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挾阿婆劫銀行 黑超刀匪掠8萬
刀架頸失存款3萬 八旬嫗嚇到胃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

偉明）元朗教育路一間銀行

發生脅持人質打劫案，1名

八旬倒楣婦剛向櫃台女職員

遞上2.9萬元存款，在其後假

扮顧客排隊輪候的肥刀匪即

發難，以利刀架頸脅持老婦

向職員聲稱「打劫」，職員

大 驚 ， 無 奈 將 近 8 萬 元 現

款，包括老婦準備存入的2.9

萬元一併交出，肥刀匪得手

即奪門逃去無蹤，老婦除損

失存款外，更因受驚致胃

痛，稍後由家人接走時仍頻

呼「好驚！」

一度遭刀匪脅持的老婦姓鄧（82歲），
事後疑因受驚過度，加上無辜被劫

去近3萬元存款，導致胃痛不適，但又要協
助警方調查，遂聯絡媳婦取來胃藥止痛，
才能繼續錄取口供。鄧婦最後由媳婦陪同
截乘的士返家，但離開時被問及遭脅持時
情況，她仍猶有餘悸不停說「當時真係好
驚呀！」

元朗大眾銀行 無保安駐守

劫案現場為元朗教育路3號至7號富好大
樓地下大眾銀行分行，現場所見上址共有3
個櫃台，另有警鐘及閉路電視等保安設
施，但無保安員駐守。

昨早10時14分，鄧姓老婦到銀行排隊存
款，約數分鐘後，輪到老婦到櫃台前存

款，現場消息指，她剛將2.9萬元現鈔交給
櫃 職員不久，排在她後面1名戴太陽眼鏡
及口罩的肥男子，突趨前拔出約8吋長生果
刀，架在老婦頸上，大聲向櫃台陳姓女職
員（47歲）高呼：「打劫，我要錢！」

老婦猝不及防，赫見一把利刀架在頸
上，嚇得不敢亂動，任由劫匪擺布，女職
員見有顧客被脅持，無奈將1疊現金，包括
老婦準備存入的現款交出，劫匪得手後立
即棄下人質，轉身奪門沿大棠路往元朗千
色廣場方向逃去無蹤。

疑藏身屏會街 警搜捕無果

大批警員未幾持盾牌及警棍趕抵，在附
近一帶搜捕疑匪，惜並無發現，救護員到
場替一度成為人質的鄧婦檢查，她並無受

傷，但疑過度驚慌，感到胃痛不適，但拒
絕送院，只聯絡媳婦帶藥到銀行給她服
用，並留在銀行內協助探員調查。銀行經
點算後，證實除老婦被劫去的2.9萬元外，
銀行方面亦有4.9萬元現金被掠去。

至下午約1時，正當元朗重案組探員聯
同鑑證科人員在銀行內套取指模蒐證，及
翻看閉路電視錄影片段期間，警方突接獲
市民舉報，指劫匪藏身於屏會街附近，大
批警員立即趕往搜捕，惟經逾1小時搜索
並無發現，案件已交由元朗警區重案組第
一隊跟進，現正通緝該名年約30歲至40歲
中國籍男子，他身高約5呎3吋至5呎5吋、
肥身材，犯案時身穿卡其色上衣、深色
褲、戴太陽眼鏡及口罩，攜帶1個黑色斜
揹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婆婆到
銀行存款卻遇上劫案，慘被劫去金錢，銀
行是否有責任呢？有執業大律師指出，法
律觀點上，職員未將收款單據交還前，程
序仍未算完成，銀行可不須負責。但銀行
也應考慮「法外情」，考慮酌情補償給婆
婆，方顯得人間有情。

交易未完成 銀行毋須負責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表示，法律觀點上，
若顧客將存款交予銀行職員，銀行方面有
責任點收，如檢查鈔票是否偽鈔、有無損
毀等，在職員未將俗稱「入數紙」的收款

單據交還前，整個交易程序可算並未完
成，如這時候被劫，銀行可以不須負責。
就如有顧客在銀行排隊期間銀包遭扒竊，
銀行沒有責任承擔其金錢損失，苦主亦無
法提出民事訴訟。

陸偉雄亦在人情方面作考慮稱，該數萬
元可能是老婆婆一生積蓄，銀行若額外處
理，負起補償責任，方顯得人間有情，否
則會給人略嫌「涼薄」感覺，對銀行形象
會有負面影響。

陸偉雄補充說，有時候在特殊情況下，
並非只講法律，要兼顧法、理、情等因
素。

販運12公斤冰毒
2日漢還柙

「哥哥」寫真集「流產」
王家衛「御用攝影師」遭索償

無「入數紙」冇得賠 顧形象或酌情補償

失魂的撼「公路殺手」賠命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杜 法 祖 )

