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3日(第18/120期)攪珠結果

頭獎：$32,435,310 （1注中）
二獎：$1,454,710 （2注中）
三獎：$93,470 （83注中）
多寶：-

下次攪珠日期：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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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祖屋疑製毒 警檢30萬元貨

梁頌恆拒還薪津案 抗辯書獲准延遲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青症雙邪」梁

頌恆和游蕙禎，前年因宣誓時播「獨」辱國辱族
而被裁定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去年再被終院拒
絕受理上訴，兩人其後拒絕歸還合共約186萬元
薪津，被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行管會）入稟
追討，由於案件索償金額超過區院一般民事索償
上限100萬元，須分案進行。
被分案追討約93萬元的梁頌恆昨在區域法

院應訊，梁以衝擊立法會案上訴等官司纏
身，未及準備抗辯書為由，申請延遲28天呈
交抗辯書，聆案官最終批准申請，惟下令梁
須下月20日或之前呈交，否則會喪失入抗辯
書機會。
梁頌恆昨到區域法院應訊，沒有律師代表，他
指自己現時因有多宗官司纏身，包括衝擊立法會
的刑事上訴案、高鐵「一地兩檢」申請臨時禁制
令案等，因而分身不暇「做唔切抗辯書」，要求
申請延遲28天呈交。

控方則指，去年10月及今年8月已先後將原本
和經修改的狀書交予梁，梁應有充足時間處理抗
辯書，故要求縮短延期至14日並附帶「除非命
令」（unless order），即如不履行命令需承擔
後果，一般為不能再呈交抗辯書。
聆案官葉樹培在聽取控辯雙方陳詞後，最終批

准案件押後28天至11月20日再訊，並下令梁頌
恆須在下月20日或之前呈交抗辯書，否則會喪
失入抗辯書機會，梁亦需即時支付是日訟費450
元予原告一方。
根據行管會的入稟狀，指梁頌恆於前年9月22
及26日獲行管會預支83.4萬元，當中包括辦公
室營運、娛樂及交通使費共45.9萬元，添置設備
和電腦的費用共37.5萬元；至同年10月，行管
會向梁發放10月份薪酬9.5萬元。行管會指因宣
誓事件，梁從未就任立會議員，沒有資格取得福
利，故須交還約93萬元薪津；又指梁僅以信託
形式管有薪津。

「非法廣播」技術性脫罪
阿牛仲想申訟費俾官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民間電台」台長曾健成（阿
牛）及海昇科技有限公司，被指
2014年4月在天星碼頭非法廣播，
兩名被告共被控3項罪名，案件昨
日開審。惟控方首名證人、通訊
辦署理助理電訊督察作供時，被
發現未獲官方豁免使用電訊設施
接收「非法廣播」訊息，涉非法
手段取證。他接受法律意見後，
拒絕接受盤問，其餘控方證人亦
決定不出庭作供。裁判官最終裁
定兩被告表證不成立獲釋，但拒
絕訟費申請。
兩名被告原被控兩項「無牌維

持電訊設備」，以及一項「藉未

領牌的電訊設施發送訊息」罪
名。被告獲裁定無罪後，隨即向
法庭申請訟費，惟裁判官彭亮廷
指被告在現場有設置電線、麥克
風和調頻發射器等，明顯是自招
嫌疑。又指本案是「技術性」脫
罪，若批准辯方的訟費申請是打
擊司法良知，動搖司法公義施
行，故不批准訟費申請。
根據《電訊條例》第一百零六
章二十三條，任何人須獲官方豁
免，才可使用電訊設施接收「非
法廣播」訊息。辯方大狀郭憬憲
在首名控方證人、通訊辦署理助
理電訊督察作供後，指出通訊辦
未獲豁免，是違反有關條例。

「峯搶Phone」拒認罪 控方傳召25證人

「炸彈男」劫7仔 逼用微信過數
要求即時轉賬1.5萬 淡定女店員按警鐘嚇退匪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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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峯搶
手機」案主角、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涉
今年4月在立法會大樓內強搶保安局女行
政主任（EO）的手機，並躲入男廁查看
手機內容，他事後涉嫌4宗罪被警方拘捕
及被民主黨凍結黨籍。警方上周二（16
日）正式落案控告他「有犯罪或不誠實
意圖而取用電腦」、「普通襲擊」及
「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三項罪名，
昨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許否認全部控
罪，案件押後到 12月 17日進行審前覆
核。
36歲的許智峯昨日早上到庭應訊，他在
法院外承認自己在今次事件上處理得「不
夠好」，又指他現時在民主黨的黨席不
變，內部紀律聆訊亦未開始。

8,000元保釋 12月審前覆核
控罪指，許智峯今年4月24日在立法會

綜合大樓內，目的在於他本人或他人不誠

實地獲益而取用電腦，即一部屬於香港特
區政府的手提電話；同時在大樓內襲擊並
阻礙公職人員，即女子梁諾施執行公務。
許智峯否認全部控罪，署任總裁判官羅德
泉將案押後至12月17日進行審前覆核，被
告繼續准予現金8,000元保釋，其間可離港
及毋須到警署報到。
控方預計開審時會傳召25名證人，當中

