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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威嚇恒大迷 東方「死忠」被捕

城大生告警 官：興訟非遊戲
稱遭警揑下體索償千二萬 法官強烈質疑申索理據

威嚇女客買2.2萬療程 美容師扣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城

市大學四年級大學生李卓軒，聲稱

2014年非法「佔旺」期間遭一名男警

狠揑其下體非禮，痛楚難堪，事後入

稟向警務處處長索償1,200萬元。高

院法官昨在案件預審時強烈質疑申索

人理據何在，驚訝地問：「向警方索

償1,200萬？有造成永久傷害嗎？」

法官警告李，在高院興訟不是遊戲，

更不容許法庭被利用作宣傳另類議題

的平台，李一旦申索敗訴，或須支付

懲罰性訟費，可能因此破產。

誹謗梁振英延後審
梁繼昌一方被警誡

申索人李卓軒昨日並無到庭應訊，僅由
律師代表。法官包華禮甫開庭已明

言，一般傷勢嚴重個案諸如斷頸或半身不
遂，事主才會獲得逾千萬賠償，質疑原告
索償基礎薄弱。

尋求「懲罰性賠償」或付「懲罰性訟費」
李的代表律師回覆稱，當事人今次是尋

求「懲罰性賠償」，法官即反駁申索人只
是手部受輕傷，又強調高院不是遊樂所，
興訟可以帶來十分嚴重後果，倘若法庭認
為指控屬於瑣屑，或會判李向律政司支付
懲罰性訟費，他能否付得起這筆訟費。

官籲考慮清楚後果 交鉅額申索證明
申索人代表律師稱，李卓軒的家人將會

負擔敗訴的訟費。法官包華禮聽畢，隨即

將案件押後至7月21日再訊，讓律師有時
間向李提供進一步建議，兼考慮清楚索償
後果，同時着令李和家人下次應訊時務須
到庭，律師屆時也須一併提交案例支持申
索，及值得鉅額申索的證明文件，否則不
排除將案件轉介較低級的區域法院審理。
法官又一度質疑李卓軒當晚是參與「佔

領」示威，但一度誤指是反內地人的遊
行。
律師聲稱，李被捕時正與女友結伴歸

家，法官要求申索人就此說提交補充文件
證供，解釋他當其時正在做什麼，清楚說
明在現場的所作所為。
申索人李卓軒2015年 4月入稟高院向

「一哥」索償。其入稟狀稱，他當日凌晨
在旺角亞皆老街及通菜街交界，疑遭數名
警員襲擊，其中一名男警涉暴力地揑其陽

具及睾丸非禮，令他承受極大痛楚。同
時，警員在拘捕期間涉將其背囊丟到一

旁，令他丟失背囊及放在裡面的銀包、證
件、相機及現金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
2017年亞洲聯賽冠軍盃（亞冠盃）分組賽Ｇ
組賽事，東方龍獅（東方）將於下周二（25
日）在旺角大球場迎戰作客對手廣州恒大淘寶
（恒大），一名東方「忠誠」球迷，疑不滿售
票安排，在網上留言「不惜坐監在場外搞事，
打對方球迷及燒波衫」，昨日卒被警方拘捕。
警方強調互聯網並非無法可依的虛擬世
界，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疑不滿售票安排作出煽動
被捕男球迷姓李（31歲），報稱任職學院
導師，他涉嫌有犯罪意圖或不誠實取用電腦
罪名被扣查。消息指李可能會襲擊東方球會
執行總監梁守志，警方認為事態嚴重，經調
查後決定拉人，行動中警方同時檢獲涉案電
腦、手機及電話卡等證物 。
警方指，李無政治背景，言論亦非針對恒
大或內地的球迷，相信其主要是不滿有關賽事
的售票安排而作出煽動暴力的言論，非有組織
犯案，至於是否涉及兩地矛盾則非警方調查方
向。

警強調互聯網非無法可依
警方昨重申，互聯網並非無法可依的虛擬

世界，大部分在現實世界用以防止罪行的法
例，都可應用於互聯網世界，市民切勿以身試
法。「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
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刑罰為監禁5
年。
有消息稱，李是一名東方忠誠球迷，今年

2月亞冠盃東方作客廣州對戰恒大時，主客
兩場賽事球票開售當日即2月13日及14日已
被搶購一空，李為此大為不滿，其後更在網
上留言抨擊比賽門票開售安排，恐怕東方主
場作戰，變成為客隊「主場」，更揚言果真
如是，屆時「會不惜坐監在場外搞事，打對
方球迷及燒波衫。」
東方上仗作客負0：7給廣州恒大後，有東
方球迷在網上多次留言稱「不要輸人又輸
陣」，並希望下周二旺角主場一定要有氣勢。
今年2月，警方接獲市民報案，指有網民在網
上針對下周二於旺角大球場舉行的亞冠盃分組
賽Ｇ組，東方對恒大的賽事發表威嚇言論，威
脅會對球迷作出暴力行為。
旺角警區刑事部隨即展開調查，並在網絡

