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破世盃外圍波 檢710萬波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俄羅

斯世界盃舉行期間，警方繼續展開代
號「戈壁」及風盾打擊非法收受賭注
行動，連日分別在九龍城及荃灣破獲
外圍波案件，共拘捕兩名男子及檢獲
約710萬元懷疑外圍投注紀錄及數十
萬元現金證物。
被捕兩名男子，分別59歲姓吳及40
歲姓柯，有黑社會背景，分別涉嫌非
法收受賭注及向收受賭注者投注罪
名，通宵扣查。
昨午夜約零時，荃灣警區反三合會

行動組根據線報經調查，在荃灣眾安
街埋伏截查姓柯目標男子，在其身上
檢獲約5.6萬元現金及三部手提電話，
其中一部手提電話內有約610萬元懷
疑外圍投注紀錄。其後，人員再將柯

押返其位於沙咀道寓所搜查，再檢獲
一批懷疑外圍投注紀錄、一部電腦及
一個無線路由器證物帶署。
另前晚約9時，九龍城警區反三合

會行動組根據線報經調查，在棗梨雅
道埋伏截查姓吳目標男子，並在他身

上檢獲總額約100萬元懷疑外圍投注
記錄、約30萬現金及一部手提電話。
其後人員押吳返回其位於亞皆老街

寓所的單位搜查，再檢獲約16萬元懷
疑外圍投注記錄及一部電腦證物帶
署。

警方提醒市民，根據香港法例第一
百四十八章《賭博條例》第七條及八
條，任何人從事非法收受賭注，最高
可被判處罰款500萬元及監禁7年；而
向收受賭注者投注亦屬違法，最高可
被罰款3萬元及監禁9個月。

■■警方打擊非法收受賭注行動中拘捕一名男子警方打擊非法收受賭注行動中拘捕一名男子。。
■■警方在疑犯身上及寓所共檢獲約警方在疑犯身上及寓所共檢獲約
100100萬元懷疑外圍投注記錄等證物萬元懷疑外圍投注記錄等證物。。

「九巴刺客」再放針 7天6宗
46號線驚現兩吋縫紉針 鎅椅案一天3宗離譜

葵涌、荃灣及將軍澳昨日再揭發一宗九

巴遭人「椅裡藏針」及三宗「鎅椅」案

件，四輛九巴分別行駛46、48X、238M

及98D路線，其中兩輛九巴無安裝閉路電

視，蒐證困難。警方將四案分別列作「求

警協助」及「刑事毁壞」案處理。針對有

關情況，九巴發出內部通告，提醒車長需切實

執行留意可疑人等及加強檢查車廂指引，車務

督察亦須加強巡查各路線巴士車廂情况。有車

長指，平日開車前僅得短時間巡查車廂，若切

實執行公司指引，難以在數分鐘內完成（見另

稿）。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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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九巴這是九巴77天第天第
六宗六宗「「椅裡藏針椅裡藏針」」
事件事件。。■■座椅被插入一支約座椅被插入一支約22吋長縫紉針吋長縫紉針，，尖頭位置插入座墊尖頭位置插入座墊

（（小圖小圖）。）。事後探員到場進行調查事後探員到場進行調查，，暫未有人被捕暫未有人被捕。。

◀◀上月底九巴向員工發出
內部通告，提醒車長需切
實執行留意可疑者及加強
檢查車廂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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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德前助理涉擅留校 教師：佢負責「收餅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被揭有

「影子學生」及連串管理問題的屯門
興德學校，前校長男助理張錦輝被取
消註冊教員資格後，涉嫌未經教育局
准許下繼續留在校內，他最終被控10
項違反教育條例「未經准許而逗留在
學校內」罪，案件昨在屯門法院開
審，率先由控方傳召兩名證人作供，
惟辯方質疑被告被取消註冊教員資格
的信件是否有效，裁判官直言不明白
辯方為何爭議官方文件的正確性。
男被告張錦輝，43歲。控辯雙方同意
案情指，被告1997年成為註冊教員，
2016年7月以受聘為興德學校的助理文
書主任，其間他以「張鐘謙」的名義
「打卡」作為上下班出勤記錄。
他案發時段，即在2017年3月至4月期
間，當中有10天在未得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常秘）書面許可下於興德學校內逗留。
辯方昨質疑被告被取消註冊教員資

