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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匪夜劫便利店 九龍5日4宗
一肥一瘦各犯兩案手法純熟 夜更店員人人自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便利店劫案近期接二連三發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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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無不人人自危。繼秀茂坪通明街一間便利店前日凌晨遭獨行瘦
刀匪打劫後，昨凌晨同區再有一間便利店「中招」
，遭獨行肥刀匪
劫去2,700元，成為近5日來九龍區發生的第四宗涉及肥、瘦刀匪打
劫便利店案，猶幸至今無人受傷。警方不排除連串劫案是同一對
肥瘦匪徒所為，正緝捕2人歸案，並追查近月其他多宗同類案件是
否亦與2人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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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多宗便利店劫案被通緝2名肥、瘦獨行刀匪，其中肥匪年約20歲至40
歲，身高約1.7米至1.8米；瘦匪年約30歲至45歲，身高約1.7米至1.75米。
2人犯案時均戴手套並以口罩蒙面，肥刀匪更會戴帽或太陽眼鏡，他們每次均
在凌晨趁便利店顧客稀疏時落手犯案，並以利刀指嚇店員。

逼開收銀機 刀匪掠2,700元
昨凌晨遇劫的便利店位於秀茂坪樂華北 商場地下，事發昨凌晨3時45分，
一名肥身材，戴帽、太陽眼鏡及黑手套獨行刀匪，突闖入店內揮刀指嚇43歲姓
鄧女店員，大叫打劫，又喝令店員打開收銀機，鄧女不敢反抗惟有就範，刀匪
掠得一疊共2,700元現金後，即轉身奪門逃去。

警翻看天眼 正設法緝捕
鄧女見刀匪離開，驚魂甫定馬上報警。警員到場立即翻看閉路電視錄影片
段，並在附近兜截刀匪，惜無發現。由於刀匪的身形，年齡及身高，均與上周

近5日九龍4宗便利店劫案
六(12日)凌晨打劫深水 長沙灣道82號地下另一間便利店的刀匪相似，警方不
排除為同一人所為。
今次是近5日來九龍區發生的第四宗打劫便利店案，另外2宗劫案分別發生於
前日及上周六(見表)，惟案中獨行刀匪卻是一名年約30歲至45歲的高瘦男子，
故此警方不排除4宗案件可能涉及2名獨行刀匪，正設法緝捕他們歸案。
根據資料，近期涉及打劫便利店的劫案大幅飆升，包括上月於灣仔、觀塘及
青衣分別有3宗，而8月於觀塘及將軍澳各有1宗，另6月在10日之內亦接連發生
3宗。連串劫案令便利店店員無不人人自危，每晚上班都要提心吊膽，他們均
希望警方加強巡邏遏止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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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攜10萬假鈔 智擒電話騙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 75歲高齡老婦智擒電
話騙徒。持雙程來港行騙的台山籍電話黨，昨午致電
荃灣一名老婦，指其子欠債25萬元被禁錮要求付款贖
人，幸醒目老婦臨危不亂，採拖延術討價還價之餘，
由丈夫證實兒子安全後立即報警，隨後再配合警方行
動，攜帶10萬元道具鈔票應約「引蛇出洞」
，終將該名
內地騙徒拘捕。

被捕台山男 持證來港2日
被捕騙徒姓容(27歲)，台山人，持雙程證來港僅2
日，入住太子西洋菜街南103號至109號五寶大廈一間
賓館，他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被扣查，警
方正追查其是否有同黨在逃，或涉及其他同類案件。
醒目擒匪老婦75歲，事後透露她因曾觀看不少有關防
範電話騙案的宣傳，故懂得隨機應變助警拘捕騙徒。

聞子欠債25萬 聯絡證安全
事發昨午12時許，事主在荃灣寓所接獲陌生男子來
電，對方聲稱其子欠下25萬元債款，正在他們手上，
要求事主代還債，否則對其子不利。事主立即意識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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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電話騙案，遂拖延討價還價，期間 丈夫聯絡兒子
證他安全，於是暗中報警。
警方接報後 女事主假裝受騙，續與對方討價還
價，結果對方願收10萬元，並相約下午2時半在荃灣仁
濟街交收，事主攜帶警方安排的10萬元道具鈔票應
約，果有一名男子現身提款，埋伏探員即一湧而上將

