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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囚清潔工勇擒釋囚刀匪
過來人曉大義：我都可以改過自新唔使去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

杜法祖）曾犯案入獄，但出獄後洗

心革面做清潔工，昨在油麻地駿發

花園平台開工期間遇上婦人被搶

劫，見義勇為與同事及街坊合力勇

擒搶手袋刀匪，他捉賊時手部受刀

傷，但仍以自身經歷，向被制服後

聲稱坐完監「冇錢」鋌而走險打劫

的疑匪曉以大義：「我都可以改過

自新，你唔想做清潔，可以派傳單

，唔使去搶！」

勇擒刀匪清潔工姓楊、32歲，其右手
肘捉賊時撞傷，掌心亦被賊刀所

傷，送院敷治無大礙。被捕疑匪姓關、
17歲，警方在其身上檢獲2把 刀，另有
2張屬於他人的身份證及3張他人的信用
卡，案件列作「盜竊」、「藏有攻擊性武
器」及「傷人」案，正追查5張證件及信
用卡來歷。

17歲搶袋匪藏5張他人證件

現場為油麻地駿發花園4樓平台，昨晨
10時許，58歲姓卓女子途經上址被人強
搶手袋，忙高聲呼救。適時楊與工友在
附近清潔路燈，發現有街坊正窮追1名手
持女裝手袋的男子，知發生劫案遂加入

追賊，未幾合力將搶匪制服。

疑犯求情「唔想再坐監」

現場消息稱，賊人一度拔出 刀揮舞
反抗，混亂間楊被割傷手。其間有人自
知無法逃脫，遂向各人求饒，聲稱自己
出獄後「冇錢」被逼鋌而走險；又稱

「我坐過監，唔想再坐，亦唔想家人知
道」。但楊等不為所動堅持報警。

楊事後向記者稱，在等候警員到場期
間，疑匪向他們求情時理由百出，他遂
直斥其非並曉以大義。楊更自爆他在17
歲時亦曾誤入歧途，當年參與打架時因
友人順手牽羊，偷走對方錢包，結果受
牽連被判入獄。但楊稱自己出獄後已重

新做人，故他勸誡昨日被擒青年，金錢
應靠自己努力工作換取：「我依家32歲
都可以改過自新，都係做清潔搵食，你
唔想做清潔，可以派傳單搵食 ，唔使
去搶！」

曾粉嶺追賊 被對方逃脫

未幾警員接報到場將疑匪帶署扣查，
女事主取回手袋並無損失，由於楊手部
受傷須送院敷治。楊在醫院透露，當疑
匪亮刀時他並不感到害怕，因為當時

「唔到你諗咁多」。當記者問他如果警方
頒發好市民獎會不會接受？楊則笑稱：

「梗係會啦！」又透露早前他亦曾在粉嶺
追賊，只是被對方逃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

法祖）去年底被釘牌的旅行
社信成假期，其董事總經理
侯叔祺涉嫌缺席交代其公司
財政的內部聆訊，被控違反

《旅行代理商條例》，他昨在
觀塘裁判法院應訊否認控
罪，案件押後至5月30日再
訊，其間侯可以現金3,000
元保釋，不得離港和騷擾證
人。侯昨沒有律師代表，但
他表示將會聘用律師。按法例規定，違反有關條例一經
定罪最高可判罰款一萬元和監禁半年。

報稱商人的侯叔祺（59歲）昨否認一項沒有遵從旅行
代理商條例獲發給通知書的人的責任罪名，控罪指侯沒
有按旅行代理商註冊主任於去年11月28日發出的要求，
出席同月30日的內部聆訊。

信成侯叔祺否認違旅商例

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及路政署助理署長
曾景文，被控串謀詐騙政府租津案續審。
控方傳召香港置地前財務總監梁孔曾作
供，梁稱他自1988年起租住曾景文於城市
花園9座22E室的物業，但「睇樓」時卻由
麥齊光妻子開門，對方自稱是該單位住

