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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閃賊60秒掠80萬名牌手袋
偷的士撞爆銅鑼灣二手店櫥窗 房車接應3人速逃

遭「快閃」爆竊的二手名牌手袋店為「法國店」，
位於銅鑼霎東街33號，據悉該店沒有分號，主要

出售Hermes、Fendi、Prada、Ferragamo和LV等名牌子
的二手皮具手袋和飾物。有經常光顧的顧客指出，該店
的貨品款式雖然不算齊，但價錢是同類店舖中較低，因
而仍吸引不少人光顧。

「法國店」價錢適中吸引顧客

事發昨日清晨5時許，1輛的士駛至霎東街後，突加速
剷上行人路直撞向該間手袋店的玻璃櫥窗，櫥窗玻璃應
聲粉碎；成功後駕的士男子，及不遠處另1輛私家上2名
戴帽及口罩的男子，立即下車衝入該店搜掠，在短短不

足60秒內，極速掠走10多個名牌走袋，再登回該輛私家
車逃去無蹤。

被棄的士無拉手掣溜後毀欄

現場消息稱，3名賊人逃走後，被棄下的士疑沒有拉
好手掣，隨後緩緩溜後，直至撞及馬路另一邊的鐵欄才
停下。而整個爆竊過程亦被附近1名派送報紙的22歲余

姓貨車司機所目擊，他雖已立即報警，但賊人犯案過程
神速，只能眼巴巴的看 他們逃去。

賊人逃走馬路遺4LV袋

未幾大隊警員趕到，立即封鎖現場調查，又在附近兜
截賊車，惜無發現。隨後警員在現場對開馬路檢獲4個
相信是賊人逃走時遺下的LV手袋、鐵鎚、及1個尚未拆

開包裝的袋。另外，警員經核查，證實賊人棄下的士為
已被掛上假車牌的失車，本身的車牌仍遺在駕駛座油門
位置附近。

警員隨後聯絡店舖負責人和職員了解，職員點算證實
損失10多個Hermes等牌子的手袋，總值約80萬元。警方
已列作爆竊案處理，交由灣仔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
通緝3名戴帽及口罩的涉案男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快閃爆竊黨」

又再出沒。3名配備的士及私家車的竊匪，昨

清晨先以偷來的士撞毀銅鑼灣一間專售賣二手

名牌手袋的店舖櫥窗，再極速掠去10多個總值

約80萬元的名牌手袋，再登上接應私家車逃去

無蹤，全程不用60秒即完成，警方正設法追捕

3名匪徒歸案。

天降指甲鉗擊花官恩娜兄跑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中年漢周末夜駕
車外出飲酒消遣，至昨凌晨帶 酒意仍親駕座駕
歸家，但駛至油麻地加士居道近彌敦道燈位前，
終不勝酒力，伏在 盤上入睡，鄰線司機發現誤
以為他因病昏迷，警員接報到場將中年漢叫醒，
他最終未能通過酒精呼氣測試被捕。　

昨日凌晨1時許，姓衛(35歲)男子滿身酒氣，駕
駛私家車沿油麻地加士居道向渡船街方向行駛，
途至彌敦道交界停紅燈等候，但當轉綠燈時卻未
有開車，鄰線司機發現他伏在 盤上，懷疑他病
發昏迷，忙代為報警。警員到場調查，拍打車窗
將其叫醒，但酒精呼氣測試證實超標，涉嫌酒後
駕駛被帶署扣查。

周末夜遇路障 司機醉駕被拘

此外，1名姓曾(32歲)男子，昨清晨5時許駕私
家車從何文田公主道轉入佛光街，駛至常盛街交
界時遇上警察路障，他接受酒精呼氣測試後證實
超標，涉嫌酒後駕駛被拘捕。

醉漢伏 盤入睡
被誤病發昏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尖沙咀漆咸圍10號
一間娛樂場所前日清晨4時27分發生的傷人案，一
批顧客消遣後疑因賬單問題與職員爭執，其間遭
約10名不知名人士群起襲擊，當中兩人持刀，結
果有4名男顧客被斬傷及打傷，行兇者逞兇後逃
去。油尖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接手調查後，昨凌
晨分別在尖沙咀區及紅磡區拘捕兩名涉案男子。

被捕兩名男子分別34歲姓李及31歲姓吳，本地
人，懷疑是娛樂場所的「睇場」，同涉嫌傷人。
其中34歲姓李疑犯，昨晚深夜被探員押返黃大仙
東頭 祥東樓寓所搜查。

案中4名男顧客，其中趙×明(36歲)受傷半昏
迷；另何×忠(18歲)、陳×瑜(30歲)及方×源(25
歲)，同頭部受傷。

夜店2睇場涉斬顧客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警方反黑
組探員根據線報調查後，昨凌晨突擊搜查
跑馬地信德街一間酒吧，拘捕3名懷疑有
黑社會背景的男職員，搜出約值2萬元毒
品，並檢獲一批攻擊性武器。

