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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女生疑遭同學集體非禮
董之英校又爆醜聞 6男生涉搶遊戲卡糾纏撫臀摸胸

「認可」與「原有」鄉村名冊分別
《認可鄉村名冊》

※初稿於1973年訂定，當年名冊載有591條認
可鄉村，至今全港獲核准的認可鄉村共642條。
被納入名冊的鄉村須符合五個條件：

1.該鄉村在1898年經已存在

2.該鄉村名稱同時已納入1899年至1904年間制定的丈量
約份地圖，以及1905年生效的集體契約內

3.該鄉村範圍內有私人土地根據地契屬於可建屋宇的地段

4.在小型屋宇政策實施前，政府曾以優惠條件在該鄉村批
出鄉村屋宇

5.必須仍有跡象顯示自1945年以來連續有原居村民在該鄉
村聚居

《原有鄉村名冊》

※其背景、用途和納入條件均與《認可鄉村名冊》不同

※發展局為《地租（評估及徵收）條例》（第515章）而
編制，目的為使原有鄉村村民可申請地租優惠

※個別鄉村是否被納入，只視乎地政總署署長可否根據《地
租（評估及徵收）條例》（第515章）藉審查集體契約的
附表，而令他信納某鄉村在1898年已在香港存在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教育局稱該校已啟動危機處理小組處理
事件及作出相應安排。教育局稱會繼

續與校方緊密聯絡，及提供適切的支援。

被捕男生暫准保釋
被捕男學生，15歲，涉嫌「普通襲擊」

罪名，暫准保釋候查，須於5月中返警署
報到；案件交由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
隊跟進。
消息稱，昨晨9時許，董之英紀念中學
一名初中女生疑被六名男同學搶去銀包內
遊戲卡，其間女生欲搶回遊戲卡時與對方
發生糾纏，女生感到臀部遭人觸摸了一
下，大驚轉身時再被一名男同學觸摸胸
部，令女生感到受辱。
事後女生將遭男生非禮事件告訴同學，
由同學轉告校方報警。同日警方接報有女
學生懷疑被同校男學生襲擊及非禮後，派
員到場經調查拘捕一名涉案男學生帶署。
家庭及親子教育工作者司徒漢明接受香港

文匯報查詢時表示，一名未成年女學生當眾
遭多名男同學集體戲弄及非禮，對心靈會造
成很大的傷害及感到很羞恥，從而導致女生
對異性產生不信任、抗拒甚至恐懼的感覺；
將來成長後，女生可能因曾遭非禮的陰霾積
壓在心影響下，以致在工作及正常人際交往
上對異性存戒心，嚴重者甚至會抗拒談戀愛
及結婚，情況需要視乎事件對女生造成傷害
的嚴重性，家長若發現情況嚴重，應及早尋
求專業人士提供輔導。
對於涉案男學生問題，司徒漢明指現時

社會充滿好多誘惑，令青少年道德觀念及
思想被扭曲，以致容易做出一些偏差的行
為。他認為，這方面有賴家長及學校加強
向青少年灌輸正確道德價值觀念，從而判
斷對錯，自我約束不當行為。

年初網傳疑集體欺凌片
根據資料，今年1月董之英紀念中學接

連有懷疑集體欺凌短片被上載至互聯網，

包括有學生在課室遭多名同窗強行脫褲打
屁股及有學生遭多人擺上枱面虐打。
當時校方接受傳媒查詢時回應，絕不容

忍任何校內欺凌事件，會就相關片段作出

跟進，如有需要會轉介警方及全力配合調
查；其中一宗懷疑「脫褲打屁股」集體欺
凌事件，警方接報經調查拘捕八名涉案學
生帶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馬鞍山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繼年

