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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興德改正 家長唔轉校
挺炒陳章萍助整頓亂象 周內招聘新校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警方針對販毒活
動，上周四（17日）至周五（18日）展開「雷霆
17」及「征服者」連串掃毒行動，先後在屯門、西
區及油尖區拘捕5名男女，檢獲可卡因、大麻花及
毒郵票等毒品，合共市值約436萬元，有關行動仍
在繼續，不排除稍後會有更多人被捕。
警方毒品調查科探員根據情報經深入調查後，上

周四（17日）下午5時許展開掃毒行動，掩至屯門
黃金海岸埋伏，當1名南亞裔目標男子出現時，探
員即現身將其截停搜查，當場在其手持環保袋內檢
獲10包共重5公斤的可卡因毒品，市值約420萬
元，遂以涉嫌販運危險藥物將他拘捕。

警方毒品調查科行動組女督察陳美蒔表示，被捕
男子25歲，報稱無業，無黑社會背景。由於他非
屯門區居民，不排除當時正運送毒品到區內交易，
他被控一項販毒，本周一（21日）在屯門裁判法院
應訊。警方正追查該批毒品來源、銷售渠道、及
背後是否涉及集團操控等，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
捕。
另外，油尖警區特別職務隊亦根據情報經深入調

查，前日（18日）下午約6時半展開反毒品行動。
突擊搜查尖沙咀彌敦道83號至93號一個目標單
位，拘捕1名46歲非華裔男子，當場檢獲約8,500
元現金、及市值約5.2萬元毒品，包括約33克大麻
花、約31克大麻精、約27克冰毒、約100粒搖頭
丸、約25克海洛英、約4克可卡因、及8張毒郵
票。
約同一時間，西區警區特別職務隊突擊搜查加多

近街52號至60號一目標單位，當場檢獲少量懷疑
冰毒、海洛英及一個冰壺，毒品總值約1,400元。
單位內1名姓樊（52歲）男子及1名姓郭（47歲）
女子涉嫌藏毒及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被捕。
當晚7時半，有巡警在油麻地眾坊街近澄平街截

查一名形跡可疑的姓葉（20歲）男子，在其身上檢
獲約77克霹靂可卡因，市值約10.3萬元，另有約
5,400元現金，他涉嫌販毒被捕扣查。

掃毒拘5男女 檢436萬元毒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暑假尾段，各大
學相繼舉辦迎新營，近日流傳一張參加科技大學
土木及環境工程系迎新營的「生死狀」免責聲
明，令網民譁然。該聲明指，大學學生會及該系
學生會對迎新營中的人身傷害、財物損失或不當
身故等不負法律責任。科大則回應稱，校方及學
生會並無授權任何學會訂立免責聲明。
該「生死狀」免責聲明截圖早前被上載在網上

討論區，當中寫明簽署學生清楚了解，因參加迎
新營而造成的人身傷害、財物損失或不當身故，
科大學生會及該系學生會不負任何法律責任，並
了解亦同意所簽署文件具法律效力。

律師：免責聲明非免死金牌
科大回覆指，校方及學生會無授權任何學會就

其近日舉辦的學生活動訂立免責聲明，在一般情
況下，學生組織須獲校方或大學學生會的認可，
才能訂立有法律效力的免責聲明。
該校又強調，所有參與校內活動的學生，均受
大學的保險計劃保障，其保障範圍涵蓋身體損傷
的醫療及傷亡賠償。另有律師表示，該免責聲明
不能免去所有法律責任，如有證據證明主辦方疏
忽，學生仍可追究。

迎新營推「生死狀」
科大澄清無授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
獨行竊賊昨凌晨潛入九龍城一間菜館
爆竊，至昨晨職員返回開舖時始揭發
遭爆竊，警方翻看舖內閉路電視錄
影，發現賊人犯案時以環保袋笠頭遮
面，以防被攝得容貌，店方點算證實
收銀機內約1,500元銀頭被竊，幸放於
收銀機對下位置約一萬元現款未被發
現，警方正就案件展開調查。
現場為打鼓嶺道15號一間湘川菜