格的信件是否有效，因該信件並非教
育局常秘所寫，只是教育局人員聲稱
得到授權，反問是否任何普通人寫張
紙就當授權？況且常秘曾轉換數次。
控方反駁指，重點是「常任秘書長
辦公室」發出信件是常秘授權，常秘
轉任多少次都不重要，若要常秘親自
口頭或書面向同事說可以出信，倒不
如由常秘直接出信，亦反問這樣政府
是否能運作？又指被告若不同意被取
消教員資格，大可申請司法覆核或上
訴，但不可以不守法。

官：不明白為何質疑官方文件
裁判官指，除非文件是虛構，不明白

辯方為何爭議官方文件的正確性，控方

說明信件是由教育局發出，條例亦有補
充教育局人員的職能，裁判官問是否要
案發時，當時的常任秘書長出庭作供？
辯方則回應指這是其中一個辦法。
控方昨傳召首名證人，是2005加入

興德學校任教中文及數學科，並負責
管理全校電腦的資訊科技主任蘇志榮
教師。他指時任校長陳章萍，在2015
年校外評核期間邀請被告張錦輝（43
歲）到校協助向老師提供意見及指導
文件整理方式。蘇指當時校長指張是
「顧問」，約一周後張便沒有再出
現，直至2016年8月底才再到學校擔
任「校長助理」一職。
蘇憶述張在校務處工作亦有機會接

觸學生，他曾向張詢問其姓名用作建
立學校電腦使用者名稱及電郵名稱，
但張要「停一停唸一唸」才回答「張

鐘謙」而非其本名「張錦輝」。
蘇又笑指，張的工作是「收同事餅
卡」，因為當同事請病假後復工，他會
向同事追收餅卡。根據被告的轉職申請
表，其於2017年申請轉職為行政主任。

校務處職員：不知被告實際工作
另一名控方證人，校務處職員葉偉

樑指，被告到任後會指揮在校務處工
作的其餘4名同事。葉表示不知被告
的職級，只覺他「喺會議室入面唔知
做乜」，被告的房門有時關上，也不
知其實際工作。
控方指會再傳召7名證人，包括兩

名教育局人員，他們獲教育局常秘授
權，曾撰寫兩封關於取消教員資格的
信給被告。辯方則透露會傳召一名來
自學校的證人，聆訊預計仍需4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時任立法會議員的
社民連梁國雄（長毛）和「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得
志（快必）等人，2015年5月在一個校際辯論比賽
中，向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示威抗議政改方
案，令賽事受到嚴重擾亂，兩人前年被裁定妨礙罪
成，各判監7天，譚獲緩刑1年。兩人不服，提出
上訴。法官陳嘉信昨在高院聽取陳詞後押後宣判，
梁國雄獲准繼續保釋。
上訴人梁國雄及譚得志，分以原審時的兩名大律
師郭憬憲及鄭愷晴代表出庭。梁譚2016年各被裁
定一項違反《文娛中心規例》第十二條「故意妨礙
正在合法使用文娛中心的人」罪成。
有關規例訂明「任何人不得故意妨礙正在合法執

行職責的經理或任何職員，或故意妨礙、騷擾、干
擾或煩擾任何其他正在合法使用文娛中心或其內所
提供的任何設施的人」。
上訴方質疑規例的「門檻過低」，稱規例中「故
意」作出的行為，必定是指蓄意、鹵莽或無合理辯
解下作出的行為。又指任何示威行為，即使是靜
坐，亦會干犯規例所指的干擾及妨礙等，因此法官
應考慮規例的相稱性。而正正是有關規例對示威的
規管不清晰，導致本案兩名上訴人被檢控及定罪。
律政司一方反駁指，有關規例的門檻並非過低，
不會因為有人主觀覺得受滋擾，一些合理的行為便
會受檢控。被告是否「故意」作出相關行為須視乎
情況而定。律政司一方並非認為上訴人沒有示威權
利，「星島新聞集團」作為主辦機構，須經過申請
及支付租金才進行活動，理應有優先使用文娛中心
的權利。
律政司一方續稱，並不關心上訴人當時是否正進
行示威，只關心上訴人有否「故意妨礙」合法使用
中心的人。
他舉例如示威者租用文娛中心作造勢大會，不斷

