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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絲督察」藏兒童鹹片囚27月
官斥洩內部資料違誠信 損公眾對警隊信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4年違法「佔領」

行動期間懷疑充當「無間道」撐「黃絲帶」的男督察

施恒，涉嫌在「佔領」期間利用警隊的電腦系統，取

得同袍的個人資料「起底」後，在網上社交媒體平台

擅自發放。警方調查後無意中揭發他的電腦硬碟內，

收藏271段兒童色情影片及照片。施恒早前在區域法

院否認「管有兒童色情物品」罪，經審訊後被裁定罪

名成立，連同早前承認的另一項「不誠實使用電腦」

罪，昨日兩罪合共判囚27個月。法官斥責被告將警

隊內部資料放上網，不但違反誠信，更損害公眾對警

隊的信任，罪行嚴重，必須判監。

無良匪尾隨阿婆入屋 搶逾萬元財物

肥匪跳入收銀位 劫便利店5000蚊 醫院旁傳臭味 揭失蹤翁伏屍山邊

DR美容命案 陪審團提4問題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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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屍山邊的六旬老翁，屍體由帳篷遮蓋。

■發生入屋劫長者案的黃大仙下邨龍輝
樓。

■黃婆婆（右二）向警方講述遇劫經
過，一臉無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一名持雙程證
來港後失蹤的六旬老翁，昨被發現伏屍長沙灣
明愛醫院山邊，屍體開始發脹及發臭，警方事
後經調查，相信無可疑。
由於死者生前疑有腦退化跡象，不排除其迷
途致失足墮坡喪命，稍後將剖屍檢驗以確定死
因。
現場為長沙灣明愛醫院急症室對上山邊，據

在附近進行翻新工程的工人透露，上周六（9
日）已嗅到山邊飄來陣陣如死老鼠的惡臭，惟
不以為意。及至昨晨11時10分，有醫院職員難
頂對開山邊飄來的惡臭味，要求保安員前往查
看，結果在永德路對落約10米下斜坡護土牆一
條引水道內，發現一具男性屍體，馬上通知上
級及報警。
警員到場證實死者屍體已發脹及發臭，死去

一段時間。其後根據在死者身上搜出的一張身
份證，證實他原是持雙程證來港，本月1日在
深水埗離家失蹤的60歲老翁周松健，到昨日為
止已前後11天音訊全無。警員其後在引水道內

檢獲屬於死者的個人物品，包括一對藍色拖
鞋。
據悉，周松健本月1日晚上7時許離開深水埗
北河街寓所後一直失蹤，家人遍尋不獲，翌日

報警求助。據周的家人向警方透露，周記性不
太好，疑有腦退化跡象，過往從未到過醫院求
診。警方初步不排除事主離家後迷途，更懷疑
他從永德路失足墮下斜坡喪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無良劫匪令人
齒冷！一名八旬老嫗昨午自外歸家，返抵黃大
仙下邨寓所門外，遭一名中年男子尾隨並強行
推入屋內，翻箱倒篋劫去約1萬元財物逃去，
婆婆驚惶甫定後向屋苑保安員求助報警，警方
事後翻看大廈及附近「天眼」蒐證，設法緝捕
無良劫匪歸案。有區議員要求警方及屋苑保安
公司加強巡邏，另設立訪客登記制度以防止罪
案發生。
遭劫匪入屋打劫破財婆婆姓黃，已80歲高

齡，居住黃大仙下邨龍輝樓一單位，事發時她
一度被推跌地上，幸無受傷。事後屋內一片凌
亂，首飾箱、利是封及銀包等物品散滿一地。
至於涉案在逃劫匪年約40歲，中等身材，約5
呎7吋高，操本地話，案發時身穿黃色短袖上
衣及戴黑色鴨舌帽。
案發昨日下午1時許，黃婆婆由外獨自返回

寓所準備開門入屋之際，突被一名陌生男子從
後強行推入屋威嚇及聲稱打劫，婆婆恐遭傷
害，不敢呼叫反抗，男子隨即在屋內翻箱倒
篋，大肆搜掠一番奪門逃去。據悉，婆婆確定
劫匪離開後，始敢走到樓下向屋苑保安員求
助。
警方在下午1時46分接到報案，立即調派衝

