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渡輪躉船相撞31傷
1艘新渡輪昨晚在濃霧下開往長洲，途

中在喜靈洲對開海面與躉船相撞，全船近
400名乘客東歪西倒，驚恐南丫島海難翻
版，紛紛穿上救生衣，幸渡輪沒有入水，
駛返長洲碼頭，意外中共最少30多名乘客
受傷，其中1人傷勢嚴重。

本報記者 區天海

400乘客忙穿救生衣 幸安全泊岸

粵港搗人蛇集團拘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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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胸襲女教師判勞教
【本報訊】中六生突然失常非禮及虐打女教師案昨日宣

判，雖然被告求情指稱受文憑試壓力致犯案，並獲得學校物
理科老師及區議員寫求情信，但仍被裁判官判入勞教中心。

被告何敏達，18歲，在天水圍一間中學就讀中六，一直
品學兼優。辯方求情時透露，被告從不以武力欺壓他人，對
朋友亦不差。案發期間被告成績倒退，對文憑試感到很大壓
力。再加上要面對家庭經濟壓力，被告感到無能為力，因而
犯案。去年案發後2個月，被告在屯門醫院接受精神與心理
治療，被證實患有焦慮症，但一直沒有察覺。

該校物理科老師和天水圍區議員郭慶平為被告撰寫求情
信，指此案已令被告雙親感到悲痛無助，希望法庭給予被告
機會改過。辯方希望被告獲判入更生中心，繼續學業，可是
遭裁判官否決，判入勞教中心。

案情透露，去年11月30日被告在校內非禮及傷害在該校
任教的女教師。事發時女事主拿試卷在學校走廊詢問被告
缺課原因，被告稱把事件始末寫在禮堂後方的化妝室。二人
到化妝室，事主見牆上字已抹掉，欲轉身離開，但被告突然
攬她的腰，再摸其左胸，並遭被告扯髮、箍頸毆打，又撼
她的頭到牆上。事主求饒，但被告將鑰匙塞入其嘴，她逃出
化妝室後要求學校保安代為報警。

【本報訊】27歲 「隱蔽青年」昨晨被父母揭發在
秀茂坪寶達寓所燒炭自殺，母親情緒激動咬舌自殺
受傷，亦需送院救治。父親指稱，2日前已聞到焦炭
氣味，但因兒子習慣躲在房中，不以為意，警員在房
中檢獲遺書及少量懷疑毒品，不排除事主早年來港後

，一直未能適應環境，未能找到工作，鬱鬱不歡尋
死。

燒炭死亡青年姓林（27歲），左肩及左手有燒傷
痕跡，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

現場消息稱，林與家人同住寶達達信樓，他
在13年前從內地來港定居，但多年來仍未能適應新環
境，讀至中1因未能追上學業輟學，之後因難以找到
工作，終日賦閒家中，與家人關係疏離，經常躲於
房內，不與父母兄弟交談。消息稱，死者有5兄弟，
當中2名弟弟早前均大學畢業。

昨日上午9時許，事主父親（67歲）在家中嗅到
燃燒氣味，發覺從兒子房中傳出，拍打多時沒有回
應，並發現房門反鎖，擔心下報警求助。警員及消
防員到場，破門進入房中，發現事主倒在房間內
床上，身旁有1盆燒過的炭，事主昏迷不醒身上並有
燒傷痕跡，救護員證實已死去多時，毋須送院，其母
目睹兒子昏迷已嚇得魂不附體，得知死訊疑傷心過度
，無法接受喪兒之痛，情緒激動大吵大鬧，一度咬舌
頭圖自盡，幸被警員及家人及時制止，其後由丈夫陪
同送院。

遊中東女子非染新沙士
【本報訊】本港一名懷疑患上新型冠狀病毒（俗稱 「新

沙士」）女子，初步化驗結果顯示，其呼吸道樣本對致嚴重
呼吸系統病的新型冠狀病毒呈陰性反應。該名37歲女子正在
伊利沙伯醫院接受隔離治療，現時情況穩定。

衛生署發言人昨日表示，女子本身健康良好，她曾於3
月24日至31日前往土耳其和迪拜。她自4月1日起出現發燒、
頭痛和氣促。發言人強調，香港至今沒有發現人類感染該種
病毒的個案。發言人表示，衛生防護中心會繼續透過與各公
私營醫院、執業醫生和機場所設立的監測機制，監察任何新
型冠狀病毒致嚴重呼吸系統病的懷疑個案。

宅男藏兒童色情品囚20月
【本報訊】聲稱只靠召妓及下載色情影片以滿足

性需求、從未結交女朋友的宅男，因被揭發電腦中藏
有84段涉及10至15歲的兒童和成人性交及性虐待的影
片，部分內容達4級，昨在區域法院因管有兒童色情
物品罪名，被判入獄20個月。

