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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教師涉非禮學生姊妹花
3年內9度施襲 強吻撫胸示愛說「鍾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

婷）40歲已婚男教師涉在3

年內 9 度非禮一對姊妹學

生，包括多次在私家車內侵

犯兩姊妹，除分別示愛說

「鍾意」她們外，更伸脷強

吻、掃大腿、揩乳房及捉手

摸陽具等。被告早前否認所

有控罪，案件昨在西九龍裁

判法院開審，先後由姊姊X

及妹妹Y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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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警偷拍裙底311次
連女同袍都唔放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油麻地警
署27歲特遣隊男警，涉在港鐵旺角站扶
手電梯偷拍一名女乘客裙底被巡邏警員截
獲，其後在其手機內發現多達311次不同
場合偷拍的合共1,628張照片和290段影
片，當中更包括男警當值期間在警署內偷
拍女同事。
被告昨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承認20項控

罪，辯方指他受嚴重抑鬱症削弱自控能
力，情況有別於一般精神健全的警察知法
犯法，冀法庭輕判社會服務令，惟裁判官
不認同，下令將被告還柙至8月13日判
刑。
被告朱灝立，承認1項作出有違公德行

為罪及19項不誠實使用電腦罪。
案發日期為去年7月3日至10月17日，
被告昨透過律師向所有女事主致歉。

官：不適合判社服令
辯方求情指，被告除受嚴重抑鬱症削弱
自控能力，情況有別於一般精神健全的警
察知法犯法外，亦適逢家庭、感情和事業
上遭遇不幸，被告亦未有察覺原來患病，
因此沒及早求醫。又指被告犯案並非出於
性方面的心理病，根治抑鬱則不會再犯。
被告積極參加明愛的性罪犯輔導計劃，

接受藥物治療和心理輔導後病情已好轉，
醫生和專家認為他重犯機會低。被告有真
誠悔意，希望法庭考慮判處社會服務令。
但暫委裁判官劉淑嫻指案件非常嚴重，

涉及20項控罪，被告更於當值期間偷拍
同事，除了考慮被告背景，也需考慮社會
的看法，明言不適合判處服務令，但會為
被告索取背景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沙田沙角邨出
現擲物狂徒！警方昨在雲雀樓進行反高空墜物行
動，發現有人將一袋衣物拋擲落街，但未見狂徒
蹤影，警員遂採取監視行動，約3小時後終將一
名涉案中年婦人拘捕，不排除她與近日多宗同類

案件有關，目前正追查犯案動機。
警方田心分區早前接獲報告，指沙角邨雲雀樓

近月發生多次高空墜物事件，被擲下的多為剩飯
剩餸，幸均沒傷及街坊，警方遂在近日加派人員
巡邏及進行監視行動。
昨日上午11時許，田心分區特遣隊人員續在
雲雀樓附近進行巡邏，執行反高空墜物行動。
其間發現有人在20樓以上位置，將一袋衣物
拋落街，惟未見狂徒蹤影，警員於是繼續埋伏守
候監視。
至約3小時後，警員在20多樓一樓層，發現一

名年約40歲女子在走廊徘徊，未幾更將一大袋
衣物拋擲落街。埋伏監視的警員見狀，立即一擁
而上將該名女子截停拘捕。
現場消息稱，涉嫌擲物婦人與家人同住上址樓

層一單位，不排除她與近日多宗同類案件有關，
惟犯案動機仍需進一步了解。

中年婦掟衫落街 遇警埋伏斷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電車公司接
獲乘客投訴指錢箱被堵塞，公司生疑，遂
派職員「放蛇」，用有記號的10元紙幣
支付車資，發現錢箱被紙巾堵塞，最終
該張紙幣在一名資深車長的錢包內尋
回。被告聲稱因貪心，在電車地板「拾
遺不報」，他早前在東區裁判法院承認
盜竊罪，辯方求情指被告因偷取該10元
而喪失50萬元長期服務金，已獲得極大
的教訓。署任總裁判官昨判處被告120小

時社會服務令。

判120小時社服令
男被告劉有杰（58歲），任職電車車長
30年，署任總裁判官羅德泉昨在宣判後向
他表示，不要以為社會服務令是小事，因
服務令等同入獄，雖然案中涉款金額不
多，但屬違反誠信，有機會判囚，同時叮
囑被告須態度認真地完成命令。
案情指今年3月，電車公司的交通行政

監督收到兩宗乘客投訴，指錢箱遭堵塞，
硬幣不能跌落箱底。由於兩宗投訴都涉及
被告駕駛的電車班次，監督產生懷疑，故
針對被告採取「放蛇」行動。
3月15日中午，電車公司行政助理在鰂

魚涌柏架山道車站，登上被告駕駛的157
號電車往上環方向。助理在4個站後落
車，支付一張有記號的10元紙幣。助理見
錢箱有張白色紙巾塞住，紙幣沒完全跌入
箱底，遂問被告有沒有問題，被告回答沒

