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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15歲外甥女 堂舅父囚33月
官斥親人面前犯案色膽包天 毀女童快樂童年永留烙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已婚堂舅父前年農曆新年參與家族旅行，在泰國強姦同

行的15歲外甥女，案件於今年6月底經重審裁定被告強姦罪不成立，但與16歲以下女

童非法性交交替控罪罪成，昨在高院判監兩年9個月。法官形容現年27歲的被告色膽

包天，當着其他親人面前犯案，使女童心理留下永久烙印，摧毀她的快樂童年，嚴重

程度與強姦分別不大；他應愧對父母、妻兒和親戚，但只流於表面的悔意。

A8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18年8月3日（星期五）

20182018年年88月月33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18年8月3日（星期五）

翻
新
廈
墜
石
屎

擊
傷
4
途
人

海關截2.2萬件走私信號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海關
人員本周一（7月30日）在深圳灣管
制站截查一輛入境貨櫃車時，在車斗
發現多達1,000箱合共約2.2萬件懷疑
走私信號彈，市值約150萬元，一名
50歲男司機被捕扣查。由於信號彈屬
易燃易爆品，且截獲數量龐大，遂須
消防處、警方爆炸品處理課等多部門

合作，分批運往礦務部的政府爆炸品
倉處理。

市值約150萬 司機斷正
據悉，涉案貨櫃車由內地入境時，

報稱載有布疋及金屬品等，惟經檢查
後，揭發該批走私信號彈。
消息指，檢獲的信號彈有不同大小

款式，估計最終會經本港轉運往東南
亞地區，供漁民作求救用途。
海關重申，走私屬嚴重罪行，根據

《進出口條例》，任何人輸入或輸出未
列艙單貨物，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
款200萬元及監禁7年。市民可致電海
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或透過舉報
罪案專用電郵賬戶（crimereport@cus-

toms.gov.hk）舉報懷疑走私活動。
信號彈設計會發出耀眼光芒及大量

煙霧，主要用作登山或出海遇危險時
使用，以發出信號求救，以便救援人
員知悉位置。
信號彈在本港屬受管制危險品，藏

有或使用均屬違法，一經定罪可判處
罰款2.5萬元及入獄6個月。 ■海關在深圳灣檢2.2萬件走私信號彈。

法官邱智立昨判刑指，陪審團相信女事主不同意
和被告性交，只是不排除被告可能真心以為事

主同意，故無裁定他強姦罪成。邱官強調，此案不
涉青年男女交往的關係，加上被告當時已婚，妻子
即將分娩，事發房間更有其多名親人，就算被告事
實上真誠相信事主同意性交，也顯然不合理。

官：親人聯繫密切 必知未滿16歲
辯方早前求情指，被告與事主年紀相差不遠，對

事主無監管責任，不會因此罪加一等。邱官反駁
指，被告身為長輩，才獲得事主和其他房中家族成
員信任，讓他留下。
惟他在事主表姐睡在旁邊時仍犯案，色膽包天，完
全違反誠信，不單破壞家族融洽，更令家族蒙羞。
至於辯方求情指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被告當時知道
事主未滿16歲，以及沒有用安全套。
邱官則指，被告和事主的家庭聯繫密切，必然知

道她未滿16歲，而他最終在事主的臀部射精，也有
機會導致懷孕或傳播性病。
法庭早前索閱被告的背景報告和事主的心理創傷

報告，辯方批評背景報告偏頗。例如指被告讀書時
兩年內獲3個小過、64個缺點。
辯方認為這些不過是任何學生都會犯的過錯。邱

官昨直言「不敢苟同」，指被告的操行無疑頗為惡
劣，不信很多學生皆如此，而撰寫報告的感化官實
有持平地列出正面評語，例如指被告有運動天分。
至於女事主的心理創傷報告則顯示她有創傷後遺

症，感到憂慮、憤怒和孤單，時常發惡夢憶起事發
場面。事主亦變得恐懼男性，沒法享受男女間的親
密愛情關係，結果在案發後與男朋友分手，其後約
會的男性亦無下文。對於辯方質疑心理專家沒做測
試便斷定事主有後遺症，邱官指專家曾詳細會見事
主，當時事主已在接受心理輔導，無理由質疑專家
的判斷，故此相信被告的罪行的確在事主心理留下

