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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證人組警長
練槍走火射傷腿

曾獲獎章撰文論「尊嚴與專業」 疑拔槍誤觸扳機出事

飲消毒藥水自殺 實習醫生命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瑞麟、杜

法祖）灣仔軍器廠街警察總部室內

練靶場，昨晨發生警員練靶走火受

槍傷意外，一名隸屬警方保護證人

組（簡稱WPU）的警署警長，在室

內練靶場接受例行射擊訓練期間，

疑拔出所用Glock 19曲尺手槍時誤

觸扳機，引致手槍走火，被子彈擊

傷右大腿，被送院救治。警方調查

後將事件列作「意外走火處理」，由

刑事部跟進調查事發原

因。

Glock 19曲尺手槍小檔案
產地： 奧地利

設計： 半自動手槍，標準彈匣為15發

子彈

口徑： 9mm

槍重： 595克(21安士)

優點： 槍身輕、後座力低、易操控、

耐用、易於隱藏攜帶、據說可

於水下發射

警隊使用 保護證人組、水警、飛

部門： 虎隊、機場特警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近年警隊Glock曲尺手槍走火事件
2010-04-11 一名機場特警下班將曲尺手槍交回機場警署
槍房前，於退彈區退彈時Glock曲尺手槍突走火，幸無人受
傷，警方列作「意外走火案處理」。

2007-12-20 高級督察馮健 在灣仔警察總部遴選出任G4
成員，使用Glock 17曲尺手槍作射擊練習時手槍疑走火，子彈
擊中其左腳受傷，送院幸無大礙。

2005-10-15 警方保護證人組（簡稱WPU）一名女警，於
上水警察靶場練靶，從腰間槍袋拔出Glock時突然走火，遭子
彈擦傷右大腿後射入右小腿，須送院取出彈頭。有專家估計事
件或人為出錯。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掟奶粉 撞特首 社民連2人同日被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鄭治祖）社民連成員姜靈

彰，於去年底於中聯辦門外抗議時涉嫌投擲奶粉，令2名在
場警員被粉末濺到眼睛，須送院治理。警方經調查及徵詢
法律意見後，於昨晨以涉嫌「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的
行為」，將姜靈彰拘捕，案件交由港島總區重案組跟進。另
外，於上月初在公開場合懷疑撞傷特首曾蔭權的社民連成
員黃俊杰，昨日亦被警方落案控以「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
秩序的行為」罪名，案件下周三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爬鐵馬擲粉 2警濺傷眼
去年12月28日上午11時，一批示威者於中聯辦門外抗議

時，期間有人爬上警方鐵馬，警方表示，當時有人投擲裝
有白色粉末的膠袋，粉末在空中飛散，兩名在場的警員被
粉末濺到眼睛，送院治理。警方昨晨採取行動，到社民連

成員姜靈彰（26歲）的寓所，以涉嫌「在公眾地方作出擾
亂秩序的行為」，將他拘捕。

姜靈彰獲准自簽500元保釋，並於下月16日再向警署報
到。姜靈彰聲稱，自己當時只是「表達意見」，行為「不涉
及暴力」，當局這次是「政治檢控」，意圖「製造白色恐
怖」。

黃俊杰被控擾亂公眾秩序
於上月1日在公開場合懷疑撞傷特首曾蔭權的社民連成員

黃俊杰，昨日在其他社民連成員陪同下，再到尖沙咀警署
報到時，被警方落案控以一項「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
的行為」罪名，下周三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社民連主
席陶君行聲言，事件反映曾蔭權「誇大事件」，「勞師動眾
去驗傷」，稱這是「政治打壓」。

事發當日，特首曾蔭權在尖沙咀歷史博物館出席辛亥革
命展覽活動，在科學館廣場及入口處遇到示威，期間懷疑
被人撞傷，25歲的黃俊杰當日涉嫌觸犯普通襲擊罪，遭警
方拘捕。