被捕3名男子年齡介乎20歲至40歲，均
是酒吧職員，同涉嫌藏毒及藏有攻擊性武
器，至於3人是否有黑社會背景仍有待調
查。其中一名疑犯家住九龍油麻地，昨傍
晚探員將他押返寓搜查。

現場為跑馬地信德街一間酒吧，港島總
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接獲情報，懷疑酒
吧有人染指毒品，根據線報深入調查後，
昨日凌晨約3時採取行動，突擊搜查該酒
吧，於酒吧內檢獲約5克懷疑「冰」毒及
16克懷疑「可卡因」，估計總值約2萬
元，同時警員亦於酒吧後巷位置檢獲3把
牛肉刀及3支用布包裹的鐵通，當場拘捕3
名職員，懷疑他們與檢獲的武器及毒品有
關。

■反黑組探員在酒吧檢獲的毒品及攻擊性武器。

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 彩雲 發生寵物蛇飛墮
16層樓不死奇蹟。一條本港禁止入口、黑市價值數千
元的寵物蛇，疑被人非法飼養走失，昨晨被發現蜷伏
在一單位窗邊，住戶慌忙報警，惟在「蛇王」到場一
刻，寵物蛇疑受驚突由16樓飛墮地下，雖一度失去知
覺，但隨後竟能「復活」，由「蛇王」捉住轉交漁護署
檢驗，大批住客則對「不死之蛇」嘖嘖稱奇。

「紅枝筆」禁入口 疑非法飼養

墮樓奇蹟不死的寵物蛇長約1米，全身橙黃色，據奉
召前來捉蛇的「蛇王龐」指牠屬沙蛇，為本地罕見的
寵物蛇「紅枝筆」，無毒，相信已有6歲至7歲大。惟經
營爬蟲類動物多年的寵物店負責人則指，該條寵物蛇
應屬產自美國的「玫瑰蚺」(Rosy Boa)，由於本港禁止
入口，因而少見，不排除有人非法入口飼養，估計黑
市價要數千元。

住戶起床 驚見窗邊伏長蛇

昨早9時43分，彩雲 豐澤樓16樓一單位有住戶起床
後，赫見窗 邊蜷伏 1條約1米長的橙黃色蛇，大驚
報警。警員再召「蛇王」前來，當「蛇王龐」剛到達
門口，該蛇突告墮樓，跌在行人路地面，奄奄一息。

「蛇王」與警員趕抵樓下，準備檢走時，該蛇竟突

然「復活」，慢慢蠕動掙扎企圖逃走，但終被「蛇王」
手到拿來捉住。其間引來大批住客圍觀，當得知該蛇
剛由16樓墮下竟仍能生還時均嘖嘖稱奇。「蛇王龐」
則指，該蛇表面雖無傷痕，但可能已受內傷，須待漁
護署獸醫檢驗才能確定，對於該蛇不死之謎，他只開
玩笑表示「牠懂氣功」。

專家：蛇皮較韌能禦衝擊力

旺角花園街經營爬蟲類動物多年的寵物店負責人則

解釋，可能因蛇皮較韌，加上皮下軟組織發達，因此
能抵禦巨大衝擊力，故高處飛墮仍能生還不足為奇。

負責人續表示，近年本港飼養寵物蛇的發燒友有增無
減，當中3至4成更為女性，熱門的寵物蛇包括有球蟒、
粟米蛇及龍蛇等，今次墮樓寵物蛇相信是本港禁止入口
的「玫瑰蚺」，在美國已有大量人士繁殖，且有多種顏
色花紋，故十分受歡迎，在家中飼養只需放於籠中，每
1周至2周餵1隻白鼠已可，一般剛出世幼蛇長約1呎，2
年至3年後便可長到1米，但最多只可長到2米。

■寵物店負責人指近年飼養寵物蛇的發燒友有增無

減。 劉友光 攝

■九龍城龍崗道遭天降指甲鉗損毀車頂的「蓮花」跑車。

■大埔山南路遭夜盜潛入企圖刮取5棵香樹的樹

脂之教會。 ■勇擒偷樹脂賊而受傷的警員。

■在彩雲 墮樓不死的寵物蛇「玫瑰蚺」仍很生猛。

■銅鑼灣霎東街「法國店」遭歹徒以的士撞毀櫥窗入內爆竊，損失10多個名牌手袋總值80萬元。 ■爆竊「快閃黨」遺下4個二手名牌手袋，標價約共2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藝人官恩娜胞兄官
仲銘名下的簇新英國製 Lotus「蓮花」跑車，昨凌晨
停在九龍城龍崗道期間，疑被天降指甲鉗命中車
頂，出現一條小花痕，官仲銘報警求助，惟警方並
未查出墜樓指甲鉗物主誰屬。

