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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成班學規則 睇波尋男人心

標準女球迷：真心嘆世杯
世界杯，何以俘虜男人
心？有配對公司抓緊這股足
球狂熱，近日舉辦 「標準女
球迷」 速成班活動，由資深
足球教練 「領軍」 ，講解足
球規則與睇波注意事項等，
讓女學員更加了解 「男人心
」 。大公報記者實地採訪，
見到女學員都聽得非常入神
，她們誓要打破 「睇波」 專
屬 「男人世界」 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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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話我聽點愛
上足球，我咪自
己搵方法囉

以前因唔係太
熟足球，工作
上蝕底咗

獨家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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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學明（文）林良堅（圖）

活動在觀塘工業區一間共享辦公室
空間的公司內進行，約有15名女學員，
普遍對足球賽都不甚了解，適逢四年一
度的世界杯，她們當中有的為了融入盛
事而來，也有為想陪伴另一半睇波時不
會一頭霧水而來，亦有真心想深入了解
足球，誓要打破向來睇波只屬男士專利
這約定俗成的觀念而來。
30多歲的Winnie，是一位皮紋分析
師，她是以上最後的一類。 「其實我一
直都想了解足球，但唔係真的要落場識
踢波嗰種，而係想識點樣睇波，但一直
無機會，最近知道有呢間配對公司搞免
費速成班，咪馬上報名嚟學囉。」

我想知啲人跑來跑去為乜？
Winnie已婚，她的另一半也不熱衷
睇波，推動她來的動力，只是一份好奇
心。她斬釘截鐵地說： 「是一份好想了
解足球員喺球場上跑來跑去嘅拚搏精神
。」
原來她早已想了解足球活動。以前
陪前男友 「睇波」，只有他和一班男人

▲Kiny與Winnie希望藉參加速成班，了解足球多
一些
興奮大叫，對於不懂足球的她來說，無
法投入享受睇波樂趣。 「我都好想愛上
足球，但無人話畀我聽點去愛上它，我
咪自己搵方法囉。」

睇波時跟住男友一齊大叫！
Kiny是另一學員，今年30多歲，任
職公關，世界杯是城中熱話，她的工作
常有機會涉及這個範疇，為免 「離地」
，被人問起時一頭霧水，於是走來上課
，了解球賽規則， 「我嘅工作係搞活動
，以往都好多時做一啲同足球有關嘅活
動，但因為自己唔係太熟足球關係，而
蝕底咗。」
記者隨意詢問Kiny一些非常簡單的
足球問題，她馬上答得出碧咸的國籍是
英國，但美斯和尼馬，她卻誤以為是西
班牙人。 「我識就唔使嚟上速成班啦！
就係因為唔識，先嚟學。」Kiny有個喜
歡睇波的男友；記者問她情侶檔睇波時
，如何令自己投入？Kiny說： 「總之佢
大叫時，我跟住佢一齊大叫咪得囉！」
爽！

◀CoCo認為今時今日再談論女士 「唔識波」 這話題 「很
離地」

大反擊：標籤睇靚仔太離地
很多人以為睇波只是男人的天地，大部
分女人不懂；即使 「睇」，也只為 「睇靚仔
」。 「太離地吧！」真正女球迷CoCo如此
評論，她直斥這種看法，帶有點羞辱女性成
分。
「今時今日，仲講睇波只係男人嘅世界
，有冇out啲呀！我身邊不知幾多女士鍾意
睇波，而且識波程度，絕不比男士差。」30
多歲的CoCo自小喜歡足球，不時會走到球
場 「跟隊」踢足球，她最喜愛球星是碧咸，
最喜愛球隊是曼聯，今年世
界杯，她捧英格蘭。 「唔好

