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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港鐵「友禮會」網站一度
故障，導致部分會員的個人資
料在其他會員的個人資料頁面
上顯示，相信最多約40名會員
受影響。港鐵昨日表示，上月
31日接獲一名會員反映，當他
使用電腦開啓網站的個人資料
頁面時，頁面顯示的資料並不
屬於他。
港鐵表示，經調查後確認受

影響會員的登入密碼並無被洩
露，個人資料亦無被其他會員
更改。港鐵向受影響會員表示
歉意。
港鐵表示，經調查後發現

「友禮會」於上月24及31日
下午約二時進行推廣活動期
間，因登入系統的流量太高，
令系統其中一個供應商的組件

短暫運作不穩定，有機會令不
多於43名會員可能在使用電腦
開啓個人資料頁面時，看到另
外不多於43名會員的資料，包
括登入名稱、會員名稱、八達
通號碼、電郵地址、手提電話
號碼、生日日期、教育程度、
職業類別和個人入息範圍。而
會員登入密碼沒有洩漏，資料
亦無被更改。
港鐵強調，一直非常重視保

護顧客的個人私隱，收到該會
員反映後，公司即時與相關供
應商作出跟進，並已採取措施
防止該情況再發生，包括提升
有問題的組件，並進行系統調
校。
港鐵表示，已發電郵通知受

影響的會員，並對此表示歉
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雙學三丑」
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2014年非法「佔
領」行動前夕，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3人
2016年被裁定非法集結等罪成立，分別判社
會服務令及緩刑。律政司一度上訴成功，去
年8月改判3人入獄6個月至8個月，惟他們
服刑近半刑期後，又終極上訴得直維持原
判。終審法院法官昨就案件訟費頒令，律政
司須承擔 3人上訴至終院過程中的部分訟
費。
法官霍兆剛認為，終院推翻上訴庭裁決，3

人不應被改判入獄，他們須向終院提出上訴才
可達至此結果，故他們的上述申請是合理的。
法官又指律政司一方面指覆核3人刑期是出

於公眾利益，另一方面卻指法庭不應以公帑支
付3人訟費。既然本案明顯涉及公眾利益，法
庭更加有理由將訟費判予上訴得直的3人，因
上訴庭本應駁回律政司的覆核刑期申請。
不過，終審庭認為，羅冠聰和周永康在其中

一次就法律觀點向上訴庭作出申請時，兩人並
無必要動用3名大律師，故不批准他們全取該
3名大律師的費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網
台主持鄭永健在2015年區議會選
舉中，以金錢利誘多個激進「本土
派」組織，包括沙田社區網絡黃學
禮，及「青年新政」梁頌恆等出戰
指定選區「鎅票」，其被裁定串謀
選舉舞弊等7項罪名成立。他不服
定罪及判刑提出上訴，今年3月被
上訴庭駁回定罪上訴，但獲批減刑
至3年3個月。今年5月，他又要
求上訴庭頒發證書以便他能上訴至
終院，但上訴庭副庭長以其申請延
誤、案件無合理地可爭拗的論點等
理由，昨頒下書面判詞駁回申請。
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在判詞中

指，鄭永健曾承認有接觸多個「本
土組織」並提供資助予某些組織成
員參選，被原審法官裁定他確有出
資3.6萬元作資助經費，並裁定他
是「舞弊地」作出答應資助及出錢
資助組織成員參選的行為。
針對鄭多次投訴上訴庭「錯誤地
詮釋」選舉條例中「舞弊地」一
詞，上訴庭認為此說法無合理地可
爭拗的論點，因而裁定鄭必然是
「舞弊地」蓄意以金錢誘使他人參
選及串謀他人以金錢誘使他人參
選。

逾期兩個月才申請
上訴庭續指，鄭的申請要求沒

有基礎證明案件涉及具有重大而
廣泛重要性的法律觀點，鄭並在逾期近兩個
月後才申請要求法庭頒發證明書，又沒有提
出延誤申請的理由，更遑論有充分理由支持
放寬時限，故此駁回其申請，並指若鄭認為
此判決有誤並導致他蒙受嚴重不公的話，可
直接向特區終審法院申請上訴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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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須付「雙學三丑」部分訟費

有「長洲覆核王」之稱的
郭卓堅，一直被批評濫用法
援提出無理據的司法覆核。

他近日在接受外媒訪問時承認，自己仍欠政府
5,000多萬港元的訴訟費，但聲言所有案情都已
「寫進歷史」，後人自然會對他的對錯作出
「公正評價」。有網民狠批他浪費納稅人金錢
濫打官司，更揶揄他一定「留名歷史」，遺臭
萬年。
郭卓堅不斷針對特區政府提出司法覆核，其中
僅得一次勝訴。
他在接受BBC專訪時聲言，自己不斷敗訴是因