館，昨晨10時17分，姓陳（44歲）男
職員返回店舖時，發覺店內曾被搜
掠，收銀機更遭撬毀，遂通知負責人
折返及報警。經初步點算，證實收銀
機內約1,500元現金被掠，幸放在收銀
機對下位置逾一萬元現金未被發現，
減少損失。
警員到場調查，翻看店內閉路電視

錄影片段，懷疑竊賊於昨凌晨約3時
45分爬過後門頂部鐵欄潛入舖內犯
案，並曾移動店內閉路電視鏡頭。
疑人犯案時以一個環保袋笠頭遮

面，以防容貌被閉路電視鏡頭攝得，
竊賊在店內搜掠約1小時後，由後門

逃去無蹤。
店舖陳姓女負責人表示，開舖逾一年來首次

遭爆竊，店內兩部閉路電視鏡頭均攝得竊賊犯
案過程。警方正根據片段追歸疑人。根據資
料，今年6月深水埗汝州街一間冰室，亦曾被
一名以環保袋笠頭的竊賊爆竊，警方正調查是
否同一賊匪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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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海關連日在全港大規模打擊
違法的煙彈行動，其中前日在灣
仔截查一名43歲游泳教練，在其
身上檢獲兩盒煙彈，他涉私煙買
賣被捕，被押返北角海關總部拘
查，其間事主兩度不適但拒絕送
院，稍後終暈倒休克，經送院搶
救後不治，警方列作「疑犯在羈
留期間死亡」案跟進，他的妻子
及親屬已要求當局對事件深入調
查。
在海關總部拘查期間猝死男子
姓黃（43歲），據悉他在一間廣
播器材公司任職經理，亦是一名
游泳教練。
消息稱，海關鑑於本港近月興
起吸食「加熱煙」，而有關「加
熱煙」的煙彈含有未完稅煙草，
形同私煙，遂於近日進行全港性
大規模嚴打煙彈行動，單於8月
1日至17日，已拘捕57人及檢獲

28萬支包括有煙彈的懷疑私煙，
被捕者更包括有現役警員。
黃姓事主是於前日（18日）在

灣仔區被關員截查，在其身上檢
獲兩盒煙彈，因涉私煙買賣被
捕，押返北角海關總部扣查。

救護車到場拒送院治療
海關發言人證實，一名涉及私

煙案被捕的43歲疑犯，前日（18
日）在扣查期間失去知覺，送院
後不治。
消息稱，黃扣查期間曾兩度感
到身體不適，但救護車到場後他
均拒絕送院治療。稍後事主突然
暈倒休克，海關再召救護車將送
院，惜經搶救後證實不治。
由於涉及「疑犯在羈留期間

死亡」，警方已接手作全方位
調查其死因，初步相信未有可
疑，但其真正死因仍待稍後驗
屍確定。

兩度不適拒送院
煙彈男被扣查猝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前晚先後
在中區及油麻地打擊無牌賣酒活動，警員先喬裝
顧客「放蛇」，在短短3個半小時內成功揭發有
3間娛樂場所涉嫌無牌賣酒，共拘捕5名涉案女
子，檢獲一批酒精類飲品、現金、收銀機及椅子
等證物，全部總值近4萬元。
警方中區反三合會行動組及牌照組人員，早前
接獲線報指有人在中區利源西街一單位內無牌賣
酒，經調查至前日傍晚6時許派出警員假扮顧客
到場光顧，取證後即表露身份搜查，共檢獲530
支啤酒、13支紅酒及烈酒、約530元現金、一部
收銀機及15張椅子，總值約兩萬元。行動中拘
捕3名菲律賓籍女子（31歲至35歲），其中35
歲女負責人涉嫌「無牌售賣酒類飲品」及「無牌
藏有酒類飲品可作販賣用途」被捕，其餘兩名女
職員則涉嫌「無牌售賣酒類飲品」被捕。
前晚9時半，油麻地分區雜項調查隊亦打擊無

牌賣酒活動，派出警員喬裝顧客進入油麻地砵蘭
街18號一間娛樂場所蒐證，待時機成熟採取行
動，拘捕1名涉嫌「無牌藏有酒類飲品可作販賣
用途」的姓林（50歲）女負責人。
同一時間，另一批警員亦突擊搜查廟街119號

