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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彩留位

督察曾警告暴徒勿放火

本案原告是1997年成立的「基督教
善樂堂有限公司」，被告則是林

國璋牧師。入稟狀透露被告是原告創辦
成員之一，曾擔任原告的董事局主席及
公司秘書等多個職務，亦是堂務會主
席、關注深水埗區露宿者問題項目「守
護兄弟行動」的負責人及主牧師，並是
該堂的授權簽署人之一。

疑公款私用 要原告交管理費
入稟狀指，原告在2016年至2018年
間，發現被告多番作出不當行為，違反
董事受信責任。又指被告自1997年至
2017年的20年間，促使原告租用筲箕灣
道324號潤民商業中心的兩個單位，作
為被告的私人工作地點，並要原告支付
同層另一個單位的管理費，但被告從未

向原告透露他其實透過個人及其全資擁
有的林氏音樂藝術中心有限公司擁有該
些物業。
入稟狀又指，被告在2015年至2017

年間，以其負責的一個教會慈善工作小
組名義，即以「守護兄弟行動」名義，
撥出一筆可觀款項予其未婚妻，惟被告
從未向教會申報與女方的關係。此外，
被告又在2014年至2017年間，利用公
款購置一批聲稱代教會買入、但實際供
其私用的書刊。被告又於 2017 年至
2018年期間，擅自侵吞第三方給予原告
的捐款和售賣原告的宗教物品的款項。
至去年7月8日，善樂堂突在官網發

聲明指與林過去一年存在互信危機與牧
養困難，導致該堂面臨法律風險，董事
會通過即時終止其堂主任及義務牧師一

職，而「守護兄弟行動」亦即日開始不
再屬於善樂堂，並終止支援行動。

擬與受援助女結婚惹爭議
當日的聲明又指，前年5月底已有會
友舉報林計劃與該堂一名受「守護兄弟
行動」援助的越南女子結婚，但林是該
「行動」的主要決策者，亦未有申報此
事，令人揣測當中涉金錢利益。
聲明又指該堂前年6月舉行特別會友
大會嘗試跟進，但在過去一年董事會以
公開及合法原則處理事件，未獲林合
作，故只能與林分道揚鑣，要求退出董
事會及辭任主席。
林國璋事後回應指，對被迫退出自己

創立的教會感到無奈，但承認與一名越
南女子拍拖，對方育有一名女兒，因屬

難民前年8月被港府遣返。兩人前年7
月決定先註冊結婚，希望日後對方可來
港團聚，他承認對方是教會受助者，但
兩人拍拖前後，對方的資助金額並無改
變，但事後他亦取消結婚註冊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曾發起「守護兄弟行動」協助深水埗露宿者，而有「瞓街牧師」之稱，

並不時接受激進「本土派」喉舌訪問的林國璋，前日被基督教善樂堂有限公司（善樂堂）入稟高等法

院，指他違反該教會董事受信責任，在任期間擅自動用教會金錢租用自己名下物業供其個人使用，又

向未婚妻支付一筆可觀款項並私吞捐獻等，要求法院頒令被告交代賬目及賠償損失。

人稱「瞓街牧師」的林國
璋，2012年因政府六部門清
理深水埗通州街天橋底露宿
者的「家當」，其後發起
「守護兄弟行動」，逢星期

二晚到橋底露宿一晚，以支援露宿者，他更
一瞓長達逾5年之久，因而有「瞓街牧師」
之稱。
惟其在2014年「佔領」期間曾不時現身
「佔領區」，更拿參與「佔領」時受傷堂友
送院治療的過程，大做文章，質疑廣華醫院
因政治立場而延誤醫治，令人咋舌。
至於其有份創辦的善樂堂，2008年時曾

為黃毓民受洗。
「佔領」行動爆發初期，是其中一間容許
「佔領」者到場休息、領取食物甚至接受急
救的教會之一。
而林國璋更曾撰文批評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8．31」決定及特區政府，更質疑「佔中
三丑」反應慢。他亦不時接受激進「本土
派」喉舌《熱血時報》及《本土新聞》訪
問，或容許他們轉載其文章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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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瞓街牧師」林國璋被指私吞教會資
源。 YouTube 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鄧偉明）黃大仙昨晨發生
小巴失控撞車後剷巴士站驚險
意外，一輛空載公共小巴行駛
期間切雙白線高速衝前下，疑
司機收掣不及撞向七人車尾再
剷上巴士站，七人車則被撞至
衝前撼向的士車尾，幸未有傷
及巴士站候車乘客，否則不堪
設想；車禍共3人受傷送院治
理。警方正調查車禍原因。

