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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十九日電】今日，
一名內地男子利用人身綁藏超帶三十二萬五千
歐元現鈔經羅湖口岸出境時被海關查獲。目前
，因涉嫌走私貨幣，此案已移交緝私部門處理。

今日上午六點半左右，羅湖口岸剛開閘幾
分鐘，內地男子練某衣着休閒，拖着行李箱經
羅湖口岸出境。經過海關查驗現場時，當班關
員要求練某將行李物品過機進行例行檢查，期
間關員發現練某雖然行李物品正常，但過機時
動作僵硬，令人生疑。於是，海關關員遂將其
截停進行進一步檢查。經人身檢查，關員在當
事人腰腹部發現用特製腰封綁藏的一疊疊外幣
，開拆後確認為歐元，經清點共計三十二萬五
千歐元。

今年7月以來，人民幣受壓，大批熱錢外
流，導致外匯佔款連續負增長，亦令違規超帶
貨幣出境案件增加。對此，羅湖海關負責人受
訪稱，跨境旅客超額攜帶貨幣現鈔進出境而未
主動向海關申報的或者故意走私貨幣的，海關
將作出處罰。

【本報訊】前日在吐露港公路失事重傷的鐵騎士，延
至昨午證實死亡，其遺孀與一歲半稚女哭成淚人，捐出死
者器官望能遺愛人間；但兩母女因頓失經濟支柱生活陷困
，亟須社會人士援助。

死者林德新（四十八歲），任夜更的士替工及散工，
工作不穩定，每月收入通常只得八至九千元，他與姓王妻
子及一歲半女兒，在石圍角邨胞弟家中暫住，據悉即將遷
入新單位，以為可改善居住環境，豈料飛來橫禍。

昨日上午，林妻手抱女兒到醫院探望丈夫，至中午時
候醫生證實已腦幹死亡返魂無術，兩母女悲慟痛哭，需由
家人攙扶離開醫院；妻子傷心之餘，決定把丈夫心臟、肝
及腎臟捐出，另外眼角膜則有待醫生檢查確定。事主胞弟
指出，其兄是家中經濟支柱，其嫂及侄女日後生計堪憂，
需要社會人士伸出援手。

【本報訊】何文田忠孝街
前晚警署附近有女子遇襲，被
兩名持電剪童黨撳在地上企圖
剃眼眉剪頭髮，她拚命反抗後
嚇退對方，但前額一撮頭髮仍
被剪去；警方不排除她得罪人
惹禍。

險被剃眼眉女子姓徐（三
十一歲），在港島區任職售貨
員，蓄長髮兼紮成馬尾，事件
中除了前額秀髮被剪，額頭也
輕微被碰傷，一度擔心 「破相
」，不時以手機背面鏡子照臉
細看。

現場在忠孝街六十六號近
俊民苑對開巴士站，斜對面是

紅磡警署。前晚深夜十一時左
右，事主下班後，乘巴士至上
址落車回家，突有兩名十五、
六歲少年從路邊撲出，把女事
主推倒在地撳住，並手握一個
理髮電剪，企圖剃去眼眉頭髮
，嚇得女事主花容失色，拚命
反抗揚聲呼救，糾纏間雖被剪
去一撮頭髮，僥倖把兩名童黨
嚇退，總算保住眼眉。

女事主驚魂甫定報警，向
警員聲稱沒有與人結怨，不明
遇襲原因，又說 「驚到認不出
童黨容貌」；警方不排除她得
罪人被「買兇剃頭」教訓，正從
其工作及生活方面着手調查。

涉禍的士司機陳×傑（四十歲）
，送醫院檢查無大礙，惟向警員聲稱
對撞車經過毫無印象；據悉，有人患
俗稱 「發羊吊」的癲癇症，月前曾在
港島薄扶林道開工失事，不排除與病
發有關。的士業人士透露，部分行家
為了搵食或隱瞞病情，但駕車病發隨
時害人害己。需送院私家車司機姓何
及姓邱（二十七歲及三十二歲），分
別頭暈及輕傷。

事發後事主稱無印象
昨日下午一時五十五分，該名的

士司機駕車無載客，沿駱克道往中環
方向駛去，在分域街路口前疑癲癇症
發作，突然全身抽搐，的士失控衝紅
燈飆前，連環撞及分域街駛出兩輛私
家車，繼而狂撼停泊路邊其他的士，
衝前逾三十米始停；其中一輛被撞私
家車也打 「白鴿轉」失控，撼向另一
輛路邊的士，造成五車相撞。有三名
司機受輕傷，由救護車送往律敦治醫
院敷藥。由於 「羊吊的」一度車頭冒
煙，消防員曾開喉戒備。