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協助下，鎖定一名目標
男子，及至昨日下午，探員先在佐敦區拘捕該
名涉案男子，再押回其於柴灣興民邨的寓所搜
查。

對於有球
迷聲稱因買
不到該場門

票而在網上揚言搞事，東方球會
執行總監梁守志指，他亦是昨晨
才收到警方通知，表示有人在網
上散佈威嚇言論，其中有提及可
能會襲擊他本人，梁稱他並不感
到害怕，而對於球隊和客隊的人
身安全他亦充滿信心。
梁強調不會為個別人士的言

論而特別加強個別球員的安保工
作，但下周二與廣州恒大的大
戰，會依一切安檢程序，確保賽
事順利和球員人身安全。

籲球迷睇電視直播撐主隊
梁守志稱，他們在旺角大球

場對戰恒大約有 5,000 多張門
票，東方球會獲配數百張，客隊
亦有數百張，亞洲足協有數百
張，預留內地球迷有300多張，

公開發售至少有 3,000 多張至
4,000多張，所有公開發售門票
都交由城市售票網處理，惟今年
2月門票公開發售不足半日已全
部售罄，他對無法購得門票的球
迷深感歉意，惟強調因場地及門
票等早已有安排。他希望未能到
場球迷，同樣可在電視直播上支
持主隊。

■記者杜法祖

被列襲擊對象 梁守志信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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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旺佔旺」」示威者事發當晚衝擊警示威者事發當晚衝擊警
方防線方防線，，引發衝突引發衝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警方提醒市民互聯網並非無法可依的虛擬世警方提醒市民互聯網並非無法可依的虛擬世
界界。。 劉友光劉友光攝攝

■警方打擊網上恐嚇行動檢獲的電腦、手機及電話卡。
劉友光攝

■東方龍獅足球隊執行總監梁
守志。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甘瑜）特區行政長官梁振
英上月初入稟控告立法會會計界議員梁繼昌，指他
在澳洲公司UGL的協議事項上誹謗自己，認為其
言論具有誹謗性及破壞他的聲譽，要求法庭頒下禁
制令。梁繼昌向法院申請延期處理案件，昨日下午
獲高等法院批准，該宗誹謗案將延至下月2日處
理。不過，法官告誡梁繼昌一方，應在限時內完成
所需準備，並須支付800元堂費。
梁振英一方在入稟狀中指出，梁繼昌於上月1日

在立法會大樓內向傳媒稱，梁振英在「UGL事
件」上仍在接受廉署，甚至香港及外國稅務局調
查，要求法庭就梁繼昌的誹謗言論頒下禁制令，禁
制梁繼昌及相關人等再以任何方式發佈有關言論，
並向梁繼昌索償及要求支付訟費。
梁繼昌原定需於前日答覆，但其代表律師聲稱，
案件涉及行政長官控告立法會議員，需要額外小心
處理，詳細研究涉案報道、立法會會議紀錄、新聞
稿及書信往來等文件，故需要額外時間。

曾健超放監 改口諗補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因襲警及拒捕被
判監禁5星期的
非法「佔中」示
威者曾健超，昨
日刑滿出獄。曾
健超步出壁屋監
獄時回應會否參
與立法會補選時
稱 「 問 題 複
雜」，但會「積極考慮」。有關投訴他社工專業操
守的紀律聆訊，將如期在5月底進行。
41歲的曾健超被控2014年10月15日，在金鐘龍
和道隧道上面的花槽，以有味液體淋向下方正在執
警11名警員，及後被4名警員拘捕時又作出抗拒，
去年5月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裁定襲警及拒捕罪
成，判監5周。他上月21日決定放棄上訴，入獄服
刑。
曾健超昨晨約8時半終服畢刑期離開壁屋監獄，

監獄大門外聚集大批傳媒，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及邵
家臻等亦有到場。監獄職員須在場戒備及維持秩
序。

稱「積極考慮」未具體研選區
他聲稱，自己在過去一個月的鐵窗生涯中「感受

良多」，包括思考前路，又稱如能凝聚「民主派」
共識及延續抗爭，自己會「積極考慮」參與立法會
補選，但仍未具體考慮哪個選區，因補選協調問題
複雜，要先跟「民主派」商討。
被問到有關投訴他社工專業操守的紀律聆訊，曾
健超稱未有太大擔心被註銷社工資格，又聲言自己
所做的事「對得住天地良心」，其後就乘車離開。
曾健超去年為了參選立法會社福界選舉而退出公