涉嫌騙徒拘捕，及至下午將他押回租住的賓館搜查，
但無進一步發現。
荃灣警區刑事總部總督察包永權稱，警方因應電話
騙案事件頻生，已向市民作出大量宣傳，而今次事主
的個案亦正正反映成效。他提醒市民，任何年齡及性
別的人士皆有機會成為騙徒的目標。

司機趕「醫肚」 2歲童困校巴20分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九龍塘一間幼
稚園的校巴司機，昨晨接載學童回校上課後，便
將車開走往吃早餐，懷疑大意遺下一名學童在車
內，女童被困車內哭啼，驚動他人報警。在附近
「醫肚」司機聞訊趕返打開車門將女童救出，被
獨留車上約20分鐘女童僅受驚，大意校巴司機與
保母事後同被警方口頭警告，警方列作「雜項事
件」處理。
肇事校巴隸屬九龍塘一間國際幼稚園，司機姓
廖(54歲)，跟車保母姓陳(66歲)；被遺留在校巴上
女童姓高、2歲，家住土瓜灣。
昨晨事發前，校巴在土瓜灣及何文田不同地點
接載學童上車，之後返回林肯道校舍，由保母帶
領學童落車入學校。現場消息稱，保母在校內點
算人數時發覺少了一名學生，正欲了解事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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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據中央社報
道，加拿大卑詩省高等法院於當地時間15
日宣判，香港移民柯耀昆以不實證件申請
菲律賓女傭到加拿大，被判刑6個月。法官
戈培爾（Richard Goepel）表示，柯耀昆
（Franco Yiu Kwan Orr）雖無犯罪紀錄，但
因違反移民法，必須入獄，以儆效尤。柯
耀昆今年50歲。
柯耀昆今年6月即被定罪，今次只是宣判
刑期。他被指控販賣人口，違法僱用外國
人，欺騙移民局官員。柯耀昆也被指控虐
待菲傭沙勉托（Leticia Sarmiento）
，但此點
未被法官採信。法官指出，檢察官雖指控
柯耀昆因付沙勉托薪資過少，因此獲益，
但獲益金額並不多。

涉虐傭 工時日超8小時
沙勉托曾控告柯耀昆虐待，工時每天超
過8小時，薪資又低。最後她忍無可忍，才
撥打911緊急電話求救，使本案受審理。
檢察官在本案中曾求刑5年至6年。法官
在判決書中表示，由於柯耀昆並無犯罪紀
錄，未來還可對加拿大社會做出貢獻，故
量刑從輕。
柯耀昆原期待法官會判有條件刑期，或
在家軟禁，沒想到需入獄6個月。他已要求
律師上訴，並申請交保釋放。

校巴已開走。

女童困車狂哭 驚動途人報警
至上午9時許，有貨車司機在九龍城東頭 道
美東樓對開泊車後，突聞附近有幼童哭叫，循聲
查看發覺停在路邊一輛校巴上，有一名身穿校服
女童被獨留車上，連忙報警。貨車司機又發現校
巴車頭留有一個電話號碼，於是馬上致電聯絡校
巴司機，當時對方正在附近茶餐廳吃早餐，聞訊
馬上折返，但已驚動警察到場，據悉警員為免女
童受驚，向她遞上糖果，女童破涕為笑。
校方聞訊改派另一輛校巴到場，將女童接返學校
再告知家長。而肇事校巴司機與保母則在現場協助
警方調查。據悉，幼稚園上學時間是上午8時半至8
時45分，估計女童被困車內約15分鐘至20分鐘。

油壓 夾2歲女腳 母強拉助脫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旺角富榮花園發生罕
見家居意外。一個「潮流」家庭裝置了油壓升降飯
，2歲女兒昨晨坐入飯 時疑誤觸遙控器，遭下降
中的飯 夾住大腿，母情急之下將女兒被夾大腿拉
出，之後報警將女兒送院。警方列作「有人意外受傷」
處理。
被油壓 夾腳女童姓馮(2歲)，右大腿有紅印，由29
歲姓劉母親陪同送院治理，幸無大礙。現場為富榮花
園第十八座一單位，戶主夫婦早前為家居裝修時，在
客廳安裝了一張以油壓升降的飯 ，平時藏在墊高的
地台內，開飯時才按動遙控器升出飯 使用。