根據現行法例，有部分疾病患者
不符申領駕駛執照，癲癇症是其中之
一；如患者能證明病情已受控，可向

運輸署申領車牌，但批核與否因人而
異；如已有車牌才證實患病，當事人
亦須立即書面通知運輸署。

癲癇症患者因陣發性大腦功能紊
亂，發病時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甚至
昏倒，發出有如羊鳴聲音；因難以根
治，病人或要終身接受藥物治療。

司機發羊吊 五車連環撞
【本報訊】一名疑患癲癇症有失事前科的的士司機，昨日開

工駛經灣仔駱克道又突然全身抽搐，的士變 「無人駕駛」 路口衝
紅燈，先後狂撼私家車及其他的士，釀成五車相撞三人受傷。由
於法例規定癲癇患者不符領取車牌，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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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專員公署在最近兩年，收到有關康文署租場的投訴逾
五十宗，於是主動調查，發現炒賣場紙情況嚴重。申訴專員公
署高級調查主任黃振亞表示，炒賣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代簽
，炒家訂場並親身到運動場，為買家簽場；第二種是買家冒炒
家身份持場紙入場；第三種是 「執雞」，租場人在十分鐘仍未
現身的話，康文署會讓 「執雞者」、即買家免費享用場地。

足球租場熱炒
公署人員瀏覽網上討論區發現，足球場有價有市，繁忙時

間的標準人造草地足球場，一節個半小時收費為三百三十六元
，殘疾人士收費更只是一百六十八元，炒家出讓價卻高達五百
八十元，炒家可淨賺二百四十四至四百一十二元，純利達七成
至近二點五倍。個半小時的小型人造草足球場和硬地足球場，
每節可淨賺八十至三百三十六元。但羽毛球場的成人收費，跟
炒價一樣是一百一十八元，殘疾人士租場，亦只賺五十九元。

去年七至九月，人造草足球場的訂場總時數達一萬零八百
五十八小時，有四千零四十五小時、即三成七的租場人沒有現
身，沒有現身個案中，有八成七、即三千五百三十六小時，被
人 「執雞」。三成一的天然草足球場租場人沒有現身， 「執雞
率」達八成五。公署從討論區發現，今年初有會員出讓五十小
時的硬地足球場。四月下旬，同日有九人出讓共八十一小時足
球場地。申訴專員黎年指，打羽毛球和網球，兩個人等着 「執
雞」可理解，但十多人「執雞」則耐人尋味，推斷炒賣情況嚴重。

公署舉出康文署租場漏洞致炒賣嚴重的六宗罪，租場人不
現身不用被罰款，而 「執雞者」不需再付款，減低炒賣成本；
租場訂明，個人只在三十天前訂場，炒家有足夠時間找買家；
署方容許租場人預訂同一天同時段的不同場地；署方打擊違規
轉讓場地不力，一零至一二年的兩年內，只得八宗相關個案，
其中三宗的 「執雞者」不得使用場地，其餘五宗，買家出示塗
改了身份證號碼的場紙，康文署只轉介警方以 「行使假文件」
處理，但沒跟進或懲處；署方容許租場人用不同證件租場，包
括身份證、回港證、學生證和非港人的護照，令職員難以核對
號碼；運動場職員沒嚴格核對租場者的身份證明。公署調查發
現，黃泥涌道香港網球中心的職員，沒記載簽場紀錄，更有運
動場將查核工作，交給外判商的清潔工負責。

康文署發言人回應指，去年起應公署建議，推行改善炒賣
情況措施，包括試行取消足球場 「執雞」安排，暫時取消違規
人租場的資格，違規行為包括違規轉讓場紙、濫用優惠租場，
以及重複不現身，但事前沒有取消租場的租場人。另外，署方
網上只接受身份證租場，運動場職員亦會核實租場人身份。

【本報訊】康文署和民政事務局 「扣起
」運動場地，也是市民難訂場的原因之一。
申訴專員公署指，繁忙時間，團體可預訂三
分一的場地，但市民並非可獨佔其餘時間，
因為該兩個政府部門舉辦大型活動，不受配
額限制。去年七月和八月，市民在繁忙時間
只能租花園街體育館舞蹈室三至四成的場地
，晚上七至九的黃金時間，更低至一成七，
較 「理想中」的六成七，少五成。

部分運動場地，不時撥作舉辦大型活動
，如維園年宵、商會展銷等。申訴專員公署
高級調查主任黃振亞說，兩個部門的配額制
度欠透明度，市民租場時間偏少。運動場的
繁忙時間，是周一至五的下午五時至十一時
，周六日和公眾假期的全日，當中晚上七至
九時是黃金時間。公署調查發現，去年七月
和八月，花園街體育館舞蹈室，市民在繁忙
時間的租場時間為四成一和三成五，但黃金
時間只得兩成三和一成七。