3人輕傷送院
3名傷者，包括46歲姓陳小巴
男司機、59歲姓歐七人車男司
機及25歲姓禤的士女乘客，分
別頸痛及腳痛輕傷，清醒送院
經治理，未有大礙。
昨晨8時許，肇事空載公共小

巴沿龍翔道東行駛至近天馬苑
對開巴士站時，疑高速連環切
線時失控撞車剷上巴士站肇
禍，過程被其他車輛「車
CAM」拍攝。
從「車CAM」片段所見，當
時小巴沿快線行駛期間違例切
過雙白線駛入右2線後，再切入

右3線高速駛至天馬苑對開一巴
士站前，當時巴士站正有一輛
巴士埋站上客，右3線上車輛則
因應交通情况收慢行駛，疑小
巴收掣不及高速從後狂撼七人
車尾，繼而向左剷上行人路掃
毁3條石柱撞入巴士站始停下，
七人車則被撞至衝前撼向的士

車尾，釀成3車相撞意外。
事發時幸巴士站大部分乘客

已經上車，站內候車乘客寥寥
可數，否則不堪設想；但仍有
候車乘客被嚇至匆忙躲避，途
人見狀報警。
受車禍封路影響，現場交通

一度嚴重擠塞。

小巴追尾撞七人車 再剷巴士站掃3柱

■■肇事公共小巴連撞七人車及掃毀路邊石柱後肇事公共小巴連撞七人車及掃毀路邊石柱後，，再剷上巴士站始告再剷上巴士站始告
停下停下，，車頭損毀車頭損毀，，擋風玻璃碎裂擋風玻璃碎裂，，幸未有造成嚴重傷亡幸未有造成嚴重傷亡。。

▲被撞七人車
的車尾嚴重凹
陷損毀，司機
受輕傷送院治
理。

◀被撞的士被
七人車撞至車
尾凹陷，車上
女乘客受輕傷
送院治理。

2016年農曆年初二發
生的「旺暴」案，「本
土民主前線」（「本民
前」）前發言人梁天
琦、「美國隊長」容偉

業，以及李諾文和林傲軒共4人，被控參與暴動、
參與非法集結等7宗罪，案件昨在高等法院續審。
時任西九龍機動部隊督察麥寧峰繼續作供指，當

日「本民前」召集人黃台仰在砵蘭街號令群眾衝擊
警方防線後，他和隊員推進至朗豪坊門外時，驚聞
兩下槍聲，其後才知是同袍鳴槍。
麥寧峰續指，傳出槍聲後他和隊員奉命在砵蘭街

與快富街交界駐守，目睹有約二三十名暴徒將床墊
拖出馬路縱火，又將雜物拋入火堆加劇火勢。他曾
大聲警告：「唔好放火，走！」但無人聽從。
及至當日凌晨約2時半，他再與隊員奉召到彌敦

道南行線近惠豐中心附近駐守，防止道路被霸佔。
而當時該處已有過百人聚集，更有約廿人指罵警
員，其後他和隊員沿彌敦道向南推進，沿途不時遭
遇掟磚和飛掟雜物襲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本港
一名29歲女同志去年6月入稟高等法
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庭裁定政府
不容許同性戀者在香港民事結合屬違
反基本法及人權法，該案是本港首宗
同性戀者挑戰本港婚姻制度的民事
案，案件昨提訊時與另兩宗男同志伴
侶入稟案一併處理，法官指3宗案有
其相似性，為更有效處理，會先聽取
女同志伴侶一案，預計今年3月至年
底期間審理，需時兩天，待法庭頒下
有關裁判後，會再處理另外兩案。
首宗處理的同性戀者挑戰本港婚姻
制度的司法覆核案，主角是一對本港
土生土長的女同志伴侶，申請人代號
「MK」，現年29歲，要求法庭頒令
同志可在港合法民事結合。
第二宗案申請人代號「TF」，現
年21歲，是本港一名男大學生，其
男同志伴侶亦在港讀大學，兩人打算
畢業後便締結婚姻。
去年11月，「TF」入稟要求法庭
就《婚姻條例》及《婚姻訴訟條例》
作補救解釋，即宣佈法例容許兩人不
論性別在香港合法結婚。
第三宗案是31歲男子「STK」，
同在去年11月入稟，進一步要求法
庭承認海外締結的同性婚姻在港有合
法地位。而他早於2013年已與丈夫
在美國紐約結婚。
第二及第三宗均明言要求同性婚姻
合法化，倘若法庭不接納，才會轉而
要求法庭頒令同志可以民事結合。