為法院經常「搬龍門」。

網民批博出位濫覆核
他並承認自己仍欠政府5,000多萬港元的訴訟
費，但就稱自己「冇有怕」，又稱法官是否作出
「正確判決」是「微不足道」的，因為所有案情
都已「寫進歷史」，後人自然會對他的對錯作出
「公正評價」。

網民「Mac Mak」
狠批郭卓堅厚顏無
恥：「浪費香港人的
金錢！他有能力還給
香港政府（即納稅人
的錢）嗎？講就後人
評價，佢根本冇成
本，想出名就真！濫
用法律權利！得閒做
義 工 仲 多 人 感 激
喇！」
「Kee Cyk」也批評：「五千萬去咗邊？大狀

個袋？邊個代支？納稅人！」「Chummy
Chum」就質疑：「欠政府錢還這麼輕鬆，乜野
（嘢）政府欺善怕惡乎。」
「Kim Wan Yan」就「認同」郭卓堅必定「留
名歷史」：「以後個個都記得×你！」
「Fengwudance Wong」亦道：「只是遺臭萬
年！這樣的出位簡直是可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青年新
政」梁頌恆及「長洲覆核王」郭卓堅入
稟，要求法院頒發臨時禁制令，禁止特區
政府在案件審結前，7月25日開始於高鐵
站劃出內地口岸區，法庭昨日開庭審理申
請。政府代表在庭上強調，全國人大常委
會享有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而人大已經
表明，「一地兩檢」安排符合「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並通過了正當的立法程
序，申請人根本無強而有力的表面證供證
明政府「違憲」。

雙方陳詞後 下周二裁決
法官在聽畢雙方陳詞後，決定押後至下
周二（14日）頒發書面裁決。
梁頌恆、郭卓堅和梁國雄等5人，早前

先後就高鐵「一地兩檢」條例申請司法覆
核，要求法庭裁定條例「違憲」，5人的
申請聆訊將在10月30日至31日同期進
行。
梁郭兩人另外入稟，要求法庭頒發臨時

禁制令，案件昨日審理。
梁頌恆在庭上陳詞時聲言，高鐵「一地

兩檢」安排與最少10條基本法條文有
「字面上的牴觸」，是次司法覆核為香港
地界和司法管轄權的爭議，涉及重大公眾
利益，又稱不認同政府一方早前指，若高
鐵無法如期通車將造成金錢不能彌補的損
失。
他聲稱，以控制損失的角度計算，今

次臨時禁制令是阻止高鐵「一地兩檢」
正式實施的最後機會。即使法庭「錯

誤」批出臨時禁制令，申請人最終卻敗
訴，政府損失的只是原定通車日子至司
法覆核申請審結的一個月延誤時間；若
法庭「錯誤」駁回臨時禁制令申請，申
請人最終勝訴，申請人的損失「將會是
無法衡量的」。

高鐵必難通車 影響就業機會
代表特區政府一方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

強調，若法庭批出臨時禁制令，高鐵必定
無法如期通車，這將影響一個重大的基建
工程，牽連香港旅遊業、就業機會、旅客
行程及大眾期望等等。
他引述案例指，法庭在考慮批准禁制

令申請時，須審視申請人是否有強而有
力的表面證供，而高鐵「一地兩檢」條

例通過了正當的立法程序，申請人根本
無強而有力的表面證供證明政府「違
憲」。
余若海同時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

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而人大已經作出了
相關的決定，其中表明「一地兩檢」安排
符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無人會質疑羅湖管制站違法
他反駁梁頌恆聲稱是案涉及香港地界和

司法管轄權，指這並非正確解釋基本法的
方式，並舉例指從無人會質疑羅湖管制站
違反基本法，因管制站設置於邊境上，又
例如一名登上開往澳門的客船的乘客，即
使船仍在香港境內，該乘客確是離開了香
港的司法管轄區。