官不值缺德行為報警

車主官仲銘(34歲)，為藝人Ella（官恩娜）胞兄，
官仲銘在無 十二期藝員訓練班畢業，較妹妹官恩

娜更早入行，但其後離開娛樂圈跟隨父親做生意。
昨日凌晨1時許，官仲銘在九龍城與友消夜期間，

將其名下「蓮花」Lotus跑車停在龍崗道1號至3號一
幢大廈對開，當折回擬取車離開時，發現右邊車頂
有一條一吋半長的花痕，車旁地上有一個指甲鉗，
懷疑該條花痕是被該個從天而降的指甲鉗弄損。官
不值缺德之徒所為報警，警員到場調查，並登樓追
尋該個指甲鉗來源，但沒有任何發現，案件列作刑
事毀壞處理。

貨倉遇竊 稱失300部iPhone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元

朗大生圍攸壆路一間貨倉揭發盜竊
案。前晚10時半，上址的白姓負責
人（64歲）報警，指存放倉內大約
300部iPhone5不翼而飛，懷疑被偷
走，損失高達165萬元。警方接報
趕到後封鎖現場調查。案件交由元
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二隊跟進，暫
未拘捕任何疑人。

村屋被撬窗門爆竊

另外，昨凌晨零時許，上水丙崗
村一名57歲侯姓村民返家時，發現
住所窗門被撬開，屋內曾遭爆竊，
遂報警求助。事後經點算，證實損
失5萬元人民幣、約3千元美金、約
2千歐元，及一批洋酒、花膠和首
飾手錶等，總值約21萬港元。

茶餐廳失火 樓上住客赤腳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深水 福華街一間茶餐廳昨日凌晨
閉門失火，大廈內逾百名住客睡夢
中驚醒慌忙逃生，消防員破門進入
茶餐廳灌救，迅速將火撲滅，廚房
嚴重焚毀，初步懷疑是電炸爐過熱
起火，並無可疑。

失明男女互相照應脫險

昨日凌晨3時許，深水 福華街
124號一間茶餐廳突閉門失火，大
量濃煙經抽氣槽冒出湧往樓上，各
樓層住客睡夢中被煙嗆醒，逾百人
慌忙逃生，部分人只穿 睡衣、赤
腳，亦有人抱 寵物貓狗自行疏散
到樓下街頭暫避，情況狼狽，其中
一對失明男女亦在互相照應下安全
落樓脫離險境。

消防員到場破門入舖開喉射水，
同時升起雲梯接近火場，向抽油煙
槽噴水撲救，終將火救熄，但廚房
已嚴重損毀。

消防員初步調查懷疑有人忘記關
掉電炸爐，令爐內滾油過熱 火，
火警並無可疑，亦沒有釀成人命傷
亡。

走廊棉被焚燒 疑遭縱火

此外，秀茂坪順利 利康樓11樓
梯間走廊昨日凌晨零時許亦發生火
警，一張晾曬在梯間欄杆的棉被離
奇 火焚燒，屋苑保安員接獲住客
通知報警，並登樓救火，在消防員
到場前將火救熄，消防調查後認為
起火原因有可疑，交由警方列作縱
火案處理。

3蛇匪偷香樹脂 1人就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繼羅漢松
後，散發芬芳香味兼有藥用價值的香樹脂，
亦成為蛇匪目標。3名蛇匪昨日凌晨潛入大
埔山南路一間教會，企圖刮取內裡種植的5
棵香樹的樹脂，幸村巡隊警員早已埋伏監
視，現身將其中一匪當場就擒，另2匪則乘
亂逃脫，有2名警員在擒匪時遇襲受傷。　

警方較早時接報，指大埔山南路一間教會
會所內種植的5棵香樹曾被破壞，部分有藥
用價值的樹脂被人盜走，警方經調查後估計
竊匪可能食髓知味，在晚上仍會捲土重來，
大埔分區鄉村巡邏隊警員，遂於昨日凌晨時
分在附近埋伏監視，守株待兔。

2警擒匪時遇襲傷手

至凌晨1時許，警員果見有3名大漢現身，
用工具破壞教會一列圍網，企圖潛入該會
所，警員認為時機成熟，立刻上前截查。

3名大漢見警員出現即拔足奔逃，其中一
匪被截停，與警員發生激烈糾纏，混亂中2
名警員分別手指和手腕受傷。疑人終被制服
拘捕。但其餘2名高約1.65米、短髮及穿黑
色衣物的同黨則逃脫。

經初步調查，被捕大漢陳×水（37歲），
是內地非法入境者，早前偕兩名同黨一起闖
境偷取香樹脂，他涉嫌企圖爆竊及非法入境
被捕。

2名受傷警員送院治理後已無大礙。案件
交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跟進。

香樹多絨毛，高可達60厘米，葉橢圓形，
葉緣齒狀，顏色綠中帶黃，葉基部輪生白色
小花，分泌的樹脂有檸檬香味，分布於歐亞
大陸氣溫高的草木叢生地帶。從該植物中提
取的樹脂類物質，除散發香氣，且具有藥用
價值，可治療發燒和噁心，也可用來緩解月
經疼痛。

寵物蛇16樓飛墮 撻不死「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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