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次攪珠日期：5月16日(星期四)

5月14日(第19/053期)攪珠結果

頭獎：$72,889,260 （1注中）

二獎：$635,210 （9注中）

三獎：$78,990 （193注中）

多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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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源洩試題案 控方申改控罪
原涉不誠實取用電腦 改控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香港新聞A12

2019年5月15日（星期三）

20192019年年55月月1515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19年5月15日（星期三）■責任編輯：勞詠華

慈父為女修窗
不幸失足墮斃

四名被告，分別為被起訴後已遭
現代教育中止合約的中文科

「補習天王」蕭源，其真名蕭志勇
（42歲），以及同任中文科補習導
師、真名蔡盈盈的蕭妻蔡怡（33
歲），而蔡曾獲提名出任2017年文
憑試中國語文科考試監考員。
至於另外兩名任職老師的被告張國
權（43歲）和吳宏樑（43歲），曾
分別獲委任為2016年及2017年中學
文憑試中國語文科的口試主考員。
案情指，在2016年至2017年間，
張、蔡兩人涉嫌使用自己的智能電
話，分別將2016年及2017年的中學
文憑試（DSE）中國語文科考試保密
試題傳送給蕭；吳亦透過其智能電話

向蕭傳送2017年文憑試中國語文科
考試簡介會的保密資料；至於蕭則涉
透過其智能電話接收有關資料。
蕭、張、吳原本同被控兩項串謀有

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蕭另與蔡
原被控一項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
罪。控方昨在庭上未讀出經修訂後的
控罪內容。
不過據了解，經修訂後控罪是，
蕭、張兩人共同面對一項串謀公職人
員行為失當罪，另與吳共同面對一項
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而蔡則被
控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辯方：修改幅度大促押後審
辯方大狀指，上周五（本月10日）

下午才收到經修訂的控罪書，由於控
罪修訂的幅度太大，需時向被告解釋
控罪內容，以及考慮會否提出反對
等，故此要求將案件再押後。
辯方又指，經修訂後的控罪主要

針對被告洩密行為，本應透過《香
港考試及評核局條例》第十五條保
密條例控告各被告，此亦是簡易治
罪方式處理的控罪，檢控時限只有6
個月。
辯方質疑控方是因錯過6個月的
檢控時限而「繞過」該條例改控現
時的控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補習天王」蕭源與妻子及兩

名考評局前主考員，涉嫌透過自己手機非法互通中學文憑試

（DSE）試題和保密資料案，4人早前被控不誠實意圖而取用

電腦等3項罪名。惟律政司因上月終審法院就不誠實取用電腦

罪作終極裁決，說明用自己手機或電腦不算是取用，無觸犯條

例，故不能再引用被形容是「萬能key」的不誠實取用電腦罪

檢控各被告。案件昨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提訊，控方申請改控

串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但辯方以控罪修訂幅度太大，需時

考慮是否反對為由，要求將案押後。裁判官最終決定押後至6

月18日再提訊，各被告獲准繼續保釋。

失當罪若成 最高囚7年
 &

遊沖繩玩潛水 港男昏迷猝死

■■日本當地傳媒報道一名港人在沖繩恩納村的真榮田岬潛水死亡意外日本當地傳媒報道一名港人在沖繩恩納村的真榮田岬潛水死亡意外。。 網上截圖網上截圖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屬普通
法下的罪行，主要針對公職人員濫用
他以公職身份所獲賦予為公眾利益而
可行使的權力、酌情權或職能而作出
的失當行為。根據香港法例第二二一

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一零一I(1)條，可公訴罪
行（包括串謀及煽惑他人犯罪）的懲罰，最高可被
判處監禁7年及罰款。
被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要入罪，控方必須