民黨，改以個人身份出選社會福利界功能界別選
舉，最終落敗。他昨日稱暫時無意加入其他政黨，
亦無政黨接觸他。

鄭錦滿偷書案 fb短片將呈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熱血公民」副

主席鄭錦滿涉於去年3月在九龍公共圖書館偷取9
本圖書，上月底被警方拘捕。鄭被控一項盜竊罪，
昨於九龍城裁判法院再度提堂，被告否認控罪。裁
判官將案押後至下月12日作審前覆核。
報稱議員助理的鄭錦滿（28歲），上月因藐視
法庭罪被判即時入獄3個月，他昨日被囚車押送到
法院應訊。他被控於去年3月29日，在何文田培正
道九龍公共圖書館偷竊9本圖書。控方昨透露案中
有9名證人，以及案發圖書館的閉路電視錄影作
證，鄭在facebook上載的涉案短片亦會呈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再有美容院職員涉嫌以威嚇性手
法營商被捕。一名年約20餘歲女
子報稱去年底，在尖沙咀一間美
容院躺於治療床上接受廉價療程
時，中途被一名手持類似針筒狀
器具的女美容師，用威嚇言語強
逼她以2.2萬元購買一份面部美
容療程，海關人員經調查後，昨
午1時許掩至美容院拘捕該名女
美容師扣查。
現場為金馬倫道12號恒信商

業大廈樓上一間美容院。被捕
女美容師年約32歲，涉嫌使用
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銷售美容

療程，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而被扣查。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商

戶如使用騷擾、威迫手段或施
加不當影響，因而限制或損害
消費者在選擇及行為方面的自
由，以致消費者作出交易決
定，則可能觸犯《商品說明條
例》中具威嚇性的營業行為罪
行。
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50

萬元及監禁5年。若罪行是在管
理人員的同意、縱容或疏忽下
觸犯，管理人員亦須一併負上
刑責。

■涉威嚇性手法營商被捕女
美容師。 劉友光攝

■海關人員到美容院檢走一批證物。
劉友光攝

盲撐葉繼歡誣警《蘋果》搞分化挨批
前日病死的重犯葉
繼歡，竟被部分激進
「本土派」視為「英

雄」。《蘋果日報》更引述曾在獄中為葉繼歡
證婚的翁靜晶聲稱，葉繼歡自稱當日中槍落
網，是因為有警員「不守諾言」在他背後開槍
云云。有關報道引起網民熱議，不少網民批評
報道反智，「將人渣歌頒（頌）成偉人」，更
有人直斥報道是在「搞分化」。
《蘋果日報》報道稱，葉繼歡於服刑期間
逃獄，並潛逃內地後，1996年返港企圖犯
案。葉繼歡於西環登岸時遇到巡警截查，雙方
當場駁火，葉繼歡中槍就擒。曾為葉繼歡證婚
的翁靜晶則引述葉繼歡聲稱，當日他與兩名同
黨登岸不久，即被兩名軍裝巡警截查，兩名同
黨即拔槍指向警察頭部，再挾持兩人前行。
她續稱，兩名警員曾向他們請求切勿開
槍，其中一警指自己也有女兒，由於葉繼歡本
身亦有一女，一時心軟答應，更放走兩警及要
求承諾不揭發他們，但當葉繼歡登上小巴欲離
開時，卻被其中一警開槍擊中背部，又稱葉繼
歡對有人「不守承諾」一直「心有不甘」。

「死無對證 可信性低」
網民「Albert PaPa 」在留言中反駁，有關
言論「死無對証（證），可信性十分低」：
「記得當年嘅報導（道）話葉支槍卡死咗，轉

身想走，兩個PC係同一時間開槍，葉中咗兩
槍，佢唔死得係天意。」
「Catherine Mak」坦言：「呢個社會和傳
媒好反智，一個罪有應得嘅人渣好似被歌頒
（頌）到偉人咁，戲和現實都不分夾硬扯埋一
齊講……呀『偉人』死之前翁小姐唔出來講
同佢平反？」她續說：「葉繼歡逃獄傷咗懲教
署人員你唔講？……既然葉繼歡都可以夾硬
變成好人……我們社會咁大愛不如放佢（林
過雲）出來啦！」
「Jackey Lee 」直斥報道「搞分化」，「喺
旺角因佢搶劫金舖中流彈死個女仔又點計數
先，佢當日D(啲)軍火又少嘢呀，個警察打傷
佢咪偷笑啦，仲要我哋納稅人養咗佢咁多
年」，又反問道：「蘋果日報你係咪又想搞分
化呢？對住D（啲）冷血綁匪高度通緝犯仲要
講道義？」
「Stone Leung 」質疑：「其實蘋果係咪想

試圖將哩（呢）個賊講成英雄？就算係黑警背
後開冷槍又點？有冇證據？冇證據就唔好神化
一個賊，咁廢既（嘅）文你哋都好出。」
「Jessica Tong」也認為《蘋果日報》「今

次真係唔岩（啱）」，「件垃圾（葉繼歡）又
搶野（嘢）又打死左（咗）個護士，佢根本係
抵死，請停止再美化佢……比 （畀）佢過多
咁多年養佢咁多年，賺左（咗）啦！」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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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健超明言有意參加立法會補
選。 資料圖片

■一名東方球迷疑不滿售票安排，網上揚言搞事被捕。
圖為東方龍獅與廣州恒大在2月底交鋒。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