曾蔭權在遇襲後，當晚到瑪麗醫院驗傷，醫生證實他的
左胸口出現紅腫，所受衝擊非輕，幸無傷及內臟。不過，
醫生認為曾蔭權是次十分「好彩」，「如果撞正胸骨，可
以導致心室顫抖，後果會很嚴重」，並囑咐曾蔭權要多休
息。

就社民連兩人被控，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坦言，社
會要有規矩才能正常運作，批評有人故意衝擊規矩以引起
注目，並呼籲有關人等自省，社會亦應深思衝擊風氣蔓延
的影響，「維護自己的利益可以，但有很多不同表達方
式，不一定要衝擊別人，迫使別人接受自己的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溫瑞麟、杜法祖）正當公營醫
院醫生和護士紛紛表態認為工時長及工作量大，一名被
派到上環東華醫院工作的實習醫生，昨日被清潔工人發
現在宿舍房間內口吐白沫半昏迷，懷疑狂飲消毒藥水企
圖自殺，經送入瑪麗醫院救治後性命垂危。警方在現場
未有發現遺書，正深入調查事主厭世會否與工作問題有
關、抑或涉及其他原因。企圖自殺醫生姓梁、25歲，在
深切治療病房留醫，情況危殆。據悉，梁為港島西醫院
聯網轄下東華醫院外科部實習醫生，因工作需要獲配宿
舍。

事發昨日上午11時43分，位於上環普仁街的東華醫院
一名65歲姓鍾清潔工人，到院內醫生宿舍工作期間，嗅
到其中一個房間有濃烈消毒藥水氣味傳出，敲門無人
應，覺可疑於是推門查看，赫然發現梁醫生坐在椅子
上，上半身則俯伏在椅旁床上，陷入半昏迷，大為吃驚
馬上通知上級報警。

警方及救護員接報到場，將事主送往瑪麗醫院，搶救
後須送入深切治療病房留醫。警方事後在現場檢獲一瓶
已飲去大半的消毒藥水及一些藥物，但未有發現遺書。

無留遺書 厭世原因待查
公營醫院醫護人員人手不足問題，近期鬧得熱烘烘，

昨日有實習醫生企圖自殺，令人懷疑事件會否與工作壓

力大有關。但有來自醫院消息稱，梁今次輕生相信不涉
工作，估計與個人問題有關。由於事主沒有遺書，厭世
原因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

醫管局事後就實習醫生輕生一事回應指出，港島西醫
院聯網十分重視今次事件，醫院管理層及外科部主管醫
生已探望該名實習醫生及向其家人解釋事發經過，致以
慰問及提供一切適切協助和跟進。東華醫院亦已向院內
員工簡報今次事件，及向有需要的同事提供情緒支援。

發言人並謂，該實習醫生本月初由大埔那打素醫院調
至瑪麗醫院外科部，進行為期3個月實習。按慣例瑪麗

醫院外科部實習醫生需先於東華醫院實習6星期，才調
往瑪麗醫院繼續餘下實習期。

事前如常出席醫院內部會議
根據編更紀錄，該實習醫生4月份共需輪更工作10

天，即大約每3天輪更工作一次，與一般實習醫生的輪
更次數一樣。該醫生剛於前日(26日)休假，昨晨7時半如
常出席於瑪麗醫院外科部舉行的內部會議，上午約9時
許返回東華醫院。該實習醫生平日工作表現良好，為人
沉靜。

意外走火受槍傷警署警長姓胡（48歲），目前仍在瑪麗醫
院留醫，情況穩定。據悉，胡隸屬警方保護證人組，之前
曾駐守警隊多個部門，當他在荃灣分區出任特遣隊成員
時，曾以「尊嚴與專業 」為題在警隊內部刊物《警聲》發
表文章，他亦曾獲香港警察長期服務獎章。