除當局佔用場地和有人炒賣，申訴專員
黎年批評，康文署另有五個租場問題。署方
只准租場人 「簽場」，一旦缺席，友人有場
紙都不能入場；市民申請或抽籤訂免費設施
時，網上沒有相關資料，不能即時知道結果
；團體需要早四十天租用場地，但多數團體
是在活動前三十天才截止報名；署方未有充
分開放場地，一般運動場是在早上七時開放
，人造草足球場卻是八時，另外每日均有一
個半小時的灑水休場時間。

取消手續不便，租場人要事前書面提出
，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或副本，並將場紙交給
康文署。另一方面，租場人不取消不到場，
卻不被罰款，租場人索性 「隱形」。

康文署回應指，署方去年九月起實施多
項改善措施，包括團體事先租場，由四十天
縮短至不少於二十天，個人則三十天縮短至
十天。

訂場規則揭六漏洞訂場規則揭六漏洞
康文署取消執雞制康文署取消執雞制

申訴專員公署調查發現，康文署的體育設施租
場規則有六大漏洞，導致炒賣猖獗，當中近九成足
球場懷疑是被炒家 「執雞」 ，轉售場紙圖利，個半
小時足球場的出讓價，高達五百八十元，炒家最多
可獲利四百多元，但兩年來署方只曾打擊八宗違規
個案。康文署回應指，為堵截炒賣行為，將試行取
消足球場 「執雞」 安排。

本報記者 吳美慧

兩政府部門與民爭場

租場六漏洞
●租場人士不現身不用罰款， 「執雞者」 不用付款

●炒家可利用三十天前租場的時間找買家

●租場人士可預訂同一天同時段的不同場地

●無向違規轉讓場地人士作懲處

●容許租場人士用不同證件租場

●運動場職員沒有嚴格核對租場者的身份證明

▲鐵騎士昨午證實死亡，其遺孀及家屬哭成淚人

▲被剪髮的女子由警員陪同着

▼

▲

一名疑患癲癇症的的士司機因舊
病發作，的士變成無人駕駛，結果造
成五連撞，他駕駛的的士被嚴重撞壞

▲疑患癲癇症的的士司機（右）接受警員查問

【本報訊】本港不少私
人體育會，位處價值不菲地
段，卻只是付象徵式租金甚

至免租金。申訴專員公署指，
當局要求體育會每月騰出場地最
少五十小時，租予合資格團體的
政策形同虛設。但當局沒有監管
或做宣傳推廣，導致沒有合資格
團體成功申請。即使公署調查，
民政事務局未能提供任何資料。

當局由十九世紀起，透過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以免費或象徵式租金，批出七十三個

契約，契約一般為十五年。其中三十二個是私人體育會，包括
紀利華木球會、香港足球會、南華體育會、香港木球會等。截

至今年六月底，包括社福機構體育會在內的五十五份契約已到
期，多數體育會已申請續期。

申訴專員公署高級調查主任麥智榮表示，過往會所每周開
放上限時間為三十六小時。民政局的新契約規定，體育會需向
合資格團體開放設施，每月不少於五十小時，團體包括《教育
條例》下的學校、政府部門、受資助社福團體和青年制服團體
。公署發現，民政局沒有做任何宣傳，亦從沒有合資格團體申
請有關設施。申訴專員黎年指，五十小時下限的建議，多設施
的大體育會，將五項設施每月開放十小時已達標，只得數百呎
的小體育會，設施少，卻一樣要騰出五十小時，並不公平。

民政事務局發言人表示，要求體育會開放最少五十小時予
合資格團體，是合理做法，並已邀請所有承租人（體育會），
因應個別情況，作更大程度開放。當局亦會加強宣傳，如將承
租人開放設施上載至互聯網，在報紙登廣告。

獲優惠批地 對外開放少

私人體育會被批違諾

▲康文署轄下體育設施租場出現頗多漏洞，導致炒賣猖獗，當中近▲康文署轄下體育設施租場出現頗多漏洞，導致炒賣猖獗，當中近
九成足球場懷疑是被炒家九成足球場懷疑是被炒家 「「執雞執雞」」 轉售場紙圖利轉售場紙圖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羽毛球場炒賣場紙情況同樣嚴重▲羽毛球場炒賣場紙情況同樣嚴重 本報攝本報攝

▲申訴專員黎年指現體
育會設施對外開放政策
形同虛設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