證實涉案者的行為是故意作出而並非無心之失，意

指有關公職人員是知道他的行為
是違法的，或是故意罔顧他的行
為有違法之嫌，並且沒有合理辯

解或理由下故意作出失當行為。
此外，即使公職人員的行為不涉及受賄或獲取任

何金錢利益，但只要其行為符合上述的情況及條
件，同樣有可能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至於香港法例第二六一章《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條
例》第十五條保密條例，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罰
款2.5萬元及監禁6個月。另外，根據香港法例第二
百章《刑事罪行條例》第一六一條「有犯罪或不誠
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最
高可判處監禁5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繼上月
「潛水勝地」馬爾代夫有港人旅遊期間昏
迷猝死，港人旅遊熱點之一的日本沖繩本
周日亦發生港人潛水猝死意外。一對香港
夫婦在當地潛水期間，疑丈夫在海中突感
不適呼喊，由其他人救起時陷入昏迷，送
院搶救不治。香港入境處正積極跟進事件
及為事主家屬提供協助。
據悉，客死異鄉的香港男子姓王，40
歲，日前與妻子到日本沖繩旅遊，其間夫
婦到沖繩中部北岸恩納村的真榮田岬參加
潛水體驗團。

突叫喊求助 教練即施援手
消息稱，當地時間本周日（12日）下午
約5時，王在真榮田岬參加潛水體驗期間
於近岸位置突然大聲叫喊，負責指導事主
潛水的當地教練隨即上前救援，附近其他
潛水教練聞訊也趕至提供協助，但見王不

斷叫喊及神志模糊；眾人遂合力為王脫去
潛水衣抬上平台，但未幾王即陷入昏迷，
呼吸脈搏停頓，在場人士隨即為他急救及
報警，惟王經搶救不治。
根據資料，上月19日本港一名50歲周
刊娛樂攝影男總監，與友人在馬爾代夫潛
水期間感到不適，曾到當地醫院檢查未有
發現問題。同月21日早上，事主與友人
早餐期間突然昏迷，送院不治；有心臟科
醫生不排除涉及「潛水伕」症，可能事主
潛水期間上升太快令血液內氣泡溢出，當
氣泡經血液進入心臟或腦部構成生命危
險。
至於今次事故，急症室專科醫生彭繼茂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時表示，從事主
有穿着潛水衣及懂泳術情况，相信遇溺機
會較微；另事主所參加潛水體驗團，屬玩
票性質不會潛太深，所以出現「潛水伕」
症的機會亦不大。彭估計，事主可能涉及

猝死機會較高，可能因腦血管爆裂或隱性
心臟病發，以致出現大喊大叫的紊亂情
況，但真正死因有待進一步驗屍確定。
入境處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時表

示，就有港人在日本沖繩恩納村意外遇溺
一事，處方已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及中國駐福岡總領事館了解情況，並且即
時主動聯絡當事人家屬提供適切意見及可
行協助。
入境處會繼續與公署、大使館及當事人
家屬保持緊密聯繫，積極跟進事件及按家
屬意願提供可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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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夫婦手拖手離開特區終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

無牌駕駛撞警車
警扑車窗制服司機

■涉案司機一度駕駛七人車連撞警車及的士企圖突圍逃走，警員需要破窗拉出
司機制服拘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前行政
長官曾蔭權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
被判囚12個月，今年1月中刑滿出獄，
他不服定罪，出獄前向特區終審法院
提出終極上訴獲批准，案件昨（14
日）開庭審理，終院5名法官在聽取控
辯雙方陳詞後，宣佈押後頒書面裁決。
曾蔭權前年被裁定一項「公職人員

行為失當」罪成，判監20個月，上訴
庭去年曾駁回他的定罪上訴，但刑期
上訴得直獲減刑至12個月。他其後向
終院上訴，希望推翻定罪。據控罪，
指曾蔭權2010年1月至2012年6月出
任特區行政長官期間，參與雄濤廣播
牌照申請時，未有申報他租住雄濤股
東黃楚標深圳東海花園的單位。

曾偕妻十指緊扣入法庭
曾蔭權昨與太太鮑笑薇十指緊扣進
入法庭，其他家人隨後亦到庭旁聽。

上訴方指，原審法官在引導陪審團時
有遺漏，包括沒指出構成行為失當的
重要元素，是該公職人員須知道自己
違反職責及法律。如果不能確定曾蔭
權因貪污或不誠實而故意隱瞞，以及
不能確定只是出於魯莽而故意不披露
或漏報，就不一定構成行為失當，應
指示陪審團考慮責任、嚴重性等問題。
上訴方又指，曾蔭權被控另一項

「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但陪審團
未能達成裁決，顯示不能確定案件涉
及貪污，或故意的行為失當。
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出錯，有可能