粉嶺華心 發生男
童疑飲夜奶猝死事
件，一名5歲大男
童昨日凌晨由母親
男友餵奶期間，突
告 嗆 喉 並 陷 入 昏
迷，送醫院搶救證
實死亡，警員事後
一度單獨向女戶主
同居男友問話，但
初步認為事件無可
疑，惟男童真正死
因，包括是否有先
天性隱疾等，須待稍後剖驗才能確定。

疑飲奶猝死男童姓楊，他與黃姓35歲母親，及
母親38歲顏姓男友同住華心 華勉樓一單位，楊
童雖已5歲，據悉仍有飲夜奶習慣，因而半夜間中
亦由母親男友照顧餵奶。另據現場消息稱，肇事
單位「神神怪怪」，除大門貼有「五路財神」令符
外，女戶主的男友手臂更有紋身，在醫院期間更
指罵到場採訪的記者。

警查問報案人 初步無可疑

事發於昨凌晨4時許，警方突然接獲顏報案，指在上址
餵女友5歲兒子飲奶時，對方突嗆喉並陷入昏迷，救護員
趕抵迅將男童送往北區醫院搶救，惜不久證實死亡，由於
涉及小童死亡，警員隨即到現場及醫院調查，由於報案人
一度指男童嗆喉時曾經嘔吐，以致弄污身體及衣物，因而
曾替他洗澡清潔，其間卻突告昏迷，警員一度向報案人單
獨問話，及後認為事件初步無可疑，通知仵工將屍體舁送
殮房，待稍後安排法醫剖驗確定男童真正死因，包括是否
有先天性隱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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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淺水灣南灣坊一豪宅
單位昨凌晨遭獨行竊賊入屋大肆搜掠，女戶主疑「太爛 」
竟懵然不覺，賊人予取予求，揹 兩大袋贓物離去，幸剛
有警員巡至，賊人慌忙棄贓，爬過欄杆往山坡逃去無蹤。
警員在袋內起回包括手提電腦、手提電話及飾物等約值10
萬元贓物，致電外籍女戶主，她才如夢初醒得悉家中失
竊。

如入無人境 掠兩大袋贓物值10萬

案發於昨凌晨4時許，獨行賊潛入淺水灣南灣坊康南閣一
單位爆竊，女戶主疑因熟睡未知有賊入屋搜掠，獨行賊如
入無人之境，偷得大批財物後，如「聖誕老人」般揹 兩
大袋贓物，沿屋苑旁邊的樓梯離開。幸剛巧有警員巡經淺
水灣道近南灣坊，發現可疑男子正擬上前截查，疑人立即
棄下贓物，攀過圍欄向山坡方向逃去無蹤。

警員追截不果，在後山樓梯檢回兩個大袋，發現內有約
800元現金、手提電腦、手機、隨身音樂播放器、相機、6
隻手錶及一批首飾，總值約10萬元。警員根據電話號碼聯
絡手機機主，外籍女戶主接聽始知單位遭爆竊，幸得巡警
出現才未招損失，事後開心不已。

竊賊遇巡警棄贓爛 洋女保不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大埔吐露
港公路又再發生涉及俗稱「公路殺手」的箭
咀工程車意外，一輛載客的士狂撼停在路中
箭咀工程車車尾，的士車頭毀如廢鐵，六旬
司機當場浴血被困，救出送院證實傷重死
亡，坐車尾男乘客則傷勢未算嚴重，由於現
場未發現煞車胎痕，警方正循是否涉及有人
打瞌睡或超速而肇禍方向展開調查，並呼籲
目擊意外或有資料提供人士與警方聯絡。

現場為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大埔北支
路康樂園附近橋面。據現場消息稱，一輛俗
稱「公路殺手」的箭咀工程車，事前因發現
路中一個路牌鬆脫，因而停車進行緊急維
修，司機當時有亮起車上的大型箭咀燈，提
醒尾隨車輛轉線。

至昨凌晨4時15分，肇事的市區的士駛至
上址時，疑司機不察第三線停有工程車，的
士高速猛撼其車尾，由於撞力猛烈，的士車
頭毀爛不毀，引擎亦幾乎鬆脫，司機浴血昏
迷被困。大批消防員在意外後到場封路拯