鋒隊警員到場在附近兜截可疑人，惜無發現。
經調查，黃婆婆證實被劫去小量金飾及一個載
有約1萬元現金的錢箱。由於婆婆當時非常驚
慌，因而未能看清歹徒容貌。警方不排除劫匪
是尾隨婆婆進入大廈伺機犯案，目前正翻看大
廈及附近「天眼」片段蒐證，又一度到邨內兩
個垃圾站搜查，並向10多名清潔工了解情況，
案件已交由黃大仙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二隊跟

進，設法緝捕該名無良歹徒歸案。
黃大仙區區議員李東江表示，雖然區內以老

舊屋邨及長者居民為主，但過往治安良好，僅
發生零星爆竊個案，記憶中今次是首次發生入
屋行劫案。他擔心匪徒食髓知味，會再次向長
者落手，因而呼籲警方應加強區內巡邏，屋苑
的管理公司亦應加密巡樓次數，並設立訪客登
記制度，以防止不法之徒輕易進入大廈。

DR醫學美容集團在2012年發生醫療美
容事故，釀成一死兩傷，集團創辦人周向
榮（63歲）、實驗室技術員陳冠忠（32
歲）及女醫生麥允齡（36歲）同被控誤
殺罪，案件在高等法院經過近4個月審
訊，陪審團昨退庭商議，並提出4條問
題，以及要求重看呈堂錄影片段。至晚上
7時半陪審團仍未有裁決，法官指示陪審

團休息，今早9時再返回法庭繼續商議。
陪審團於下午2時，提出4條關於次被告陳

冠忠和第三被告麥允齡的提問，法庭開庭逐一
解答。陪審團問，當有合理懷疑實驗室技術員
陳冠忠是服從老闆指示而行事時，應如何釐定
他是否嚴重差劣至需要接受刑責。
法官回應稱，陪審團應運用其人生經驗，

考慮該項疏忽是否已越過賠償及民事索償可處
理程度，漠視他人人身安全，屬實的話應予以
刑責。法官又提醒，考慮首被告周向榮有無罪
責時，陪審團必須確定周有指示陳不驗菌是唯
一合理推論，才作進一步考慮。
陪審團又問陳冠忠接受的教育、訓練及經驗

當中，是否涉及抗生素應用及相關無菌技術。
法官回應，沒有證據顯示陳有接觸抗生素

的應用及相關無菌技術，但有證供顯示陳曾在
CIK製品中使用抗生素。陪審團另問，第三被
告麥允齡在案發後，即2012年10月4日的行
為對考慮其定罪有否重要性。

法官清場重播庭上片段
法官指出，麥在當日已得知案中女死者陳

宛琳及女事主王靜波已送到公立醫院；即使麥
允齡其後將另一女事主黃鳳群送到私家醫院而
非公立醫院，陪審團亦可以認為麥並非打算隱
瞞意外，但陪審團仍要自行決定。
陪審團又要求重看早前於庭上播放過的片

段，法官清場讓陪審團可於庭內重看，但着他
們觀看期間不得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無間道」男督察施恒判囚27個月。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葵
涌邨商場昨日凌晨發生店舖劫案，
一間通宵營業便利店，遭一名身材
肥胖、口罩蒙面男匪徒闖入打劫，
其間歹徒飛身跨過門欄進入收銀櫃
枱，強行打開收銀機掠去5,000元
現款逃去，女店員事後慌忙報警，
警方根據「天眼」線索追查匪徒身
份及下落。
現場為葵涌上角街葵涌邨商場一
間通宵營業的連鎖式便利店。昨日
凌晨5時9分，戴口罩和黑色帽的肥
賊闖入店內，不由分說跨過約1米
高的熟食檔門欄走近收銀櫃枱，一
手按着姓嚴（39歲）女店員聲稱打
劫，隨後強行打開收銀機，掠去約
5,000元現金，迅速跳出櫃枱奪門逃
去無蹤。
據悉，由於事出突然，女職員尚
未反應過來，搶匪已得手逃去，職