被告李萬豪，31歲，畢業於大一藝術設計學院，
現職網頁設計師。法官葉佐文量刑時表示，根據被告
的2份心理報告顯示，被告性格孤獨，沒有女友，只
靠召妓及手淫滿足性需要，專家認為被告並非孌童癖
，重犯機會低，但被告須要接受心理輔導，糾正被告
對性的扭曲態度。法官續謂，按上訴庭判刑指引，被
告所管有的兒童色情影片屬4級，最高刑罰為入獄5年
，考慮被告認罪酌量減刑，判其入獄20個月。

工作困擾少女墮樓死
【本報訊】 「好爸爸，請原諒我，讓我安靜去

吧！等我來世再報答你。」花樣年華20歲少女，前
晚在深水福榮街寓所留下遺書不知所終，其父報
警後憂心忡忡，失蹤人口組探員昨午在死者寓所天
井將她尋獲，當場證實死亡，經調查後相信她因工
作問題困擾萌生短見，事件相信無可疑。

懷疑跳樓自殺少女陳廈芳（20歲），消息稱，
她半年前與弟妹來港，與父親及繼母同住福榮街15
號1單位，繼母將姊弟3人視如己出，愛護有加。

現場消息稱，陳父日前趁假期離港返鄉祭祖，
前日晚上返回寓所時，赫然發現1封廈芳留下的遺書
，內容提及： 「好爸爸，請原諒我，讓我安靜去吧
！等我來世再報答你。」陳父嚇得魂不附體，多次
撥打她的手機但無法接通，慌忙下報案求助。

裁判官擬改吳文遠控罪
【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去年向

國家領導人車隊投擲T恤，被控在公眾地方干犯妨擾罪，裁
判官考慮轉以簡易治罪條例控告，將案件押後至本月16日。
被告繼續獲准保釋。

裁判官黃國輝引用裁判官條例，將原本普通法下的公眾
地方妨擾罪，改為簡易治罪條例下的妨擾罪，令最高刑罰由
監禁7年，變為最高監禁3個月，及罰款500元。控方對修改
表示贊成，辯方卻提出反對。

辯方律師葉賜豪認為，2條控罪的本質不同，如果修訂
，辯方的答辯和盤問證人的方向都不同。而這一點在審訊的
最後階段才提出，對被告不公平。他說，控方贊成今次修改
，會令大眾覺得律政司是機會主義者，不論任何控罪，只要
成功入罪就支持修改。

裁判官則表示，辯方有機會再傳召相關證人及陳述，修
改控罪並無相關影響，但需時考慮再作決定。

案情透露，去年6月，吳文遠與數名示威者在東涌迴旋
處旁的天橋，向一隊載有國家領導人的途經車隊示威，並投
擲T恤。其後，吳文遠被警方拘捕，被控在公眾地方干犯妨
擾罪。

【本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香港入境處聯同廣
東省、深圳市公安人員採取一連8日行動，搗破活躍
多時的跨境人蛇集團，3地共拘捕集團主腦28人。該
集團在香港以聘人帶貨出境為由，騙取市民多本特區
護照後，向有意偷渡人士提供證件相片與人蛇相似的
原裝正版特區護照，以偷渡到中東、巴西和西班牙等
國家，2年來協助50名內地人士成功偷渡，賺取逾800
萬元。

入境處在香港拘捕的15人當中，包括11男4女（
20至66歲），除1名內地人，其他均是港人，當中有3
名是人蛇集團的骨幹成員；內地部門則拘捕13人，包
括集團主腦。他們涉嫌協助、教唆他人管有或使用偽
造、虛假，或非法取得或改動的旅行證件等罪名，現
時仍被扣留調查。

假招聘 騙取應徵者護照
香港入境處聯同廣東省公安廳與深圳市公安局人

員，在上月29日開始展開 「箭弦」行動，銳意打擊一
個活躍於廣東省和香港的偷運人蛇集團。入境處助理
處長（執法及酷刑聲請審理）馮伯豪表示，入境處人
員經連日調查，得悉人蛇集團利用登報招聘帶貨到外
地為藉口，佯稱拿取應徵人士的護照辦理手續後一去
不返，收集多本原裝正版的特區護照。

馮伯豪指出，該集團安排欲偷渡到外地的內地人
以正常渠道來港，為他們事先編造故事，如前往外地
旅遊、學術或技術交流，再安排俗稱 「帶家」或 「出
牌」的集團成員（他們包括香港、馬來西亞或新加坡
人士），協助他們到東南亞等 「中轉站」國家，到當
地後再假冒為特區護照持有人，或使用假的東南亞國
家護照，前往目的地，如中東、巴西、阿根廷及西班
牙等國家，沿途為他們 「引渡」，及應對他國的入境

處人員。

按偷渡者容貌套用證件
據知，人蛇集團會盡量按人蛇的容貌，揀選證件

相片與其相似的特區護照供其使用，讓人蛇更容易進
入目的地國家，如無法找到便會使用假證或東南亞國
家的護照。

入境處人員過去連續8日出動超過60名調查人員
，在全港32個目標地點進行搜查，先後拘捕15名男女
，檢獲多本香港特區護照、手提電話、電話卡、八達
通卡，機票，假馬來西亞護照、帳簿及載有偷渡路線
提示的記事簿等；內地公安則拘捕13名包括集團主腦
的男女。