高呼反政府的口號，其間有人進場，以大聲公作辯
論阻礙造勢大會進行，該些人亦可根據本條例被
控，因此有關條例只為了合理保障優先使用者。
此外，上訴人當時可選擇在活動前於場外展示標
語示威，亦可待司長離開時作合法示威，故無任何
證供支持上訴人為何不可用其他方式達到示威目
的。

押後裁決長毛續准保釋
在判刑方面，上訴方認為有關規例最高刑罰是判囚1個
月，對於一個沒有相關定罪紀錄的被告而言，在沒有作出任
何暴力行為下被判囚，是過重的刑罰，質疑會造成「寒蟬效
應」。
律政司一方指，上訴人雖在示威中無使用暴力，但示威時
間長，有多次言語和行為舉動，屢勸不改，程度嚴重；而原
審裁判官杜浩成亦認為上訴人行為嚴重影響了當日的活動，
而該活動籌備長達一年，故判囚屬合適刑罰。
法官陳嘉信昨聽取雙方陳詞後，決定押後宣判，梁國雄可
獲繼續保釋。
案情指，星島新聞集團於2015年5月15日，在伊利沙伯

體育館內舉辦「第三十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總決賽」期間，
兩被告及數十人在場內展示橫額及舉起黃傘示威，時任政務
司司長的林鄭月娥擔任主禮嘉賓入場後，兩被告使用揚聲器
喊口號，並向嘉賓區投擲紙球，有示威者更企圖衝上台，令
活動受到嚴重擾亂。

地盤工跣腳 鋼筋插入手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劉

友光）長沙灣一地盤發生恐怖工業
意外。一名工人昨日不慎遭鋼筋插
入左手臂，消防員需要鋸斷鋼筋
「連人帶筋」送院治理。
男事主姓鄧，40歲，左手臂插着

鋼筋，清醒送瑪嘉烈醫院做手術，
情况嚴重。據悉，傷者在醫院等候
多個小時仍未開刀，需要注射麻醉

藥止痛，家人憂心不已。
現場為深旺道33號一個房屋委

員會地盤。消息稱，昨晨近 11
時，鄧在地盤內開工時疑不慎跌
倒，左手臂撞向一支鋼筋，遭直
徑1吋鋼筋插入手臂數吋深，動彈
不得，工友報警，救護員因擔心
手臂與鋼筋分開時傷口會大量出
血，由消防員將鋼筋鋸斷，「連

人帶筋」一併送院救治。警方列
作工業意外案處理，聯絡勞工處
派員跟進。
瑪嘉烈醫院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表示，昨午5時許，傷者清醒在
醫院輪候緊急手術期間簽署自願離
院通知書，經聖約翰救護車轉送至
私家醫院接受進一步治療。
院方強調，病人於等候期間，醫

護人員一直密切監察他的情況，病
人聯絡主任亦與病人及家屬保持溝
通，盡力提供協助。

昨日網上流傳一張日期
為6月28日的九巴內部通
告，指鑑於發生多宗車廂

被放置尖銳物品，提醒車長需切實執行留意可
疑者及加強檢查車廂指引，另車務督察亦需加
強巡查各路線巴士車廂情况。不過，多間巴士
工會均表示，部分路線行車時間緊迫，難以在
有限時間內完成巡查工作，否則只會令車長壓
力增加，同時希望警方盡快破案。
工聯會汽車交通業總工會九巴分會副主任黎

兆聰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公司一路以
來都有發出指引，要求車長於完成一轉車時巡
查車上是否有人「唔知醒」及有否失物等，惟
部分路線時間不足，車長難以在晚上收車後以
額外的時間巡車。
他續說，近日事件發生後，車長已盡力巡