永久烙印，摧毀了她的快樂童年。
邱官以3年3個月作量刑起點，鑑於被告沒有案底
和願意承認非禮罪，法官予以減刑，就其非法性交
罪判囚兩年9個月。

另涉摸幼童胸 判刑不會考慮
邱官另披露被告背景報告，指曾涉嫌在另一次海

外旅行期間觸摸年幼女童的胸部，但判刑時不會考
慮此點。

是宗
涉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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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強姦外甥女的案件，發生
在2016年2月的農曆新年期
間。當年15歲的女事主與家
人參與由53人組成的家族旅
行團前往泰國旅遊，惟在回
港前一晚（2016 年 2 月 17
日）凌晨，在曼谷一酒店房
間內，被告不請自來，當時
房中除女事主外，還有事主
的胞妹、表姐及表哥。
被告其後與女事主及事主

的表姐同睡一床，並對女事
主摸胸非禮，事主感到有人
伸手用指插入她的陰道，其
後更被人拉低短褲及內褲將
她強姦。
女事主事後怕影響家人關係

起初不敢作聲，其男朋友知悉

事件後通知女事主的父母。
事件終在當年2月22日報

警處理，化驗報告顯示事主
的短褲沾有被告的精液。不
過，被告辯稱只是在事主身
後自瀆及射精。
被告原被控一項強姦，以
及兩項交替控罪，即與16歲
以下女童非法性交罪及非禮
罪，但在去年10月21日7名
全男班陪審團經退庭一日半
商議後，因未能達成大比數
裁決，法官下令解散陪審
團，控方其後再申請將案件
重審。
至今年6月29日，4男3女
陪審團一致裁定被告強姦罪
不成立，但與16歲以下女童
非法性交交替控罪，則以6
比1大比數裁定成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家族組團遊泰
事主與表姐同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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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堂舅父非法性交罪成囚兩年已婚堂舅父非法性交罪成囚兩年99個月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炒賣黃子華尾場騷 內地漢囚2個月

■警方當日展示檢獲的兩張黃子華棟篤笑
「黃牛飛」。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金鐘法院道
英國文化協會前日發生女童如廁遭偷拍事
件。一名14歲女童報稱在女廁如廁時，發現
旁邊廁格有人手持一部手機伸入偷拍，她立
即通知協會職員及報警。英國文化協會事後
聲明一直以來優先保障學生福祉，會全力配
合警方調查。

前日下午1時13分，警方接報指有一名14
歲女童，在法院道3號英國文化協會一女廁
格內如廁時，疑遭旁邊廁格有人用手機伸入
偷拍。警員隨後到場調查，包括翻看協會內
閉路電視追查可疑人，惟至今未有人被捕。
案件目前交由中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五隊跟
進，暫列作「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

腦」。
英國文化協會事後亦就事件在網頁發聲

明，指已知悉一名就讀英語課程的學生，就
一件有關兒童福利事件向警方報案，又指該
事件在英國文化協會大樓公眾出入範圍內發
生。該會強調遵從英國文化協會保護兒童政
策，並採取適當的應對措施，優先保障學生
的福祉，並已就事件向警方提供所需資料，
將會全力配合警方調查。由於警方正在調查
事件，該會目前未能作進一步評論。

14歲女童英國文化協內如廁遭偷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警方早前針
對炒賣藝人黃子華棟篤笑《金盆𠺘 口》表
演門票的黃牛黨，採取放蛇行動拘捕3名內
地男子，其中一人昨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
承認違反逗留條件罪。
該男子自稱以每張3,000元的價錢買下上
月31日尾場兩張原價880元的門票，再以
每張3,400元售予假扮買家的警員以賺取差
價，裁判官最終判處其入獄2個月。

非起訴炒黃牛 控違逗留條件
今次控方並未以出售未經授權門票或管
有未經授權門票罪提出起訴，而是以被告

來港「非法營商」控告他違反逗留條件
罪。前者最高可被判罰款2,000元，而後者
最高則可判囚兩年。
認罪被告黃宏軍（42歲），於本周日（7
月29日）以訪客身份來港，周二（7月31
日）晚上在港鐵紅磡站D出口外向放蛇警
員兜售黃子華棟篤笑《金盆𠺘 口》的表演
門票，但警員須一次過至少買兩張。
警員同意及以有標記的鈔票付款後，被
告即帶警員到另一處向另一人取票。警員
其後表露身份將被告及另外兩男子拘捕，
行動中一共檢獲6張黃牛飛，以及約1萬元
現金。