包括一位法證專家，並會呈上兩段合共長
213分鐘的會面錄影、一段長30分鐘的立
法會閉路電視片段、兩段共長18分鐘的許
智峯接受傳媒訪問片段、以及法證專家報
告等。
許智峯今年4月24日在立法會審議《廣

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期間，涉嫌
搶走保安局女行政主任（EO）的一部智能
手提電話，其後更躲入男廁查看手機內
容，事隔一段時間才歸還手機予事主。警
方則在翌日接獲女事主報警，指在立法會
大樓內遭人搶去手機及一頁文件。

警方接報後，先後兩度進入
立法會大樓蒐證，調查範圍包
括2樓會議室一帶，許智峯亦
兩度公開「道歉」，並在4月
26日被民主黨即時凍結黨籍。
5月5日早上，警員掩至屯門

拘捕許，並押送舊灣仔警署的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辦
公室扣查，其後再轉送灣仔警
察總部。當晚約11時，被扣查
超過13小時的許智峯終獲准以
現金1萬元保釋，須定時到警
署報到。

扣查不合作 加控多兩項
據悉，許智峯最初被指涉嫌干犯「有犯

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和「普通襲
擊」兩項罪名，但在扣查期間不合作，拒
絕警方到其寓所及其立法會議員辦事處搜
查和重組案情，結果再被加控「妨礙公職

人員執行職務」及「刑事毀壞」兩項罪
名。
及至5月10日，負責該案的警方網絡安

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人員，第三度到立法
會大樓蒐證；同月23日，立法會通過由葉
劉淑儀動議譴責許的議案，成立調查委員
會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蕭景源、劉友
光 )警方前日在落馬洲麒麟村一村屋搗破
製毒工場，揭發有毒販疑利用祖屋製
毒，拘捕3人，檢獲一批冰毒、海洛英、
製毒原材料及工具等證物，毒品總值約
30萬元。
被捕的2男1女，29歲至53歲，本地

人，涉嫌製毒，其中51歲及53歲男女疑
犯為夫婦關係；另29歲男疑犯則為毒夫婦
的朋友，他與本月19日落馬洲區一宗約
1,000元零件的車內盜竊案有關，涉嫌盜
竊罪名。

據悉，涉案村屋位於落馬洲麒麟村，
為其中一名疑犯的祖屋，佔地約3,000
呎，裝有閉路電視監察，由於屋內製毒
工具簇新，相信製毒工場只營運很短時
間，但實際運作時間仍有待一步調查。
邊界警區刑事總督察（署任）徐嘉頴

表示，邊界警區刑事部及特別職務隊根
據線報經調查，前日（22日）下午約5
時，突擊搜查麒麟村一目標村屋搗破製
毒工場，拘捕屋內3人，檢獲一批毒品半
製成品及製成品，包括約450克冰毒及70
克4號海洛英，一批製毒材料及工具，毒

品總值約30萬元，主要分銷給新界北一
帶的娛樂場所。

母子涉公屋「種大麻」被捕
另前晚7時許，沙田警區特別職務隊突

擊搜查馬鞍山恒安邨恒峰樓一單位，檢
獲10棵大麻植物、小量其他毒品及一批
栽植大麻植物工具，包括射燈、通風系
統、帳篷及肥料等，檢獲大麻及毒品市
值約9,000元，屋內42歲姓陳男子及其68
歲姓郭母親，涉嫌栽植大麻植物及藏毒
罪名，被捕帶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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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6
名中學女生前日結伴行飛鵝山期
間，因不慎迷路及有人受傷被困報
警，受傷女生由直升機救出送院治
理。其餘5女生由消防員帶落山，
但因天黑及疲倦被迫在荒山野嶺露
宿一夜，直至昨晨由直升機分批救
出送院治理。
6名行山迷路被困女生，16歲至

17歲，同就讀於一間國際學校，
意外中分別手腳擦損輕傷，送院經
敷治，未有大礙。
消息稱，前日早上10時許，6名

女生相約由德望學校附近扎山道起
步往飛鵝山行山，約兩小時成功到
達山頂。詎料6人落山期間不慎迷
路被困「自殺崖」附近的險峻山
邊，一名姓方女生更腳部受傷，同
學報警，警方及消防員趕至經搜索
尋獲6名女生迷路被困位置。
同日晚11時，受傷女生先由飛
行服務隊直升機救出送院治理，其
餘5名女生則由12名消防員陪同落
山，途中因入黑及地勢險要，加上
5名女生筋疲力竭無法繼續前行，
被迫需要在飛鵝山露宿，消防員則
留守陪伴。
直至昨晨8時許，飛行服務隊再
派直升機到場，分3次將5名女生
及12名消防員救起，送往灣仔直
升機坪由救護車送院治理，其間女
生家長及所讀學校教職員接報趕至
醫院了解情况。
飛行服務隊發言人表示，前晚當