員其後慌忙報警求助。
警員接報到場在附近一帶兜截匪

徒，惜無發現。警方目前正根據便
利店「天眼」拍下的劫案過程，設
法追查匪徒身份及下落，案件交由
葵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跟進。
刻下警方正追緝一名年約40歲男
子歸案，他身高約1.65米，肥身
材，案發時身穿啡色外套及黑色長
褲，頭戴一頂黑色帽，以及戴有口
罩。

■DR美容誤
殺案 3 名被
告，右起：
陳冠忠、周
向榮、麥允
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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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去年
11月在立法會討論橫洲發展項
目期間，要求政府提供相關文
件但被拒，疑強搶時任發展局
副局長馬紹祥枱上機密文件
夾，將文件交給另一議員朱凱
廸閱覽，馬事後報警，警方根
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票控梁國雄一項藐視罪，案件
昨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進行審前
覆核。
案件昨進行預審期間，辯方

確認不會向法庭呈交誓章，而
案件將於明年1月15日至18日
進行法律爭議，包括應如何理
解或演繹《立法會（權力及特
權）條例》17（C）條，及法庭
是否應在本案中行使司法管轄
權。
梁國雄於庭外表示，當時是

想取文件來看，卻遭檢控，認
為被控的罪名原用以保護議員
的權力及特權，現卻反過來被
檢控，形容是「老鼠打貓」。
2016年11月15日立法會房屋

事務委員會與發展事務委員會
舉行聯席會議討論事件，出席
會議的發展局副局長馬紹祥表
示無帶相關文件開會。梁國雄
疑不滿局方未能提供文件，離
開座位走到馬紹祥座位前，取
走其枱面上的文件夾，聲稱
「要睇下馬紹祥係咪真係無帶
（文件）」，主持會議的立會
議員麥美娟勸長毛「唔好搶
嘢」、「請你坐返埋位」，有
份出席會議的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張炳良亦幫口說，「佢（馬
紹祥 ）可能真係無帶嚟嘛。」
長毛最終被趕離會議室。

■腦退化翁疑由護土牆上方失足碌下引水道喪命。

■被肥劫匪入內掠走5,000元的便
利店。

■梁國雄涉強搶馬紹祥文件夾
被票控。 資料圖片

被告施恒（31歲），已婚，案發
時是警務督察。法官祁士偉參

考過被告索取心理及精神報告，其
中，心理報告指被告並無心理或精
神問題，重犯機會不高；精神報告
則指被告患有哮喘和敏感症，受審
時亦曾病發。

行為影響警隊電腦安全性
祁官斥責被告將有關資料放上社

交平台，行為影響了警隊電腦系統
的安全性，亦影響了警隊的尊嚴，
破壞警隊的誠信，只是念及被告初
犯，再犯案機會不高，酌情減刑。
控方指出，警方於2014年11月
28日進行網上巡邏，發現前一天在

名為「反佔中認人組」的facebook
群組裡，用戶「Tonic Shepherd」
上載了兩名警員於警察內聯網電話
簿資料的截圖，並留言：「有在場
人士透露在場警員不斷挑釁市民，
警 員 編 號 如 下 ： PC87 ×× 、
PC13×××，如發現有其他警員挑
釁或使用武力，請記低編號及影
相，感謝！」
警方調查後發現有人於11月27

日，利用被告於北角警署的桌面電
腦，存取警察電話簿及搜索兩名涉事
警員資料，而被告當時正在當值。
12月 1日警方到被告辦公室調

查，發現其手機登入了facebook中
「Tonic Shepherd」用戶。被告於

去年2月2日被捕。
辯方為被告遞上包括被告妻子、

父母及朋友等的12封求情信。其中
被告的父母指出，一家人一直四代
同堂住在一起，實在接受不了面臨
分離，望法庭能予輕判。
另立法會議員朱凱廸亦有為被告

撰寫求情信，稱被告洩露的資料並
不涉及被告個人利益，而是在政治
立場上為他人「撐腰」，又指早年
被告因支持教育界人士林慧思，已
曾接受紀律聆訊。
法庭聽取控辯雙方陳述後，經審

訊後裁定被告施恒「管有兒童色情
物品」、「不誠實使用電腦」兩項
罪名成立，兩罪合共判囚27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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