馮伯豪續稱，該人蛇集團由2011年初開始運作，
收取每名人蛇偷渡費用約20萬元，他們通常是到外地
投靠親友或找工作，集團在2年內成功安排偷渡的人
士不超過50人，涉及金額約850萬元，人數未算太多
，原因是尋找與人蛇樣貌相似的特區護照頗困難有
關。

據悉，人蛇集團盡量安排人蛇使用真證的特區護
照過關，原因是特區護照擁有40項防偽特徵，難以仿
冒，獲得多國入境人員的高度信任，加上外國人不善
辨別華人容貌，只要相片與真人相似，且是真護照，
人蛇便可蒙混過關。

此外，馮伯豪呼籲市民不應將護照轉讓及出售，
根據現行香港法例，任何人士如管有或使用偽造、虛
假，或非法取得或改動的旅行證件乃屬違法；一經定
罪，最高可被判罰款港幣15萬元及監禁14年。另外，
任何人士沒有合理辯解而向另一人轉讓旅行證件乃屬
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港幣15萬元及監禁
14年。

涉洗千萬黑錢警拘兩男女
【本報訊】警方反黑組根據情報，昨清晨突擊搜查秀茂

坪區兩個住宅單位，拘捕涉嫌從事放高利貸及洗黑錢活動的
兩名男女，涉及款項逾1000萬元，被捕男女連同行動中檢獲
的一批銀行文件，一併帶署調查。

被捕男子姓蔡（34歲），女子姓黃（41歲），涉嫌 「處
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名被
扣查。警方調查顯示，姓蔡男子涉嫌放高利貸，並以自己銀
行戶口，以及安排姓黃女子的銀行戶口，處理借貸人歸還的
款項，警方相信涉案金額超過1000萬元。

警方深水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早前接獲情報得
悉有人 「放貴利」，經深入調查後鎖定2名目標人物，昨日
清晨認為時機成熟，約6時許突擊搜查秀茂坪及秀茂坪曉
麗苑2個住宅單位，先後拘捕一對男女，並檢獲一批涉案銀
行文件。

意外中受傷30多名男女，當中大部分撞傷頭頸及
手腳，其中1人一度昏迷、1人是長洲區議員李桂珍、
2名是躉船上船員，由消防輪及水警送返中環碼頭上
岸，送往瑪麗、律敦治及東區3間醫院救治，部分傷
者經敷治後已無礙出院。

毫無防備搭客變骰仔
昨日晚上9時32分，1艘新渡輪 「新輝」接載近

400名乘客前往長洲，途經喜靈洲南邊海面時，疑因
濃霧影響能見度，與1艘駛經的躉船相撞，發出隆然
巨響，船艙頓時一片混亂，400多名乘客大驚齊聲尖
叫，呼叫聲此起彼落，由於不少人正在打瞌睡，毫無
防備下被拋起撞傷，大部分乘客仿如 「搖骰仔」，有
人被撞至頭破血流，亦有人被撞甩牙滿口鮮血，船上
至少有30多人受傷，其中1人撞至重傷昏迷倒地。

乘客恐成南丫島海難翻版，擔心船隻下沉，人人
面帶驚恐，爭相穿上救生衣，幸部分乘客相對鎮定，
安慰其他乘客坐回原位等候救援人員。

自行駛返長洲碼頭
消防處接報派出多輛救護車至中環碼頭，由消防

輪將救護員送往長洲，替傷者即時搶救，直至晚上10
時許，新渡輪船頭部分損毀，船身並無入水，駛回長
洲碼頭，乘客落船後始鬆一口氣。水警及消防輪分批
將傷者送往中環碼頭上岸送院救治。

2012年10月1日晚上，國慶煙花匯演開始大半個
鐘頭之前，港燈街渡 「南丫4號」在南丫島北面榕樹
灣對開，與港九小輪渡輪 「海泰號」相撞， 「南丫4
號」迅速沉沒，船上124人全部墮海，導致39人死亡
，102人受傷，是香港回歸以來死傷最慘重的撞船意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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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青燒炭亡 母激動咬舌

▲被捕男子（左一）涉嫌放高利貸並以自己銀行戶口處
理借貸人歸還的款項

▲事主母親情緒激動，一度咬舌頭圖自盡，幸被
警員及家人及時制止

▲400多名乘客擔心船隻下沉
爭相穿上救生衣

讀者提供圖片

▲

新渡輪船頭部分損毀，船身
並無入水，駛回長洲碼頭

讀者提供圖片

▲馮伯豪指出，偷渡客前往目的地，如中東、巴西
、阿根廷及西班牙等國家

▲仵工舁走死者屍體

▲部份檢獲的香港特區護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