問題。
稍後監督在上環登車，見很多硬幣在錢

箱頂堆積。監督指示被告返回屈地街總
站，然後解釋行動，並着被告簽辭職信，
被告簽署後離開。
監督其後向公司經理匯報事件，經理想

再晤被告。被告其後返回總站報警稱遭監
督誣告。警方到場調查，在被告銀包找到
有記號的10元紙幣，將他拘捕。被告在警
誡下稱是在電車地板上拾獲紙幣。

被告吳國強（40歲），控罪指他在2014年
7月某日在青衣西北交匯處青嶼幹線觀

景台非禮姊姊X；另在2016年4月至去年3月
間8次非禮妹妹Y，當中6次被告將車停在明
愛醫院外發生，另一次在長沙灣瓊林街，還有
一次發生於巴士上。

姊：有家室唔可以對我有感情
現讀大學的X昨透過屏風作供，指數年前被

告擔任其班主任，不時駕車接她放學。
至2014年6月，被告聲稱「鍾意」她，她

初時以為只因她是乖學生。
直至同年7月某天，被告與她吃飯後載她到

青嶼幹線觀景台，兩人在長椅上聊天，被告再
稱「鍾意」她，她則指「你有家室，唔可以對

我有感情」，被告稱會「食藥控制自己」，其
間緊捉她的手數次。
她感到很核突，全身僵硬，遂「揈」開被
告。被告其後送她回家。
事發前X認為被告是位好教師，常親近學

生，但觀景台事件發生後已改變看法，認為被
告「對學生可能有其他目的原因」。
被告事後仍死纏爛打，每周仍會駕車接她

放學。X強調與被告僅是師生關係，並非情
侶。
辯方盤問X時則指，雖然確曾發生捉手事

件，但只因被告發現愛上X，為表達歉意才緊捉
她的手，案發亦非在暑假，而是在同年10月。
X則承認，被非禮後仍有找被告溫習、合作

參加音樂比賽，以及送生日禮物給被告。

妹妹Y亦在屏風後作供，指數年前被告擔任
她的通識科教師，亦做過她的班主任，而被告
每周也會用座駕送她回家兩至三次。8次非禮
當中7次都是被告藉詞送她放學回家期間，將
私家車停在路邊時發生，一次則發生於巴士
內。被告會伺機掃及撫摸她的大腿，亦有次在
講被父親侵犯，捉她的手摸他的胸部。

妹指遭伸手入裙摸大腿
2016年 2月，被告用WhatsApp向她表示

「鍾意我」，又傳送心形圖案。同年4月至6
月某日，被告接她放學，座駕停在明愛醫院某
斜坡，突然被告吻她的嘴，「伸條脷出嚟」並
稱很「鍾意」她。
Y又供稱有次自嘆身材不好，被告佯裝安

慰，手在她的乳房側「揩吓揩吓」，繼而說
「其實你都唔係咁差」；另一次教師則稱「生
唔到」，隨即捉着她的手摸陽具。
辯方盤問Y時指，8項非禮罪歷時近一年，

質疑Y在屢遭非禮，為何她不拒絕登上被告座
駕及不將事件立即通知校方。
Y解釋指試過拒絕被告，被告變得情緒激

動，稱要服食精神藥物，又會不斷致電她，且
被告有份填寫其成績表，她擔心成績會遭被告
操控，而被告與校方關係良好，即使她向校方
舉報，校方亦未必相信她。
Y又否認辯方所指她與被告在車內的身體接

觸，其實是以男女朋友身份做，強調「我無同
佢拍拖」。
案件押後至周三(8月1日)續審。

■中年婦掟衫落街斷正。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早前被擲下的物件多為剩飯剩餸。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沙角邨雲雀樓近月發生多次高空墜物
事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知法犯
法！一名年輕懲教署人員，前日在西貢遊
船河期間，涉嫌在船上的洗手間內放置偷
拍錶，企圖偷拍泳衣少女換衫及其裸體，
其間手錶成功拍下3男2女的換衫照，但
亦拍到錶主設置偷拍錶時的情況，終難逃
法網。懲教署強調一向十分重視懲教人員
的品德、誠信及操守，任何人員干犯違法
行為，該署定必依法處理。
涉案被捕的懲教署人員姓鄒（22

歲）。消息稱，鄒是二級懲教助理，前日
同船亦有數名懲教署同袍。
他涉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

腦」被警方扣查。

遊艇負責人揭發報警
前日下午5時許，警方接獲西貢大蛇灣

一艘遊艇的負責人報案，指有男顧客在船
上洗手間更衣時，發現有人放置了一隻有
偷拍功能的手錶。水警人員接報後，迅速
到場登船調查，其間在手錶內發現已拍下
3男2女的換衫照，但亦拍下錶主設置偷
拍錶時的情況，遂按圖索驥，拘捕船上一
名涉案的22歲男顧客。
消息稱，不排除有人與性感泳衣少女出

海遊船河的目的是蓄意偷拍，並在回程前
在廁所內放置偷拍手錶，企圖偷拍少女更
換泳衣時的裸體。案件目前已交由黃大仙
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懲教署發言人指，該署不會就個別事件