初接連傳出學生集體欺凌短片後，昨日再發生懷疑集體非禮案，一名初

中女生疑遭多名男學生摸胸非禮，由校方接獲通知報警。教育局接受香

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知悉有關事件後，已向學校了解事件。

■曾發生校園集體欺凌事件的馬鞍山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又再爆出懷疑男生集體
非禮女生事件。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特區政府丁屋政策再遇
司法覆核挑戰，有元朗十八鄉村民不滿只准新界《認
可鄉村名冊》的鄉村原居民申建丁屋，前日入稟高等
法院申請司法覆核，指基本法及最近的法庭判詞，都
承認興建丁屋屬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認
為地政總署不能用行政手段剝奪現有《原有鄉村名
冊》的鄉村原居民申建丁屋的合法傳統權益，要求法
庭頒令《原有鄉村名冊》的鄉村原居民同樣有資格申
建丁屋。
根據發展局資料，現行政策下俗稱「丁權」的小型
屋宇政策，由1972年開始實施，只適用於父系源自
1898年時為香港新界《認可鄉村名冊》的鄉村男性原
居村民，可一生一次向地政總署申請，在其所屬鄉村
內的合適土地上，建造一所最多3層高、每層面積700
呎的小型屋宇自住。
不過有關政策早前已被「長洲覆核王」郭卓堅及社
工呂智恆提出司法覆核挑戰，及至本月8日由高等法院
頒下書面判詞，指現行三種申請興建丁屋的途徑當
中，只有新界原居民透過「免費建屋牌照」形式在自
己土地建丁屋是「合法傳統權益」，受基本法保障；
但另外兩種途徑，包括以「私人協約批地」及「換
地」建屋則屬違憲。

質疑以行政手段剝奪權益
至於本次入稟挑戰丁屋政策的村民譚瑋鋒，居住元
朗舊墟；建議答辯人則是地政總署署長陳松青。
入稟狀指，地政總署將新界原居民分為《認可鄉村
名冊》和《原有鄉村名冊》，根據現行政策只有新界
《認可鄉村名冊》的鄉村男性原居民才擁有丁權，
《原有鄉村名冊》的鄉村原居民就沒有。譚質疑現時
的丁屋政策是以行政手段剝奪新界《原有鄉村名冊》

的鄉村原居民權益，而最近的法庭判詞亦承認興建丁
屋屬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基本法保
障，故此要求法庭裁定《原有鄉村名冊》的鄉村原居
民同樣擁有丁權。
據悉，高等法院本月8日就郭卓堅早在2015年入稟
提出的丁權覆核案（其後社工呂智恆才加入）頒佈判
詞後，法官鑑於裁決對新界原居民有影響，並可能會
上訴到上訴庭，因而同時下令暫緩執行判決6個月。
發展局指會研究判詞及徵詢法律意見是否提出上

訴。鄉議局則對法庭確立丁權受基本法保障表示歡
迎，但對在官地用私人協約或換地形式興建丁屋被裁
定不合法感到「遺憾」，強調只要有理據，會「據理
力爭」。
郭卓堅則表明不認同法庭裁定，會再提出上訴。

「原有名冊」失建丁屋權 村民申覆核

■政府丁屋政策再遭新界村民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
核。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劉友光）深水埗發生「光天化日」
唐樓入屋劫案。昨晨兩名歹徒持鎅
刀闖入一單位內洗劫女住戶，掠去
約3,300元財物逃去。警員到場經
兜截在街頭拘捕其中一匪，正追緝
在逃同黨。
被捕匪徒姓劉，63歲，涉嫌「行

劫」罪名；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區重
案組第二隊跟進。
現場為南昌街176號至180號普

泰大廈。消息稱，昨晨10時許，
兩名疑年近六旬的匪徒假扮住客進
入大廈後，疑以隨機方式逐層到單
位嘗試開門，其間發現一單位未有
鎖好可以推門而入，當時屋內僅得
一名38歲姓陳女住客，兩匪隨即
亮出鎅刀指嚇陳，經搜掠劫去
2,000元現金及兩部總值約1,300元
手機逃去，陳女驚魂甫定後報警。
警員到場調查，召來機動部隊及

警犬協助搜捕匪徒，又翻查附近店
舖閉路電視片段，初步鎖定兩名涉
案匪徒外貌打扮。
其後人員經兜截在荔枝角道近南

昌街交界發現一名姓劉男子，外形
及衣着與其中一名疑犯吻合，經截
查在其身上檢獲一把鎅刀、一部手
提電話及約1,600元現金，懷疑與
同黨分贓所得，「人贓並獲」拘捕
帶署；正追緝一名約50歲至60歲
中國籍男子，身高約1.7米，中等
身材，蓄短髮，案發時身穿深色上
衣及深色長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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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員事後到南昌街劫案現場登樓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劫案大廈地下的店舖閉路電視拍到第一名
疑匪離開大廈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前日偵破一宗盜用信
用卡網購詐騙案，拘捕一名餐廳經理懷疑盜取他人信用卡資
料多次進行網上購物，涉案金額約1萬元；行動中，警方檢
獲一批懷疑涉案贓物帶署。
被捕男子姓凌，29歲，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