子彈中臀部貫穿右大腿
現場為灣仔軍器廠街警察總部西翼室內練靶場，事發昨

日上午11時許，保護證人組安排組員在該處進行例行射擊
訓練。現場消息稱，當胡姓警署警長準備練靶，擬將所用
Glock 19曲尺手槍自腰間槍袋拔出發射時，疑手指過早觸及
手槍的扳機，突傳來「砰」一聲槍響，手槍走火子彈直接擊
中胡右大腿近臀部位置，疑貫穿大腿，幸沒有傷及旁人。
在場同袍見狀馬上通知上峰，召救護車到場將傷者送往瑪
麗醫院救治，胡送院時仍清醒。警方軍械鑑證科人員事後
到場調查，檢走走火的曲尺手槍及彈殼等證物檢驗。警務
督察協會副主席曾昭科表示，據了解，傷者事發時正進行
射擊訓練，懷疑有人在拔槍時，過早將手指放在曲尺手槍
的扳機上，以致不小心扣動扳機走火。

保護證人組訓練不同
曾昭科稱，保護證人組會有定期射擊訓練，包括戰術運

用等，但與一般軍裝警員的射靶訓練不同，處方在射擊訓
練前，會向組員播放講述射擊短片，並強調不能將手指放
在扳機。

曾昭科認為今次意外只是個別事件，與訓練方法無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杜法祖) 有孌童癖的前物業男經理，自
2005年起多次以數百元引誘中、小學生供他肛交和狎玩，有事
主難抵誘惑，不僅出賣肉體，更介紹同學一同供被告狎玩，案
中共涉及6名兒童。被告早前承認12項與21歲以下同性肛交、
非禮、製造兒童色情物品及向16歲以下兒童作出猥褻行為罪
名，昨遭法官嚴斥罪行令人髮指，被判囚12年。

被告13歲被3漢性侵
被告李國偉(37歲)，曾任職中電及物業公司。代表律師指他

於2008年與內地婦人結婚，育有現時18個月大的兒子，由於妻
子不能長居香港，她不在時便引起被告同性戀的慾望，心理報
告亦指被告13歲時被3名男子性侵犯，事後患有孌童癖，重犯
機會高，但他願意接受治療，妻子和家人也支持他。

法官判刑時則嚴斥被告行為令人髮指，指法律應保障無知小
孩免受性捕獵者侵犯，以及考慮到事主和家人所受的創傷，須
判處阻嚇性的刑罰，同時促請律政司勸諭事主尋求心理輔導，
以免積累傷痛，日後造成更大的創傷，遂重判被告12年監禁。

利誘性侵6男童
男經理囚12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執業女律師因律師樓周轉
不靈，侵吞多名客戶共230多萬元款項，更偽造多份法律文件
欺騙客戶，利用多個不實藉口拖延事情，最後律師公會決定報
警。女律師早前經審訊後被裁定以虛假手段逃避法律責任、使
用虛假文書等罪名成立，連同她早前承認的偷竊罪，女律師昨
日就7罪被判囚45個月。

法官在判刑時斥責被告嚴厚明（46歲）毫無承擔過錯的勇
氣，不懂得如何反省，面對律師樓經營不善而犯下大錯，利用
客戶對她多年的信任，故意侵吞客戶的巨款。被告事後仍欲以
不同藉口掩飾，意圖將自己所作所為合理化，直至被告遭律師
公會查證時還未醒覺，想方設法隱瞞一切。

法官亦提及得悉被告於2008年已申請破產，相信她在短期內
沒能力對多名受害人作出賠償，決定將被告判囚。被告在求情
時透露自己一直辛苦經營律師樓，但遭多名合伙人違背承諾離
棄，深受經濟及精神壓力影響，遇上公司周轉不靈決定動用客
戶寄存在律師樓的款項，事後曾將10萬元歸還給其中一名受害
人。