據悉法庭基於兩對男同志伴侶均不欲公開身
份，故申請書一直未有公開讓公眾查閱，直到
昨日法官認為3宗案件申索性質相近並主動要
求一併提訊，兩案才曝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警
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在除
夕夜及元旦日採取行動，在多個地
點檢獲大批槍械及子彈，扣查5男
兩女，其中3名男子前日已被落案
提堂，還柙候審。
昨日再有一名女侍應被控一項意

圖危害生命而管有槍械罪，被解往

粉嶺裁判法院提堂，她同樣不准保
釋，一併押後至2月27日再訊，待
警方進一步調查。
被告翟詠詩、18歲，報稱任職侍

應，控罪指她於去年在香港管有手
槍，意圖用以危害生命或使他人能
用以危害生命罪。
女被告申請保釋，但控方反對保

釋，表示仍待調查她與另外被檢控
兩名男友人的關係、企圖傷害男子
的身份及背景等。裁判官以案情嚴
重為由，拒絕女被告保釋，案件押
後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
前日提堂的3名男被告分別為蘇

緯軒（17歲）、蘇翰韜（28歲）和
梁頌仁（20歲）。
梁被控一項「無牌管有槍械及彈

藥」罪，另兩人各被控一項「意圖
危害生命而管有槍械或彈藥」罪。

藏槍案18歲女申保釋被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元旦晚上油麻地警署外發生的黑幫
同門內訌斬人後燒車案，警方繼前
日在將軍澳區及西貢拘捕3名涉案
刀手後，昨日再在全港多個目標地
點拘捕多名疑犯，令涉案被捕人數
增至17人，並尋獲涉案私家車及
大批武器等證物。
被捕17名男子，18歲至33歲，

有黑幫「新×安」背景及活躍於東
九龍區，涉嫌傷人等罪名；西九龍
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高級督察趙炳
輝表示，17名被捕者在案中負責不
同角色，包括策劃傷人行動、施襲
刀手及安排車輛接送刀手等。
西九龍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總督

察趙炳輝表示，本周二元旦日晚8
時許，大角咀一停車場發生的截車
斬人案中，29歲男事主遭四五名刀
手伏擊斬傷，兇徒分乘兩私家車逃

去；事隔約12分鐘，其中一輛涉
案私家車在油麻地友翔道遭縱火焚
毁，經調查證實私家車套假牌，初
步案件涉及黑幫糾紛及鎖定多名目
標人物。
直至昨日為止，探員連日突擊搜

查全港33個目標地點共拘捕17名
涉案男子，尋回當日案發接載刀手
逃走的私家車，檢獲一批伸縮警棍
及牛肉刀武器。
警方行動仍在進行中，不排除有

更多人被捕。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蕭景源、鄧
偉明）節日
期間，市民
聚集慶祝活
動熱點地區
扒手活躍。
警方過去一
星期在尖沙
咀區加強巡
查下，共拘
捕10名扒手並起回部分失物。農曆新年將至，警方
呼籲市民在人多擠迫的地方小心保管個人財物。
被捕10人，9男1女，26歲至65歲，包括1人持

香港身份證、8人持港澳通行證及1人持「行街
證」，分別涉嫌扒竊及企圖扒竊罪名，9人已被落案
起訴及提堂、1人保釋侯查。
據悉，被捕者中，部分涉有組織犯罪集團，案中
分別負責把風、扒竊及接贓等角色。
尖沙咀分區指揮官麥文禹警司表示，鑑於節日尖
沙咀區也有大批遊客及市民慶祝活動，包括觀賞煙
花及購物等，容易吸引扒手混入群眾中犯案，尖沙
咀分區遂派出特遣隊展開連串反扒竊行動。由上月
24日至31日期間，人員分別到扒手活躍的天星碼
頭、彌敦道和廣東道一帶巡查，行動中共拘捕9男1
女扒手及起回7名事主被偷財物，包括一個銀包、3
部手提電話及3,200元現金等，總值約2.8萬元。

黑幫內訌斬人案 被捕者增至17人

■警方在記者會上展示遭縱火焚燒涉案私家車及檢獲武器。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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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文禹警司(右)呼籲市民在人多地
方小心保管個人財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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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攪珠日期：1月5日(星期六)

1月3日(第19/001期)攪珠結果

頭獎：$56,073,510 （1.5注中）

二獎：$765,400 （10.5注中）

三獎：$68,910 （311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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