客。麥、曾2人被捕後雖辯稱1990年已互換單
位，但庭上證供顯示，曾景文「換樓」後仍處
理22E室的租金事宜。

控方指稱麥、曾2人一直隱瞞北角城市花園9
座22E室的「真正業主」是麥齊光，昨傳召當
年租住該單位的梁孔曾作供。梁於1980年移民
加拿大多倫多，1986年回流香港後加入香港置
地任職會計系統經理及財務總監，直至2003年
退休。為方便工作，他打算由沙田搬往港島居
住。

22E睇樓見麥妻 住曾景文單位

他供稱1988年11月經測量師行代理安排，到
22E室單位「睇樓」，當時開門的是麥齊光妻
子，麥妻表示是單位住戶，但沒透露是否與其
他人同住。麥妻透露丈夫是政府工程師，因獲
分派政府宿舍而想將單位放租。港大畢業的梁
孔曾，認為政府工程師多數出身港大，好奇詢
問下得知麥妻丈夫正是麥齊光。數天後他簽租
約，為期2年，訂明首年月租1.4萬元，翌年月
租1.5萬元，而22E室業主其實是居住21E室的曾
景文，簽約時曾景文亦在場。

梁稱每月將支票放入信封交租，雙方透過大廈信箱互
傳租金及租金收據。他於1990年12月落實續租，雙方修
訂首年月租1.65萬元，翌年月租1.8萬元，租約期仍為2
年。為節省律師費，雙方只塗改舊租約草擬新租約。

約於1992年初，曾景文詢問梁有否興趣購入單位，叫
價400多萬元，但他為免失去公司住屋津貼而拒絕。同
年7月，他收到律師信得知單位經已易手給一名內地炒
家，他被要求將租金轉交新業主，但當時他已繳交該月
份租金予曾景文，曾景文後來向他保證，可與新業主擺
平「交錯租」一事。

「換樓」後仍處理租金事宜

梁的證供明顯與辯方說法矛盾，麥、曾2人去年被捕
後向廉署解釋，2人同意於1990年底互換物業放售，絕
非蓄意隱瞞真正業權；但梁的證供透露曾景文「換樓」
後，仍繼續處理22E室的租金事宜。代表曾景文的資深
大律師清洪質疑事隔逾廿年，梁不可能清楚記得交易細
節，但梁否認。控方今日將傳召曾景文胞妹作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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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司機不滿抄牌 駕7人車3撞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1名7人

車躁司機，昨午在中區因涉嫌違例停車被警員票
控，有人圖開車離去期間車身涉連續3次撞及警員，
又落車「爆粗」與警員糾纏，1名外籍途人見狀協助
警員將涉嫌躁司機制服拘捕，其間警員的緊急掣被
觸動，驚動大批同袍到場增援，事件中警員與躁司
機俱受傷，需送院敷治。

涉案被捕躁司機姓曹、55歲，涉嫌襲警被扣查，
有人在急症室候診時仍面帶不屑，一時稱要往如
廁，一時又說肚餓要購買食物，均獲警員通融，其
間有人又不時向記者做出勝利的「V」手勢，又稱

「自己被屈！係差人自編自導自演」。而遭7人車3度
撞及的交通警員，隸屬中區特別交通檢控隊，他右
手肘及肩膀受傷。

違例停泊 反指「被屈」
事發昨午12時10分，一輛黑色7人車涉嫌違例停泊

在中區昃臣道1號至3號香港會所對開路邊雙黃線
（24小時禁區），一名交通警員巡經見狀擬作出票
控，詎料7人車司機突然開車，以致7人車右邊倒後
鏡撞傷警員右肩，警員立即喝止，未料有人兩度接
連停車又開車，以致倒後鏡再2次撞及警員手肘及肩
膀，連倒後鏡亦被撞至摺起。