救，先將頭部和胸口受傷，幸仍清醒的姓張
（44歲）男乘客送往那打素醫院救治，並撬
開車廂將昏迷的士司機梁煥好（67歲）救出
送院，惟他抵院不久證實傷重不治。

未見煞車痕 疑司機瞌睡超速

由於現場並無發現明顯煞車胎痕，新界北
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正跟進車禍是否涉及
司機打瞌睡或超速所致，又呼籲任何目擊意
外或有資料提供人士可致電3661 3800與警方
聯絡。

的士小巴權益關注大聯盟主席黎銘洪表
示，過往已發生多宗涉及箭咀工程車引致的
奪命交通意外，他已多次向運輸署提議，將
工程車的箭咀燈號改裝在車尾，因部分司機
不知原來燈號在車的中間，駛近發現已太
遲，無法及時扭 閃避，以致意外頻生。黎
又指，夜更司機在凌晨時分常見疲態，深夜
在少車的公路上駕駛，難免會鬆懈影響判
斷，他呼籲司機應小心慢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花園街大火死因聆
訊批評消防處延誤救火，消防處助理處長吳建志昨
日出席電台節目反駁，指當日已按既定程序展開救
援，雖不敢評論法官批評，並指處方會尊重死因庭
建議，但卻將矛頭指向傳媒未有正面報道救援情
況。此外，他指當局今年將巡查全港4,000座「三無
大廈」，及6,500座樓齡逾30年的商住舊樓，一旦發
現違規事項，會視乎情況採取執法行動，或直接提
出檢控。

稱按程序處理 遺憾市民報警遲

花園街大火死因庭日前裁定9名死者死於意外，
同時判斷火警成因為電力故障，消防處更被批評未
有主動搜救。吳建志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辯稱，事

發當日處方已按既定程序，在接報後4分鐘抵達現
場，展開救援工作，並在火勢升為三級的同時，即
時調派額外人手到場協助，及派出多隊煙帽隊上樓
搜救，結果成功救出66名市民。

另外，吳建志亦指，有資料顯示火警在處方接報
前10分鐘已發生，若居民能及早報警求助，消防便
可更早到現場控制，令火勢不會波及鄰近排檔及大
廈。同時，他亦批評本港傳媒未有正面報道救援情
況，更對此「感到相當遺憾」。

延誤說自法官 即改口不評論

不過，當被問及消防處延誤救火的說法，是來自
死因裁判官陳碧橋時，吳建志指不敢評論法官說
法，但重申消防處未有延誤救人，處方會尊重死因

庭就大火提出的建議，並探討搜救程序，以便日後
在同類事件發生時，可有更好表現。

巡逾萬座舊樓 遇違規即執法

吳建志表示，消防處為提升舊樓防火安全，計劃
今年內巡查全港4,000座「三無大廈」，及與屋宇署
聯手巡查6,500座樓齡逾30年的商住舊樓，一旦發現
如天台門被上鎖，或走火通道被阻塞等違規事項，
處方會視乎情況採取執法，發出消除火警危險通知
書要求改善，或直接提出檢控。

吳建志又稱，現時「三無大廈」的情況已較以往
有改善，惟部分大廈居民遷入遷出次數頻密，不少
人將舊傢俬放在後樓梯阻塞通道，故呼籲居民做好
消防安全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2名無業日籍漢
山口政樹(44歲)及奧山義弘(40歲)，本月22日在
香港國際機場準備離境前往韓國時，在機場客
運大樓的離境大堂登機櫃位G13被海關截查，
並在他們的寄艙行李內分別搜出2件內藏共12
公斤冰毒的潛水衣，市值約856萬元。2人當場
被捕，控以一項販運危險藥物罪名，昨於荃灣
裁判法院提堂，暫毋須答辯，還柙至6月13日
等候諮詢法律意見後再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王家衛「御用攝影師」夏永康
（Wing Shya），今年初與出版商簽訂合約，授權出版商獨家發布
已故影星張國榮的寫真集。但出版商指夏永康違反承諾單方面終
止合約，遂入稟索償，惟入稟狀未有標明索償金額。

原告為出版商真源有限公司，入稟狀透露原告與夏永康於今年
1月5日簽訂書面合約，原告本來獲夏永康授權，可獨家在世界各
地發布一本暫名為《Miss you much》的書冊，但夏永康卻單方面
終止合約。

消防官談「花火」不滿傳媒「報憂不報喜」

■男童母親的男友在樓下指

罵到場採訪的記者。

■肇事的士車頭毀爛不堪。小圖為車禍中死

亡的的士司機梁煥好。

■警員事後封鎖遇劫銀行調查。 ■被刀匪脅持的女事主離開時猶有餘悸。 ■大批警員在銀行內調查劫案經過。

■夏永康曾表示會把「哥哥」張國榮生

前的相片輯成寫真集推出。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