新界掃外圍波 拘17歲艇仔

「#MeToo」事件再現？有女教友前日
在Facebook貼文，指控博愛潮語浸信會一個
分堂牧師是 「禽獸牧師」，稱他多年來涉嫌
性騷擾及非禮多名少女教友，牧師亦曾 「痛
哭認錯」，但教會收到投訴後沒報警，事件
更不了了之。事主在文章加上 「#MeToo」
及 「#churchtoo」等Hashtag，並公開涉事牧
師身份。警方稱昨日一名男子就相關事件報
案，據悉警方正與一名女受害人錄取口供。
警方表示，黃大仙警署昨日接獲一名男
子就相關事件報案，案件暫列作 「求警調查
」，交由黃大仙警區刑事部人員跟進，暫未
有人被捕。據了解，該名報案男子為涉事的
牧師，他向警方聲稱與人有身體碰撞、爭拗
及誤會等，警方仍在了解跟進。
該名女教友的貼文，指控博愛潮語浸信
會一個分堂牧師的懷疑性騷擾手法，包括以
「
比（畀）爸爸攬下」、 「
爸爸睇到你走光
唔緊要，比（畀）其他男仔睇到就唔得」、
「
老婆唔係屋企，單獨上黎（嚟）我屋企玩

▲有女教友前日在FB發文，指控博愛潮
語浸信會一分堂的牧師疑涉及非禮事件

悔疚，教
會疑選擇原
諒對方，遲
遲未採取處
分或報警，令教友失望。

▲

涉嫌性騷擾女教友
的牧師
網上圖片

大公報突發專題組

【大公報訊】俄羅斯世界
杯進入第二輪分組賽事，警方
繼續大力打擊外圍波，前晚在丹
麥對澳洲賽事舉行期間大舉出動
，在大埔及荃灣共檢獲逾240萬元懷
疑外圍投注記綠，其中一名被捕的17歲青年
為外圍波集團 「艇仔」，警員搜查其寓所時
檢獲一批懷疑毒品，在屋內拘捕另外三名涉
案女子。
新界北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前晚
10時許，展開代號 「戈壁」（CROWBEAK
）、風盾（WINDSHIELD）及 「雷霆一八

平和坊戒賭熱線：
2827 4321

女教友fb爆遭性騷擾 牧師認有錯
風暴

CoCo在沙田大圍一間酒吧工作，因利
成便，她可以睇足64場賽事， 「我覺得興奮
㗎！可以一邊睇波一邊賺錢，冇得彈。」她
亦很自信自己的足球知識，絕不遜色於任何
一位前來睇波的男客人， 「唓！邊個話個個
男人都識睇波啫！好多話識其實係
嚟趁熱鬧，有啲仲要問返我嗰個球

新界北
打擊外圍波
，檢獲一萬
元現金、收
受波纜的手
機等證物

女會員，由於喜歡足球，即使樣貌不算
標青，也很快獲得包括測量師、大學講
師等男會員相約見面。
至於目前女子學習足球的實況如何
？本身為新界區（足球）隊教練的黃民
忠指，隨着本港男女平等，足球活動包
括 「睇波」早已不再只是男性的專利，
他所執教的球隊，女性學員
由以往不足一成，
至達到最近超過兩
成，他認為女性學
員的數字只會不斷
上升。

」、 「爸爸幫你按摩」作藉口，與女教友有
身體接觸。
發貼事主直言 「多年黎（嚟），佢用不
同謊言同扭曲的價值觀去洗受害人們腦，叫
佢地（哋）唔好同人講，每一個猥褻行為都
循序漸進，逐漸瓦解受害人們的戒心，令佢
地（哋）不知不覺跌入佢的陷阱。」形容對
方是 「禽獸行為」。又稱不止一名受害人向
教會舉報及指證涉事人，但疑犯曾痛哭聲稱

男人要問返我球員叫乜名

◀麥耀邦指出，興趣中寫明喜歡如
足球與籃球的女生，較受配對異性
歡迎

▼黃民忠表示，學踢足
球女學員數字不斷上升

波係緣愛運動 贏桃花
識睇波的女生，在 「配對」（伴侶
）上是否較有優勢？根據配對公司 「幸
。匯」的數據，答案是肯定的。
該公司首席配對顧問麥耀邦表示，
會員男女比例是4與6之比，即男少女多
情況下，無疑在興趣一欄填上喜歡足球
、籃球等球類活動的女生，較受配對男
生的歡迎。
他說： 「大概只有一成女仔喺興趣
『喜歡運動』欄填上足球或籃球，呢班
女仔喺配對男仔圈中特別受歡迎，好快
就能夠撮合約會機會。」
他說，曾經有個34歲、任職會計的