躁漢落車爆粗 洋漢助擒疑人

現場消息稱，有人不情願地停車後，即下車向警
員破口大罵，警員有鑑其情緒失控，遂發出警告，
有人即衝前與警員糾纏，適時1名外籍途人經過見
狀，即上前協助警員將疑人制服，混亂間警員身上
緊急掣被意外觸動，警方接報大為緊張，調動大批

警員到場增援，協助將疑人拘捕。
警方呼籲道路使用者必須遵從警務人員及交通督

導員的指示及遵守交通法例。又指中區警區一貫採
取嚴厲交通執法措施，因應情況對於違例的車輛及
司機作出適當的執法行動，包括給予口頭警告、發
出交通違例的定額罰款告票或傳票，造成嚴重阻塞
的車輛甚至會被拖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公共屋 的高空擲物數字
過去4年有上升趨勢。運輸及房屋局表示，高空擲物報告
的數目，由2009年的140宗，增至去年的290宗，而被扣分
及被定罪的個案，就由111宗增至331宗。另外，自扣分制
於2003年實施以來，共有5宗個案扣分累計達16分以上而被
終止租約。

5戶扣滿16分 被終止租約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日在立法會上，書面回覆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有關公屋扣分制的質詢。張炳良表
示，過去3年，就公共屋 高空擲物提出的約300宗檢控個
案中，透過高空擲物監察系統所蒐集的證據而成功檢控的
個案共有70多宗。另一方面，因監察系統未能完全錄影整
個高空擲物過程，或因影像不清晰而未能提出檢控的個
案，在過去3年則共有5宗。按現行扣分制的上訴機制，倘
若住戶因高空擲物被扣分，可向房屋署提出申訴。過去3
年，公屋住戶因高空擲物被扣分而提出上訴的個案共有22
宗，其中17宗個案上訴成功。

「特別任務隊」每年出動2,000次

房署在公屋各高空擲物黑點安裝俗稱「天眼」的監察系
統，除職員巡察外，房署亦設有12隊「特別職務隊」，另
聘用12隊由前警務人員組成的「特別任務隊」，輪流在各
屋 偵查高空擲物。過去3年，有關隊伍每年在全港約160
個公共屋 出動監察的平均次數約有2,000多次，提出檢控
的個案平均每年有80宗。房屋署現時分別以固定式、流動
式及便攜式系統監察高空擲物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1名六
旬「迷幻翁」，昨凌晨在葵涌石籬 寓所疑
吸毒後行為失常，燃點2枚自製燃燒彈後，
連同1個通渠水樽掟落街，一度發出爆炸聲
及冒起火團，幸無傷及路人。警員事後手
持盾牌到場戒備及搜查，登樓拘捕該名涉
案老翁，並當場檢獲小量冰毒。案件交由
葵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跟進。

被捕老翁姓金、60歲，他涉嫌「高空墜
物」、「藏毒」及「藏有工具可作吸食用途」
罪名被扣留。警方初步不排除有人因染有
毒癖，吸毒後致行為失常闖禍。

現場為葵涌石籬 11座，事發昨凌晨1時
許，有人突從樓上單位先後掟下2個 火的
天拿水玻璃樽，以及1個通渠水樽，其間1
樓外牆被擊中後一度發出爆炸聲並冒起火
團，外牆也熏黑，幸沒有傷及途人。街坊
見狀紛紛走避及報警，惟消防員接報到場
時，火勢已經熄滅。

警登樓搜捕 檢冰毒冰壺

由於接報有人投擲自製燃燒彈及通渠水
樽，警方以為有狂徒肆虐大為緊張，派出大
批警員到場手持盾牌戒備及登樓搜捕狂徒。

未幾，警員在上址3樓一個單位內拘
捕1名精神恍惚男子，又在屋內檢獲
小量懷疑冰毒及1個用作吸毒的冰
壺，不排除有人吸毒後失常，將其帶
署扣查。

精神科醫生指出，冰毒可說是一種
危害性極大的毒品之一，吸食後一段
時間內會讓吸食者感到異常興奮，但
藥性過後吸食者會變得很難受，想自
殺等；另外吸食冰毒的症狀會有輕飄
飄、幻想、好鬥，心率加快、體溫升
高、語言障礙、食慾喪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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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祺出庭應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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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襲警七人車司機被捕送院。