另一間娛樂場所，以涉嫌「無牌售賣酒類飲品」
及「無牌藏有酒類飲品可作販賣用途」拘捕1名
姓陳（59歲）女負責人。
警員在上述兩間娛樂場所共檢獲43罐啤酒、

232支啤酒、25支紅酒及烈酒，總值約1.9萬
元。

3舖無牌賣酒 警「放蛇」拉5女

劉太的女兒將在興德升讀小二，她認為，過
去學校管理及校政問題亦對學生有影響，

例如一些收費項目不清，女兒參加學校運動會
亦要另外收車費，「冇聽過其學校會收」，而
校方雖曾邀請家長參與家教會會議，但從不讓
家長發言，校長亦不回答質詢。

讚政府重視 信能解決問題
劉太又提到，有指其女兒的班主任是在今年2
月時投訴過陳章萍後，便一直「放病假」，而
請病假者也包括其他老師，惟校方從未作出交
代，「家長完全係唔知原因」，感到在陳章萍
管理下學校確非常混亂，坦言如陳繼續任校
長，會為女兒轉校。
見學校最終將陳罷免，劉太覺得「炒咗校長
係啱嘅、應該嘅，起碼學校冇咁混亂」，故決
定讓女兒留校。
昨日陪同升小一的女兒到校領取新學年書簿
的黃太則表示，月前選校時不知道學校混亂情
況，從近日新聞得悉學校以往有不少教師請病
假，曾擔心開學時每天都要由代課教師代課，
「日日轉老師，怕小朋友適應唔到。」
她早前嘗試為女兒轉校，惟仍未被錄取，而
得悉學校前日罷免前校長，對學校恢復信心，
期望師資問題可以解決。

另一學生家長馮女士亦相信學校可回正軌，
亦不擔心會再發生同樣的行政及管理混亂，她
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公開回應事件，可見政
府的重視，相信問題能解決，對香港教育制度
仍有信心。

將增7教師 檢視晉升機制
因應開學準備情況，興德已刊登廣告開始招
聘新校長，由教育局委任的校董雷其昌昨日表
示，周內將與教師開會商討，預料將委任一名
高級教職員擔任署任校長，人選包括何姓副校
長，而有意擔任者亦可向學校遞交申請。
他指該校將有7名新教師加入，另校方亦會舉
辦工作坊以檢視教師晉升機制，穩定教師團
隊，令家長重拾信心。
他又承認，校董會決定罷免陳章萍之前，有
人提出讓其自行呈辭，但校董會商討後認為事
態嚴重，故不接受這個處理方法；而校監亦已
聯絡陳章萍，相信她完成交接後，不會再踏足
學校。

教局開學點名 剔「影子學生」
興德過去曾出現長期缺席但照樣升班的「影
子學生」問題，據了解為理順情況，教育局開
學後會再到該校點名，剔除「影子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出現連串校政混亂風波的興德學校，前日召

開校董會通過即時罷免涉多項違規失責的前校長陳章萍。至昨日校方安排學

生回校領取新學年課本及校服，有家長坦言，面對學校亂象，原本曾打算為

即將升小二的女兒轉校，但現時校長終離任，相信有助撥亂反正，故對學校

重建信心，遂讓女兒留校。另一方面，興德周內將落實署任校長安排，並展

開招聘新校長工作，並預計在陳章萍完成交接工作後，不會再踏足學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持
「行街紙」的非洲索馬里籍黑漢，昨在油
麻地廟街一單位疑因嫖妓起爭執，突情緒
失控持利刀指嚇「鳳姐」及一名清潔男
工，追落樓後又在街頭斬傷一名南亞裔男
途人手臂，警員趕抵一度擎槍警告，惟對
方不停以英語叫囂「I want to die……hit
me（我想死，打我啦）」，氣氛緊張，最
終警員施以胡椒噴霧突襲，再合力將其制
服，被刀傷事主經送院敷治後無礙，警方
已列作藏有攻擊性武器及傷人案跟進。