員叫乜名。」
CoCo認為世界杯是全球盛事，人人也
可參與，根本不應分男女。四年前，到酒吧
睇波的女顧客大都是陪男友來，今時今日，
女球迷三五成群
相約到酒吧觀
看賽事，已是
平常。足
球，不再
是男人的
世界。

以為我當年鍾意碧咸係因為佢靚仔，而係真
心覺得佢球技一流，佢射到嘅罰球，而家除
咗C朗冇人能及。」

▲
▼

我一直都想識點樣睇波

▲一班參加 「標準女球迷」 速成班學員，細心聆聽教練
講解足球規則與睇波注意事項

教會：配合警方調查
被指是涉事教會的博愛潮語浸信會發表
聲明指，早前收到涉 「前職員牧師」性騷擾
投訴，已展開跟進。 「被投訴人已主動聯絡
警方，事件現已交由警方處理，本會將全力
配合調查。」據了解，該牧師早前已離職。
有新聞網站昨晚引述涉事牧師稱，認自
己有錯，對不適當行為對一些姊妹造成傷害
感很後悔， 「希望藉法律審判表達歉意」。

▲博愛潮語浸信會發表聲明指，被投訴人
已主動聯絡警方，事件現已交由警方處理

」 （THUNDERBOLT 18） 的 打 擊 非 法 收
受賭注及打擊毒品行動。
探員突擊搜查大埔廣福邨21至25號一住
宅單位，拘捕一名外圍波集團 「艇仔」姓莊
（17歲）青年，檢獲4部手提電話、約一萬
元現金及總額約50萬元的懷疑外圍波的投注
紀錄。
探員同時在屋內檢獲約5.2克懷疑霹靂可
卡因，總值約6000元，莊與屋內3名年齡介
乎21至39歲本地女子，涉嫌藏毒被捕，他另
涉嫌 「非法收受賭注」，警方相信被捕青年
有三合會背景。

衛署續查易消達公院停配發
【大公報訊】記者朱樂怡報道：瑪
麗醫院驗出有未開封的腸胃藥 「易消達
（Enzyplex）」受霉菌污染。據供應商耀
南洋行資料，有約17.4萬瓶共1418萬粒藥
已供應本港，大部分給私人市場。供應
商昨要求所有客戶暫停供應有關產品予
病人或顧客，公立醫院亦已停止對所有
病人配發該藥，料影響4000名病人。醫
學界立法會議員促衛署盡快確實，減短
空窗期，並給予醫生和公眾清晰指引。

供應商要求商店下架
衛生署昨日表示，據印尼製造商的
初步調查， 「易消達」的原材料及生產
設施均符合製造商的自定標準，會繼續
進行深入調查並盡快提交報告。該藥在
本港市面有售，為非處方藥物，署方前
日已從不同渠道抽取樣本，以化驗霉菌
及酵菌是否超標，需時五至七日，才可
決定需否進一步行動。
供應商耀南昨要求顧客暫停售賣或
使用，百佳、屈臣氏和萬寧均稱，會將
有關產品暫時下架，等待衛生署指引，
直至另行通知。已購買的顧客，可攜同

產品及收據前往分店辦退貨。惠康則未
出售涉事產品。港九藥房總商會副會長
劉愛國稱，供應商昨午一時已通知全港
藥房下架，由於 「易消達」銷量普通，
每間藥房應只有幾樽，相信影響不大。
醫管局傳染病及緊急應變中央委員
會會議昨日連同衛生署代表開會跟進事
件，指紅麴霉菌常見於日常環境中，對
健康正常人士一般不會構成風險，但或
會對免疫力低弱病人構成感染風險。香
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透露，醫
管局前晚已停止處方該藥予七類高風險
病人，包括血科、癌症、肝臟和腎臟移
植等免疫系統差的病人。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
勇說，早前將 「易消達」放入培養機，
未經溶解過程已發現有霉菌， 「種咗30
粒，粒粒都生！」他說，這種藥是以豬
的胰臟提煉而成，而非化學製造而成，
過程會易受污染 「好多」。
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沛然表示，此
類藥物不應出現霉菌，有發現便應盡快
確定，清晰告知公眾和醫生 「應該點做
」，並認為衛生署有需要改善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