■警員在中環昃臣道發生襲警案現場調查，涉駕車撞傷警員的7

人車仍停在「雙黃線」。 劉友光攝

■狂漢擲土製燃燒彈及通渠水樽落樓，警員現場

調查。（小圖）被掟落樓的通渠水樽口亦塞有布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文森）前政務司司
長唐英年涉嫌在九龍塘約道7號大宅僭建地庫案，昨
首次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辯方指要時間處理文
件，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至6月5日再審訊，會視乎案
情的複雜性，再決定是否需要作審前覆核。唐英年
陪同被票控的太太郭妤淺上庭，離開法院時，唐英
年一直緊握太太的手，並說對本港司法制度有高度
信心，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在一年檢控限期前，
於今年2月指示屋宇署，以票控形式起訴涉案物業業
主代理人唐郭妤淺2項僭建罪，另負責地基及樓宇結
構的工程師黃柏林、建築師何仲怡及工程承建商顯
利工程有限公司等，則各被控 2項未事先獲得建築
事務監督的書面批准而作出僭建，以及作出失實陳
述等罪。

審閱文件需時 押後6周再審

代表唐郭妤淺的資深大律師包樂文昨在庭上表
示，控方先後4次，即3月12日、27日，本月13日及
18日，把案中控方證人的供詞及涉案證物、3位結構
工程專家報告和一批不會呈堂的證物文件，交予被

告的代表律師，辯方現需時審閱該批文件，以及視
乎控方專家的報告內容，不排除辯方亦會尋求專家
意見，鑑於本案性質複雜，故要求郭妤淺暫毋須對
控罪答辯，將案押後6星期。

控方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高寶翠不反對辯方押
後的申請，指案中涉及的所有證人供詞及證物已全
部交予辯方，控方希望被告等人一起對控罪答辯，
不應分開處理。主任裁判官李慶年認為本案受到傳
媒廣泛報道，故批准辯方將案押後6星期的要求。

唐太收2傳票 涉違建築物條例

唐郭妤淺面對的2項傳票罪，指她違反《建築物條
例》第十四（1）條及第四十（1AA）條，即於2005年8
月26日至2010年12月30日期間，在香港未事先獲得
建築事務監督的書面批准及同意，便於九龍塘約道7
號展開或進行建築工程，即建造整個或部分地庫連2
個天窗開口，以及於2010年12月31日至去年2月6
日，明知未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的書面批准及同
意，於九龍塘約道7號展開或進行建築工程，即建造
整個或部分地庫連2個天窗開口。

至於被告黃柏林、何仲怡與顯利工程有限公司，

各面對一項於2005年8月26日至2007年1月22日，未
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的書面批准及同意，便於九
龍塘約道7號展開或進行建築工程，即建造地庫較高
部分連2個天窗開口。以及另一項違反《建築物條例》
第四十（2A）（c）條，即於2007年1月22日身為九龍
塘約道7號建築工程的註冊工程師，認可結構工程師
以及註冊建築承建商，明知而在給予建築事務監督
的表格BA13內就重要事實作出失實陳述，即於上址
的新建築物已按照建築事務監督批准的圖則建立。

唐郭妤淺昨午由丈夫唐英年陪同出庭應訊，唐英
年挽 太太手笑 表示：「我支持太太，所以一齊
出席。」他又表示對香港的司法制度有高度信心，

「深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們會得到公平的對待」。
其後又指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不會作任何評論。

唐唐與妻十指緊扣 笑臉應訊 ■前政務

司司長唐

英年就大

宅僭建陪

同被票控

的太太郭

妤 淺 出

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