救起一名受傷女生送院後，因現場環境黑
暗及山勢陡峭，直升機靠近救人有風險，
加上確認有消防員在場可陪伴5名女生安
全渡過，飛行服務隊遂決定至昨晨再恢復
直升機拯救行動。

■通宵被困山頭的5名女生昨晨獲救後，
因手腳擦損需送院敷治，未有大礙。

■警方在落馬洲麒麟村破獲製毒工場行動中，檢獲
一批冰毒、4號海洛英、製毒材料及工具等證物。

近年市民逐漸流行通過智能手機
以微信支付戶口消費及過數，有匪
徒也「與時並進」企圖利用微信支
付功能打劫，雖然內地及香港接連

發生微信支付強迫過數劫案，但涉案匪徒一個落網、
一個空手而逃，同樣無法得手。
根據網上資料，騰訊旗下的微信支付(WeChat

Pay)，現時用戶需以個人姓名、身份證號碼甚至信用
卡資料作實名登記微信支付戶口後，便可通過手機以
相關「QR Code」或「Wechat 錢包」進行支付、收
款及轉賬。
目前本港7-Eleven便利店，每次最高可為微信支付

客戶作5,000元過數服務，每日上限1萬元，若客戶
是以「太空卡」開設未有實名登記的微信支付戶口，
每次過數上限便會被大幅調低。
當有不法之徒利用微信支付打劫便利店強迫職員過

數，遇劫便利店只需通知微信公司有關事件，匪徒所
用的微信支付戶口會迅速被凍結。若匪徒是以實名登
記開設微信支付戶口，更會即時被鎖定身份追緝。
如果匪徒未有實名登記開戶企圖避過警方追捕，

過數金額便被大幅限制，更會延長逗留現場時間增
加被捕風險。不過，微信支付用戶如有將「電子錢
包」連結銀行卡，可向相關銀行申請將每日轉賬至
微信錢包金額設上限，減低遇劫或其他原因造成損
失。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現場為順寧道近東京街交界一間
7-Eleven便利店。

身上掛個黑盒 話係「炸彈」
消息稱，昨晨9時許，一名戴口罩男
子突然闖入上址便利店向33歲姓黃女職
員遞紙條打劫，並遞智能手機要求透過
微信支付方式，將1.5萬元過數至其手
機，黃氣定神閒表示「辦不到」，男子
聞言隨即拉起上衣露出掛在身上一個黑
色盒聲稱是「炸彈」，企圖強逼女職員
就範，但黃未有被嚇怕及暗中按動警
鐘，男子見事敗即落荒奪門逃去。
警員接報趕至調查及兜截可疑人物，
但未有發現，其間在便利店門外檢獲懷
疑匪徒遺下的口罩，便利店初步未有損
失；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
七隊跟進，探員翻查店內閉路電視片段
蒐證，追緝一名年約30歲至40歲涉案男
子，中等身材，蓄啡色和金色短髮，案
發時身穿灰色長袖上衣和黑色短褲。
警方呼籲有資料提供人士致電3661
8886聯絡。
7-Eleven 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證

實，昨晨7-Eleven位於長沙灣的一間店
舖遭一名匪徒入內企圖行劫，店員在安
全情況下啟動警鐘，歹徒事敗離去，事
件中無人受傷，店舖也沒有損失。警方
正對事件展開調查。

兩地曾發生微信支付劫案
去年11月內地傳媒報道，寧波奉化

月前一名夜歸女子在街頭遇劫，匪徒
除搶走其 300元現金，還要求她取出
手機查看微信錢包餘額，繼而強逼女
事主掃描其手機二維碼以微信轉賬方
式把 450元餘額過數，匪徒得手後逃
去，女事主報警，公安根據微信轉賬
資料鎖定目標人物，經追查拘捕涉案
匪徒及其同黨。

香港亦曾發生涉以微信支付過數的劫
案。去年9月12日晚，一名匪徒假扮嫖
客在油麻地廟街一單位內持刀姦劫鳳
姐，匪徒劫去近兩萬元財物還未心足，
再強逼鳳姐以手機微信支付過數，但不
成功。其後匪徒離開時，鳳姐不甘損失
赤裸追出呼救，由途人合力將匪徒制服
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劉友光）隨着微信支付(WeChat

Pay)逐漸普及，繼去年內地發生匪

徒打劫事主逼微信錢包過數劫案

後，香港亦發生企圖利用微信支付

過數的便利店劫案。一名自稱身纏

炸彈獨行匪，昨晨闖入長沙灣一間

便利店打劫，強逼女店員即時以微

信支付方式將1.5萬元過數，但女

店員拒絕及按動警鐘，匪徒事敗落

慌逃去，便利店未有損失。警方暫

列企圖行劫案處理，追緝在逃匪徒

下落。

打劫「與時並進」
比直接搶更難

�&

◀案發後，警員趕至封鎖便利店及用膠箱遮蓋匪
徒遺下的口罩進行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7-Eleven便利店有售多種不同支付及增值服
務卡。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許智峯在立法會內曾使用暴力，並與保安人員爆發衝
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