、頭暈等徵狀，需送院檢
查，校方報警並已通報衛生
署。衛生署表示，衛生防護中
心已聯絡該校並展開流行病學
調查，調查仍在進行中。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位於九龍

灣沐虹街 11 號，昨日下午
起，有至少12名學生先後出
現嘔吐、頭暈，校方為安全起
見報警處理，由救護車將不適
學生送院檢查。
校方已通知身體不適學生的

家長，現正跟進情況，若有進
一步消息會於學校網頁公佈，
校方亦會加強校園清潔和消
毒。

啟晴邨一小學 12生不適送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去年有詐騙集團假扮大圍
私人屋苑「名城」業主賣樓，
騙去買家292萬元訂金，警方商
業罪案調查科先後拘捕3名男
子，至昨日再拘捕一名涉在案
中扮賣家的35歲男子。至今，
警方已先後拘捕4名涉案疑人，
但案中主謀仍在逃，買家被騙
去的訂金亦未尋回。

最新落網的男子35歲，他涉
嫌「串謀詐騙」及「使用虛假
身份證」，警方昨日下午押解
他到天水圍天恩邨恩福樓寓所
搜查。
商罪科總督察陳靜心透露，

被捕男子涉扮假業主，在案中
負責改名、簽訂臨時及正式買
賣合約，並收取準買家約292萬
元訂金。

案發去年10月，有詐騙集團
冒充「名城」單位業主，向律
師樓和地產代理聲稱以低於市
價出售一個連租約單位。
騙徒出示偽造租約，藉詞單位

仍有租客租用，拒絕讓準買家上
門睇樓，成功騙過律師樓、地產
代理及買家，收取訂金後失去聯
絡，至今年2月單位真業主收到律
師樓文件始揭發事件。

扮業主賣「名城」案 警再拘一假賣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一名最近曾透露腰痛的石
油氣行東主，昨日凌晨被發現
在大埔新娘潭路一輛貨車內燒
炭自殺身亡。警方並無檢獲遺
書，正調查其輕生是否受病痛
困擾抑或另有原因。
死者姓李（50歲），與友人
合資經營石油氣行，在大埔及
荃灣均有分店，其中大埔分店
開業約20年。消息稱，他與妻
育有一名7歲女兒，現讀小學，
妻子平日亦在店內協助收銀。
李妻指，丈夫前日表現正

常，當晚飯後兩人送女兒返保
母家，之後一同回家。其後李
稱要去沙田交車，惟至晚上10
時後仍未回家，她遂致電了

解，當時李回答說：「差唔多
返嚟啦！」豈料至凌晨時分卻
接獲噩耗。
李妻形容丈夫性格內斂，極

少訴心事，相信他沒有欠債，
只是近日曾稱腰骨痛。對於他
突然自殺「一啲頭緒都冇」。
昨日凌晨2時許，有村民駕車

經過大埔新娘潭路避車處近鹿
頸茶座對開空地時，發現上址
泊有一輛石油氣行貨車，一名
男子在司機位上毫無反應，身
旁有小型石油氣爐及一盆炭
燼，覺有可疑報警。
消防員趕至打爛車窗將已昏

迷事主救出，惜送院終告不
治。死者4名親友事後趕赴醫院
了解，聞悉噩耗傷心痛哭。

中年漢疑難忍腰痛車廂燒炭亡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
語服務：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
會：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2 0000

■明愛向晴軒：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
18281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
康專線：2466 7350

■■探員檢查疑曾被改探員檢查疑曾被改
裝的麻雀枱及牌裝的麻雀枱及牌。。

■探員搬走疑
曾被改裝的麻
雀枱及牌。

■警方將多
名涉案女子
帶返警署。

■墮崖行山
客獲救出，
經包紮後送
院治理。

■消防員帶
同拯救工具
登山搜救墮
崖行山客。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多名學生集體
不適，須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