查，令其工作更繁複，亦令每轉車時間更長。
他指出，近日已感到巴士乘客減少，相信並

非單一事件，是有人對九巴不滿而發起這一連

串行為，呼籲警方盡快將兇徒緝拿歸案，同時
希望公司懸紅緝兇。

內部通告令車長受壓
九巴職員權益工會理事長李國華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對於公司發出內部通告需切實
執行留意可疑者及加強檢查車廂指引，覺得是將
壓力轉嫁給車長。他指出，平日車長開車前僅得
很短時間巡查車廂，若切實執行公司指引，便難
以在數分鐘時間內完成巡查工作，但公司又未有
增加車長每程行車時間，令車長壓力增加。
李國華續說，車長本身並非查案專業人士，難

以從數以百計乘客中確定誰人有可疑，另行車期
間車長若要分神留意乘客情况，可能會影響駕
駛，即使發現有乘客可疑，車長亦無權搜身，唯
一可以做的便是報警，將巴士停在路邊等候警員
到場進行調查及搜身，但要全車人一同等候，更
會令巴士行程延誤。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費小燁

工會：無時間巡車 盼公司懸紅緝兇
�&

根據資料，這是7天第六宗「椅裡藏
針」及3天第六宗「鎅椅」案，最

少造成兩名女乘客受傷送院。12宗案件
暫未知屬同一人或多於一人所為，至今
警方仍一案未破。
對於接連發現有九巴「椅裡藏針」，
市民人心惶惶，希望車長加強巡查車廂
及警方盡快拘捕「放針者」。

無裝天眼 蒐證困難
「椅裡藏針」現場為葵涌麗瑤邨巴士
總站，涉事九巴行駛46號線，來往麗瑤
及佐敦（渡華路）。消息稱，昨晨約8
時15分，九巴在總站由車長開門讓乘客
上車及準備開出之際，有男乘客通知下
層靠後位置一張座椅遭人插針，車長通
知公司及報警。
警員到場調查，發現座椅有一支約兩
吋長縫紉針，尖頭位置插入座墊。案件
列作「求警協助」處理，交由葵青警區
刑事調查隊第六隊跟進，探員檢走涉案
縫紉針帶署作進一步檢驗。由於涉事巴

士未有安裝閉路電視，未能翻查閉路電
視片段蒐證，事後巴士返廠檢查及維
修。
三宗「鎅椅」分別發生在九巴48X、
238M及98D路線，警方同列作「刑事
毁壞」案處理，正追緝涉案在逃「破壞
王」下落。昨晨6時許，一輛往來沙田
至荃灣的48X線九巴，由沙田禾輋巴士
總站開出。上午約7時03分，巴士到達
荃灣灣景花園巴士總站後，車長在巡查
車廂時發現下層一張座椅有兩道破口，
分別3吋長及1吋長，疑遭人用利器鎅
毁，於是通知公司及報警。
警員到場調查，但涉事巴士未有安裝閉

路電視，未能翻查閉路電視片段蒐證。
昨晨約7時16分，一輛行駛荃灣海濱
花園至荃灣站的238M線九巴，由海濱
花園總站開出駛至荃灣站總站時，有乘
客落車時通知發現上層一張座椅遭人鎅
爛。車長經查看發生座椅共被鎅了七
刀，每條破口約兩吋長。
至早上約7時50分，車長將九巴駛回

荃灣海濱花園總站，將事件通知公司及
報警。警員到場調查，其間翻查巴士閉
路電視片段蒐證。
昨日下午約2時05分，一輛往來尖沙
咀至將軍澳的98D線九巴，車長在將軍
澳坑口總站開車前巡查車廂時，發現上
層一張座椅遭人鎅爛，分別頭枕被鎅一
個正方形破口，椅背則有九道破口，隨
即通知公司及報警。
根據資料，上月27日至30日4天為

止，荃灣、觀塘、沙田及油麻地相繼揭
發五宗「椅裡藏針」事件，分涉59M
線、17號線、81號線及48X線，最少
兩名女乘客受傷送院治理。警方列作
「求警協助」案處理，未有人被捕。

7座椅「遇襲」被捕人數捧蛋
另外，本月1日至昨日3天為止，長
沙灣及觀塘共揭發3宗九巴「鎅椅」事
件，分涉一輛118號線九巴及兩輛101
號線九巴，共7張座椅遭人用利器鎅
破，無人被捕。

7月3日(第18/073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2,546,760 （1注中）
三獎：$98,420 （69注中）
多寶：$26,208,877

下次攪珠日期：7月5日

3 21 41 45 49 1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