名。警方初步調查，相信凌與今年1月18日至4月15日期間
另外五宗同類案件有關，涉案金額合共約1萬元，合併交由
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正調查疑犯有否涉及其他案件。
消息稱，上月27日，一名38歲姓何網店男店主在處理交

易期間，發現有人盜用他人信用卡在其網上商店購物，於是
報警，案件交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探員經調查鎖定
姓凌餐廳經理與案有關。直至前日下午約3時，探員根據資
料在佐敦彌敦道216號至228號對開埋伏拘捕凌，分別在凌
身上及寓所起出一批懷疑與案有關衣物及鞋等證物。
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主管吳柏慧督察表示，正調查疑犯如
何取得他人信用卡資料，呼籲市民小心處理個人信用卡及銀
行資料，如發現月結單有可疑交易，應盡快通知銀行及報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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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
皇崗口岸昨晨發生驚險車禍，一輛掛粵港兩
地車牌的跨境旅遊巴士，駛至出入境車道關
卡處，司機疑誤將油門當煞車腳掣，整車失
控飆前，連撞兩輛七人車致三車損毁，幸3
名司機有驚無險，僅受輕傷。深圳交警正調
查車禍原因。
消息稱，昨晨7時許，一名姓徐男子駕駛

一輛掛粵港兩地車牌的跨境旅遊巴士，駛至
福田皇崗口岸出入境車道關卡處時，突失控
飆前與兩輛同掛粵港兩地車牌的七人車碰
撞，其中一輛七人車被撞至夾在旅遊巴士與
柱子中間，車身嚴重毀爛，前座一名乘客被
困車廂，需由其他人協助救出，附近駕駛者
見狀報警。
深圳福田交警接報派員到場救援及調

查，徐姓旅遊巴司機聲稱誤將油門當煞車腳
掣致肇禍。車禍中，徐及兩名七人車司機同
受輕傷，幸無大礙。
深圳邊檢民警表示，車禍影響其中一條

安檢通道，未對整個口岸的通關造成影響。

■皇崗口岸三車相撞。 深圳交警供圖

■車禍只影響一條安檢通道，並未對整個口
岸通關造成影響。 深圳交警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繼前日香港仔發生警員拔
槍制服持刀婦事件，警方一輛
裝有自動車牌識別系統警車昨
午夜在黃大仙巡邏時，發現一
輛私家車的行車證過期展開追
截，其間私家車失控與警車碰
撞再剷上路邊石壆翻側，警員
一度需要擎槍喝令車上南亞裔
司機放下武器投降，初步調查
司機涉「七宗罪」被捕；車禍
共造成兩人受傷送院治理。

司機涉「七宗罪」被捕
被捕男子，25歲，巴基斯坦

籍，涉嫌「交通意外有人受
傷」、「瘋狂駕駛」、「無牌
駕駛」、「沒有第三者保險下

駕駛」、「擅自取去交通工
具」、「行使虛假文書」、
「藏毒」罪名；初步發現疑犯
額頭受傷流血，但拒絕送院治
理。車禍中，一名駕車追截警
員及疑犯車上20歲南亞裔女乘
客受輕傷，清醒送院治理，未
有大礙。
消息稱，昨午夜零時許，東

九龍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人員
駕駛裝有自動車牌識別系統警
車巡邏期間，於黃大仙龍翔道
發現一輛載有兩南亞裔男女私
家車的行車證過期，於是要求
對方停車接受調查；詎料南亞
裔司機隨即加速逃走，雙方展
開追逐。
當私家車駛至牛頭角宏照道

與常悅道交界時，疑高速失控
撞向追截警車再剷上路邊石壆
向右翻側橫亘路中，司機及女
乘客被困車廂。
警員落車行近查看時，發現

南亞裔司機手持硬物疑企圖擊
毀車窗玻璃逃走；警員在發出
口頭警告放下硬物不果後拔槍
戒備，司機最終放下硬物投
降。警員經調查，在車上檢獲
小量毒品及兩個懷疑假車牌，
司機亦未能出示有效駕駛執
照，涉嫌七宗罪被捕帶署。
案件中，駕駛警車追截人員

及涉案私家車南亞裔女乘客受
輕傷，由救護車送院治理；案
件交由秀茂坪警區刑事調查隊
第一隊跟進。

■警方在拘捕一名餐廳經理涉盜用信用卡網購詐騙案行動
中，起回部分贓物。

避截查撞警車 司機被警拔槍制服

■南亞裔男司機涉嫌「七宗罪」被捕
帶署。

■被發現行車證過期的私家車行駛期間失控撞警車後，剷上
路邊石壆翻側橫亘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