令陪審團基於曾蔭權故意不披露而將
他定罪，造成不公。
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問到，即使支

付市值租金，是否都有責任申報？
常任法官張舉能則問，如何確定本

案不涉及貪污？就算曾蔭權支付市值
租金租住單位，都不能確定他沒接受
利益。常任法官李義則要求律師澄
清，原審法官曾向陪審團指出，當認
同曾蔭權只是疏忽而沒有作出申報，
就應該裁決他無罪，是否足夠的引
導，律師說是。
代表律政司的英國御用大律師Da-

vid Perry指，雖然曾蔭權承認與黃楚
標接洽租約，但同時隱瞞不少重要議
題。Perry指，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時
稱，若陪審團認為曾蔭權所言是真
實，他理應脫罪，相反就應定罪。因
此，從裁決結果顯示，陪審團並不信
任曾蔭權所言，以及曾蔭權的確持續
隱瞞利益衝突。
首席法官馬道立指，縱使陪審團不

信任曾蔭權所言，仍未足以定罪，因
為舉證責任在於控方，控方必須列出
曾蔭權正在隱瞞什麼。終院5名法官
聽取完控辯雙方陳詞，退庭商討後決
定押後裁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繼
周日（12日）屯門發生警員連開3槍
拘捕瘋狂駕駛混血「學神」青年，前
晚上水再發生青年揸「大膽車」遇警
截查下，瘋狂駕駛連撞警車及的士企
圖逃走，警員用伸縮警棍扑碎車窗將
青年拉出制服，其涉嫌「四宗罪」被
捕扣查。
被捕青年姓麥，22歲，報稱任職地

盤工，有盜竊案底，涉嫌瘋狂駕駛、
無牌駕駛、沒有第三者保險下駕駛及
駕駛無牌車輛罪名。
案中一名警員手指受輕傷需送院治

理。
消息稱，前晚11時許，新界北總區

交通部特遣隊人員駕警察私家車在上

水區巡邏，其間發現一輛七人車疑被
非法改裝，同時透過車上自動車牌識
別系統發現行車證逾期；警員暗中跟
蹤七人車駛至寶石湖路及彩園路交界
時，趁七人車在慢線停紅燈及中線停
有的士之利，駕車由快線駛至七人車
前停下攔截，要求司機「熄匙」接受
調查。
當警員落車準備上前時，七人車司

機突然關上車窗夾傷警員手部，並踩
油連撞警車、的士及倒車企圖突圍逃
走，在場警員見狀取出伸縮警棍扑碎
車窗，再與趕到增援同袍合力將司機
拉出車外制服。經調查再揭發涉案司
機無牌駕駛，遂以相關罪名將其拘
捕，受傷警員則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鄧偉明）大
埔新屋家村昨晨發生死亡家居意外。一名六旬
慈父為女兒住所維修窗戶期間，不慎失足墮樓
重傷昏迷，由救護車送院證實不治。
據悉，男事主姓陳（65歲），任職地盤
工，因女兒位於碗窰路新屋家村的村屋寓所鋁
窗漏水，昨日他在女兒住所維修。現場消息
稱，昨午12時許，當時陳在村屋天台修補鋁
窗時，由三樓高處失足墮下重傷，妻子發現報
警，傷者由救護車送院搶救不治；陳的女兒趕
至醫院驚聞噩耗，傷心不已。
警員到場調查，認為初步無可疑，列作
「送院時死亡」案處理。

秀茂坪觀塘官立小學（秀明道）發生懷
疑學生集體食物中毒事件。一班六年級學
生昨晨趁學校小息期間，取出帶回校的零
食互相分享；至中午12時許，其中3名學
生出現嘔吐不適症狀，由於仍未到學生午
膳時間，相信與午膳供應的食物無關，老
師經了解懷疑與學生自帶零食有關，包括
一名學生早前旅行時所買的「無窮愛辣雞
米」脆口零食，校方為安全起見，將曾吃
過該零食的10名學生，全部送院檢查及
通知家長。10名學生，當中包括5男5
女，除3人曾出現嘔吐症狀外，其餘7人
未有明顯不適。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鄧偉明

學 童 食 物 中 毒

■被告蕭源。 資料圖片 ■被告張國權。 網上圖片 ■被告吳宏樑。 網上圖片 ■女被告蔡怡。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