作出評論，但強調該署一向十分重視懲教
人員的品德、誠信及操守，不時發出個人
行為、道德及紀律指引，以作規範。
若任何人員干犯違法行為，該署定必依

法處理。

「船P」廁所放偷拍錶
「懲教男」被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銅鑼灣發生「學
神」毆打運輸署考牌主任(考牌官)事件。一名青年
昨午在掃桿埔駕駛考試中心完成駕駛考試後，獲通
知考試「肥佬」，有人疑一時無法接受事實，竟認
定是考牌官作祟，惱羞成怒下，出手傷人及逃去，
遇襲考牌官事後須送院敷治，警方正根據涉案考生
的登記資料追緝歸案。運輸署強調任何人士如對駕
駛考試結果不滿，可循現有機制反映及尋求覆核。
現場為銅鑼灣大球場徑掃桿埔駕駛考試中心。遇

襲的男考牌官姓甘（41歲），除左手腳受傷外，
腰部亦感到痛楚不適，但全程清醒，經醫院敷治後
無大礙。據悉甘原任職警隊，其後申請調至運輸署
做考牌官，在上址工作了三四年，因監考嚴謹，因
而被戲稱「奪命金」。

在逃「學神」身上多處有紋身
至於涉案在逃「學神」考生年約20餘歲，身體

多處有紋身，不排除其因之前曾考過多次都不合
格，今日再考又「肥佬」致情緒失控生事。
昨日下午2時半左右，一名擬考取輕型貨車駕駛

牌照的紋身青年，在完成駕駛考試後，獲通知不合
格。據現場消息指。有人在得悉「肥佬」後，大感
不滿，即走入考試中心內向為他監考的一名姓甘考
牌官理論。
未幾雙方更發生口角，有人情緒激動，出言辱罵

及向甘揮拳襲擊，甘不及提防，中拳頓失平衡致倒
地受傷，現場另有3個冷氣機開關掣損毀，逞兇男
子隨後轉身逃去，其他職員立即報警。
警員到場後一度在附近兜截逞兇「學神」，但無

發現。由於遇襲事主手腳受傷及感到腰部痛楚，須
由救護員到場將其送院檢查。案件目前列作普通襲
擊及刑事毀壞案交由灣仔警區刑事調查第七隊跟
進，正遁涉案考生的登記資料緝捕其歸案。
另外藝人陳展鵬的女友單文柔昨下午剛巧到上址

考輕型貨車車牌，她表示不知發生考生打考官事
件，亦不便透露考試結果。
運輸署發言人對有考牌官遭到辱罵及推撞受傷事

件感到遺憾，強調任何人如對駕駛考試結果有任何
不滿，可循現有機制反映及尋求覆核。又指過去1
年署方並無考牌主任被襲的記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
源）警方新界北總區交通部
人員前晚至昨日凌晨，分在
沙田及屯門展開反超速行
動，其間拘捕兩名司機。
當中在沙田吐露港公路，
警方「隱形戰車」成功截停
一輛拒絕停車，更以時速
153公里狂飆18公里Type-R
跑車，年近六旬的男司機事
後被捕時，解釋不肯停車的
原因竟是「唔想俾警察追
到」。
不想給警察追到而涉嫌超
速駕駛的男子姓伍（58
歲），報稱任職貨車司機，
他涉嫌危險駕駛被捕帶回警
署調查後，暫獲准保釋至9
月中旬再向警方報到。
警方新界北總區交通執行
及管制組特遣隊人員，前晚
開始在區內執行反超速行
動，派出「隱形戰車」巡
邏，留意可疑車輛。

時速153公里「快閃」
及至昨日凌晨 1 時許，
「隱形戰車」在吐露港公路
近馬料水，發現一輛白色本

田FD2 Type-R跑車往粉嶺
方向高速飛馳，警員立即響
號示意停車，惟對方反加速
在限速100公里的路段，以
時速153公里行駛，跑車沿
吐露港公路、粉嶺公路、百
和路、馬會道狂飆，沿途左
穿右插、多次違例切雙白線
及衝紅燈，險象環生，多輛
警車奉召加入追截。
未幾，跑車逃至約18公里

外，沿沙頭角公路左轉聯和
墟，終在聯安街被多輛警車
包圍截停，車上男司機當場
被捕。
另外涉案跑車因煞車系

統、死氣喉等疑曾被改裝，
廢氣催化器亦被拆走，需拖
往大欖涌汽車扣留中心安排
作進一步檢驗。
此外在前晚11時許，同屬

新界北總區交通部的「隱形
戰車」在屯門公路近大欖涌
交匯處，亦發現一輛私家車
懷疑超速及多次違例切線行
駛，經追截至屯門市中心附
近終將對方截停，車上一名
姓李（30歲）男司機涉嫌危
險駕駛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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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車肥佬嬲嬲豬「學神」打傷考官

■涉案跑車拖往汽車扣留中心安排作進一步檢驗。

▲▲警員到現場附近兜截逞警員到現場附近兜截逞
兇兇「「學神學神」。」。

■■遇襲考牌官事遇襲考牌官事
後須送院敷治後須送院敷治。。

▶考試「肥佬」
青年出手傷人後
逃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