辯方昨日求情稱，被告已離婚，與10歲
兒子及65歲父親居於深圳。
他在深圳從事電子安全防範領域的工

作，月入5,000元，但因收入不穩定，故選
擇來港搵快錢。被告是在現場由另外兩市
民手中以6,000港元買入兩張門票，再轉售
給假扮買家的警員，擬賺取800元差額。被
告現已感到很後悔，希望法庭給予機會。
主任裁判官吳蕙芳考慮被告認罪，判監2

個月。餘下兩名涉嫌賣黃牛飛的內地男子
陳建及陳基同被控違反逗留條件罪，控方
申請將案押後至8月29日再提堂，以索取
報告及法律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正進行外牆翻新工程的紅磡戴亞街
明愛社區書院，昨午1時許外牆位
置突有一批碎石飛墜落街，4名途
人走避不及，分別被擊中輕傷，經
送伊利沙伯醫院治理後均無大礙。
警方事後拘捕一名負責工程的男

負責人調查。
現場所見，剝落的碎石僅如普通

硬幣大小，4名傷者中，其中兩人
姓林，分別39歲及27歲，一名則
姓葛，27歲，全部報稱頭部被碎
石擊中感痛楚。
警方事後到場調查，擔心仍有碎
石墜下，需將一段路面封鎖。
由於現場大廈外牆正進行翻新工

程，不排除有人疏忽令碎石墜下擊
中途人，其間拘捕上址一名張姓
31歲男負責人，他涉嫌容許物件
從高處墮下被扣查。案件交由九龍
城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車廂變擂
台！一名花裙婦人，前晚乘搭電車途經銅鑼灣
時，因手部撞及車長拒絕道歉外，又大吵大鬧
拒絕落車，車長遂將車停在邊寧頓街站由稽查
員登車協助處理，女事主其後疑不滿被另一名
同車女乘客埋怨「累街坊」，雙方一言不合在
車廂內大打出手，多名警員到場制止時，有人
仍拒絕合作，情緒失控，遂被扣上手銬帶署調
查，有關衝突片段昨在各大網上群組瘋傳。
警方已將案件列作「在公眾地方打鬥」處
理，暫時無人被捕。

撞人拒道歉 與乘客打架
由在各大網上群組瘋傳的一段長約4分鐘片
段所見，案發約在前晚9時許，在一輛開往上
環的電車上，該名花裙婦人與另一名白衣女乘
客互相指罵，兩名男女乘客試圖拉開她們，大
叫：「喂停吖，行開吖！」其中男乘客更一度
將花裙婦人按在椅上說：「冷靜，放手！」惟
對方仍不停掙扎，男乘客更險被揮拳擊中，大
喝：「你唔好郁手！」
未幾數名警員趕抵擬控制場面，但花裙婦

人仍情緒失控，警員要合力按着她的雙手，警
告她：「你同我坐低，你唔好打我！」惟其反
駁：「你咁樣對香港人……」一名男警亦發
出警告：「係咪玩吖？你控唔控制到自己，你
控制唔到自己，我哋就搭住你（扣上手銬），
聽唔聽到？」
當警員將她鬆開後，不料其再次激動的指

罵警員，警員需再次警告：「我講最後一次，
如果你再嚟，我就搭住你！你係控制唔到自己
呀小姐！」最後花裙婦人需數名警員制服扣上
手銬帶走。
警方指前晚9時50分接報到場時，發現一
名46歲婦人身上有酒氣，情緒激動，並曾與
另一名女乘客打架，她沒有表面傷勢，事後被
送往律敦治醫院檢查。而另一名女乘客則在人
員到場前已離去。
電車公司回應指，一直非常重視乘客的安

全，會透過內部指引和員工培訓讓車長能適當
處理突發事情。
一般而言，當車長遇到緊急事故，會通知
中央控制中心，稽查員亦會到現場提供協助，
有需要時會報警處理。

「暴走婦」大鬧電車被警制服

■警員封閉現場對開一段路面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擊傷途人
的碎石如普
通 硬 幣 大
小。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友光攝

■兩名女
子先在車
廂爭執。
網上截圖

■兩名女子
一言不合，
車 廂 變 擂
台。
網上截圖

■警員到場
多次向情緒
失控的花裙
婦人發出警
告。
網上截圖

■警員在多
次警告無效
下，合力制
服 花 裙 婦
人。
網上截圖

開戰

警告

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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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
二獎：$2,273,430 （0.5注中）
三獎：$52,260 （116注中）
多寶：$28,79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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