侵吞客戶230萬
女律師囚45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為打擊荃灣區內藥房非法出
售威而鋼等第一類毒藥，警方聯同衛生署人員，前日突擊搜
查荃灣區2間藥房，共檢獲12萬粒包括威而鋼及犀利士等藥
丸，以及311支咳藥水，總值16萬元，3名藥房職員涉嫌售賣第
一類毒藥等罪被拘捕。

3職員涉非法賣毒藥被捕
被捕3人分別姓朱（28歲）、姓練（26歲）和姓李（51歲），

涉嫌「在未經適當監督而銷售第一類毒藥」、「未獲處方授權
而銷售附表三的第一類毒藥」及「沒有適當地儲存毒藥」罪
名，他們已獲准保釋，5月底返署報到。

荃灣警區雜項調查隊人員經過深入調查，掌握可靠線索
後，聯同衛生署人員採取突擊行動，前晚8時許搜查川龍街和
眾安街2間目標藥房，檢獲上述藥物，3名藥房職員涉案被捕。

警搜荃灣2藥房
檢12萬粒威而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練槍期間走火受傷
警署警長為「保護證人組」成員，「保護證人組」
隸屬警方刑事及保安處保安部，主要職責為保護經
風險評估後被視為生命安全受威脅的證人或其家
人。

保護證人組編制約為百人，其中30人為常規編制，
餘下70人屬志願工作，有需要時始會參與行動。警員
投考保護證人組須獲警區指揮官或部門主管推薦，並

曾駐守警察機動部隊，經審批後由保安部甄選，獲選
者會參加2天考試，及格後須通過3個月包括保護技
巧、戰術和槍械等嚴格訓練，方可執勤。受該組保護
的證人，多會獲安排入住安全屋，直至出庭作證時方
現身。

若風險評估認為證人生命安全受威脅，保護證人組
可按證人意願更改其個人身份及資料，甚至安排證人
移民外地。

投考保護證人組 須曾駐守機動隊

■當日社民連在中聯辦外示威，有成員兩度把奶
粉拋入中聯辦內，多名職員及警員「中招」，有兩
名警員更被粉末濺進眼睛不適，須送院治理。

資料圖片

3成衣商高層
涉貪百萬批訂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廉政公署落案起訴2間

成衣供應商的2名高層人員，以及一間成衣貿易公司的一
名高級經理，控告他們就批出童裝訂單時，涉嫌分別行
賄受賄一百多萬元。3名被告已獲准保釋外出，明日（29
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應訊，以待案件轉介區域法院審
理。

3名被告為關筱毅（30歲）與楊偉陞（40歲），分別為
新信發工藝製造有限公司（「新信發」）及信發工藝製造
有限公司（「信發」）的董事及財務經理；及歐陽麗紅

（44歲），利豐（貿易）有限公司（「利豐」）高級採購經
理。歐陽於案發時負責為「利豐」發出購貨訂單予多間
成衣供應商，包括「新信發」及「信發」。

關及楊同被控一項串謀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涉嫌
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9（2）（b）條及《刑事罪行條
例》第159A條。歐陽則被控六項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名，
涉嫌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9（1）（b）條。

有關串謀控罪指關及楊於2008年4月至2010年7月期
間，涉嫌與其他人士串謀向歐陽提供賄款逾141萬元，作
為「利豐」向「新信發」及「信發」批出和處理購買童
裝訂單的報酬。餘下六項控罪指歐陽涉嫌以相同理由，
收受關及楊共逾121萬元賄款。

練靶疑走火轟傷右大腿
的 警 署 警 長 被 送 院 救
治。 香港文匯報

記者溫瑞麟 攝

警員不時要在靶
場進行實彈射擊練
習。 資料圖片

■奧地利製的Glock 19曲尺手
槍。 資料圖片

▼

▼

■在醫生宿舍內服毒昏迷的實習醫生被送院搶救。
香港文匯報記者溫瑞麟 攝

■發生實習
醫生企圖自
殺事件的東
華醫院。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溫瑞麟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