南亞漢路過挨刀
對峙現場為行人熙來攘往的油麻地廟街

近寧波街，一度持刀對峙的非洲索馬里籍
男子32歲，是一名持「行街紙」留港的酷
刑聲請人士，他在事件並無受傷，惟因眼
部不適及情緒激動，需押送廣華醫院檢
查。

被利刀所傷男子34歲，來自巴基斯
坦，亦是持「行街紙」留港的酷刑聲請人
士，他經送伊利沙伯醫院敷治後無大礙。
事發於昨午3時18分，消息稱，疑人到

廟街189號樓上一單位內擬嫖妓，鳳姐要
求先付款後交易，雙方因而發生爭執，有
人突情緒失控，在單位廚房取出菜刀揮
舞，屋內一名姓伍（61歲）男清潔工企圖
阻止，亦被指嚇喊斬，清潔工忙與「鳳
姐」齊落樓逃走，疑人尾隨追落樓，混亂
間在樓下街頭斬傷一名路過的南亞裔男
子。現場消息指，大批途人目睹有狂漢持
刀揮舞，紛驚慌走避及報警求助。

揮刀大叫「我想死」
未幾，衝鋒隊一名軍裝警員及一名便裝
警員手持盾牌及警棍首先趕抵，在廟街近
寧波街發現有黑漢持刀揮舞，警員立即喝
令「Drop down your knife、calm down!

（放低刀，冷靜！)」但對方情緒激動，不
聽警告，由於情況危急，便裝警員隨即拔
出佩槍戒備，繼續喝令放下刀及保持冷
靜。惟黑漢未予理會，不斷揮刀並重複大
叫「I want to die……hit me（我想死，
打我啦）。」氣氛緊張。其間有不少途人
圍觀，並以手機拍攝緊張情況。
現場消息指，警員軟硬兼施勸告，除不

斷喝令對方放下刀外，又大叫「I want
to help you……calm down（我想幫助
你，冷靜啲）」，但黑漢回應稱「I don't
need help（我不需要幫助）。」雙方對峙
約兩分鐘後，其中一名警員趁黑漢稍為分
神，即施以突襲，用胡椒噴霧噴向其面
部，其他警員亦乘機一擁而上，迅速將黑
漢按倒地上制服拘捕。
被制服黑漢由警員押送往醫院檢查，警

方又在現場檢走涉案菜刀，列作藏有攻擊
性武器及傷人案跟進。

非漢嫖妓不遂斬人 警擎槍噴椒制服

根據《警察通例》，警務
人員拔槍或開槍均有嚴格指

引，情況包括：須在保護任何人、包括自己，
以避免生命安全受威脅或身體受到嚴重傷害；
疑犯在拘捕過程中向自己或其他人作危險攻
擊；拘捕有充分理由懷疑觸犯嚴重及兇暴罪行
的疑犯；防止疑犯繼續作出嚴重和兇暴罪行；
及平息騷亂或暴動等。
指引亦明確指明，警員要在發出口頭警告

後，不能以較溫和武力解決事件，方可使用槍
械；而警隊訓練時，亦會指示警員若要開槍阻
止疑犯動武，應射向對方如軀幹等身體最大面
積部位，絕不應瞄準易致命的部位開槍，例如
頭部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拔槍只求制暴 開槍不應致命
■■警員合力制服黑漢。 網上截圖

■■黑漢持刀對峙黑漢持刀對峙，，警員擎槍戒備警員擎槍戒備。。 網上截圖網上截圖

■■網上流傳科大「生死狀」截圖。 網上圖片

■■店內閉路店內閉路
電視攝得獨電視攝得獨
行竊賊以環行竊賊以環
保袋笠頭保袋笠頭。。

■■探員在黃金海探員在黃金海
岸 拘 捕 販 毒 男岸 拘 捕 販 毒 男
子子。。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劉友光攝劉友光攝

■■劉太支持罷免陳章萍。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黃太原本擔心興德教
師不足，但對學校恢復
秩序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 攝

■■昨日有小一新生及家長昨日有小一新生及家長
回校領取新學年教科書及回校領取新學年教科書及
校服校服。。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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