若臨禁令阻「一地兩檢」勢損旅業

港鐵友禮會壞網 洩會員私隱囂稱欠五千萬訟費 郭卓堅「遺臭萬年」
&1��

■郭卓堅承認仍欠政府
5,000 多萬港元的訴訟
費，但「冇有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秀茂坪寶達
邨停車場揭發車內企圖自殺案，昨晨有保安員
巡邏時，發現一名男子躺在一輛私家車內司機
位，毫無反應，查看下赫見私家車的死氣喉被
接駁一條膠喉插入車廂，相信有人正進行自
殺，立即報警求助，事主經送院搶救後情況危
殆。警員事後在場檢獲遺書一封寫有「原諒我
的軟弱，十分累了……」的遺書，初步不排有
人因工作問題不開心而尋死。
企圖自殺男事主姓何（39歲），與家人同住
秀茂坪邨。消息稱，事主近日情緒低落，終日
鬱鬱寡歡。
昨晨7時許，一名保安員巡經秀茂坪寶達邨

多層停車場時，發現一輛停泊上址的私家車，
引擎仍然開動，覺得可疑遂上前查看，未料赫
見一名男子躺臥在司機位內，車尾死氣喉接駁
着一條膠喉插入車廂，懷疑司機自製毒氣室企
圖自殺，立即報警求救。

保安報警 男子送院命危
消防員及救護員到場，迅將昏迷司機救出送
院，情況危殆。警方事後經調查，證實男事主
為車主，並在車上發現一張字條，寫着：「原
諒我的軟弱，十分累了……」遂聯絡事主親友
協助調查，相信事主近日因工作問題不開心欲
尋死，事件無可疑。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熱線︰
2389 2222

撒瑪利亞會熱線(多種語言)︰
2896 0000

生命熱線︰2382 0000

社會福利署熱線︰2343 2255

東華三院芷若園熱線︰18281

明愛向晴熱線：18288

醫院管理局精神健康專線(24小
時精神健康熱線諮詢服務)：
2466 7350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車廂製毒氣室 自殺男：累了……

■男子用死氣喉接駁了一條膠喉入車
廂自殺。

■保安員
發現一名
男子躺在
私家車內
司機位毫
無反應即
報警。

被捕10人，5男5女，本地人，25
歲至45歲，涉嫌串謀詐騙及有

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名，
全部暫准保釋，須於9月上旬返警署
報到。
消息稱，在被捕10人中，包括有售
貨員及熟悉電話操作者。
各人在案中擔任不同角色，包括負
責破解電腦程式、購買現金券、網上
轉售現金券套現等工作。
據悉，支付寶等儲值支付工具會
為新客戶提供迎新優惠，每個新註
冊戶口可獲50元電子現金券，但有
關儲值支付工具有電腦系統設定，
不容許同一部智能手機註冊多於一
個戶口，防止有人重複註冊騙取迎
新優惠。

買現金券貨物 折扣價出貨
不過，涉案犯罪集團則以電腦破解

程式，偽造虛假數據，繞過儲值支付
工具的電腦系統設定，得以用同一張
電話卡重複註冊儲值支付工具的新賬
戶，以騙取有關儲值支付工具提供予
新註冊用戶的迎新優惠電子現金券，
再用電子現金券到連鎖商店購買現金
券及貨物，再以折扣價將貨品轉售圖
利。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警司

莫俊傑表示，近月警方透過情報分
析及調查發現有人利用電腦破解程
式，繞過儲值支付工具限定每張電
話卡只可登記一次的電腦系統設
定，可以用同一張電話卡多次重複
註冊新戶口，騙取大量迎新電子現
金券。
由本周三 （8日）起一連三天，警
方展開代號「智勝」行動，根據資料
突擊搜查全港多個目標地點，拘捕10
名涉案者，檢獲8部電話卡數據機

（Modem Pool）、34 部手機、逾
3,000張電話卡、約10萬元現金券及
約43萬元現金等證物。

用「貓池」大量註冊新戶口
警方初步調查，被檢獲俗稱「貓

池」的電話卡數據機，分別有16個或
32個插卡位，當連接電腦後可即時得

到全部手機驗證碼，相信集團利用
「貓池」可快速得到註冊新戶口所需
要的手機驗證碼，從而提高效率可快
速大量註冊新戶口。
集團運作約兩個月，已順利騙得約
50萬元。警方相信已成功瓦解該犯罪
集團，案件調查仍在進行中，不排除
再有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鄧偉明）警方透過情報分析及

調查，偵破一個犯罪集團涉嫌利用電腦破解程式，以電話卡進行

多次重複登記形式，騙取支付寶等儲值支付工具會為新客戶提供

迎新優惠，涉案金額達50萬元。行動中，人員突擊搜查全港多

個目標地點，共拘捕10名涉案者，檢獲一批電話數據機、手

機、電話卡及現金等證物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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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檢獲俗稱
「貓池」的電話
卡數據機，相信
集團利用提高效
率可快速大量註
冊新戶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鄧偉明 攝

■警方召開記者會講述案件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