事發昨晨10時32分，馮
家2歲女兒感到新奇把玩
油壓 的遙控器，當飯
升起時將右腳伸入 下，
其後疑誤觸遙控器，當飯
降下時右大腿即被壓
■被油壓 夾傷腳女童由
困，馮女大驚哭泣。馮母
母抱住入院檢驗。
驚聞女兒痛哭發覺，曾嘗
試操作遙控器將飯 升起救女，但未能奏效，情急下
強行將女兒的右腿拉出，事後發覺女兒大腿紅腫，於
是報警求助。

坐巴士位跌落地 白姐姐扭傷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人稱
「白姐姐」的灣仔區議員白韻 ，昨午4
時許乘搭巴士沿灣仔軒尼詩道東行至近
駱克道街市對開時，疑因路面不平致巴
士震動，被拋離座位摔倒在通道上，頸
和左膝受傷，由57歲車長報警。白在送
入律敦治醫院時需戴頸箍，幸經治理後
■白韻 搭巴士跌傷入院 無礙，入夜後由其立法會議員男友謝偉
幸無大礙，男友接出院。 俊接出院。

白韻 離開醫院時向記者表示，自己
經常搭巴士代步，當時在修頓球場附近
登上該輛雙層巴士，準備前往銅鑼灣羅
素街，詎料中途遇上意外撞傷膝蓋和頸
椎，幸傷勢輕微，經醫生診治已無礙，
回家休息。現年69歲的白韻 ，在1980
年代主持電台節目《盡訴心中情》而廣
為人識，亦是香港著名專欄作家，她目
前是灣仔區議會（樂活選區）議員。

賊人資料
損失
年約20歲至40歲、
2,700元
身高約1.7米至1.8米、肥身材
年約30歲至40歲、
1,200元
身高約1.75米、瘦身材
年約30歲至40歲、
3,000元
身高約1.7米、肥身材
年約45歲、
990元
身高約1.75米至1.78米、瘦身材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港聞拼盤

楊家誠怨舊伙計拒作證
讚「金勞詹」幫得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英冠球會伯明
翰班主楊家誠被控洗黑錢案，楊慨嘆懇求前員工
出庭為他抗辯，但對方「連電話都唔聽」。他稱
讚「金勞詹」詹培忠願意擔任辯方證人，「都算
(肯)幫手」；楊並透露自己經常往澳門賭場貴賓廳
豪賭，多年來因賭博淨賺2,000萬元至3,000萬元。
楊家誠昨繼續自辯，承認於涉案7年間炒股達
18億元，而自1997年開始，他跟朋友一起賭博聯
誼，除了2004年至2008年間經常往澳門外，間中
還會到拉斯維加斯及英國賭錢。
他解釋澳博向他發出6,200萬元現金支票，及後
他利用涉案永隆銀行戶口發出3,500萬本票予澳
博，兩者均與賭博有關。

中大前教授認偷書罰2,000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香港中文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前課程副主任及教授黃炘強，本月
一日在上環一間店舖外貨架偷走一本《四書五
經》，遭店主追截人贓並獲，店方並根據閉路電
視錄影資料揭發黃已是第二度偷書，另一本書為
《白話聊齋》，2書共值51元。黃昨於東區裁判法
院承認2項偷竊罪，被判罰款2,000元。
報稱教授的被告黃炘強（73歲）昨無律師代表
到庭認罪，據了解，被告曾任中大專業進修學院
《中國會財稅法課程》副主任，現已退休，並無
任何案底。黃過去除著有多本財經會計專業書
籍、為多份報章撰寫專欄外，更曾出版散文集及
中醫中藥書籍。

維港影相墮海 內地女游上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腳踏5吋高跟鞋
內地女子，昨晨在尖沙
咀文化中心對開岸邊，
背向維港擺姿勢拍照期
間不慎失足墮海，幸她
懂水性自行游上岸，由
男友陪同送院檢驗。
樂極忘形墮海內地女
子姓胡(25歲)，現場為梳 ■擺姿勢供男友拍照
士巴利道香港文化中心 不慎墮海內地女子。
對開海濱公園。事發昨晨7時許，身穿黑色衣褲
及5吋高跟鞋的胡女，與男友在公園內 景拍照
留念。期間胡女站在海邊背向維港，擺起姿勢供
男友拍照，突不慎滑倒失足墮海，幸她諳水性自
行游往公眾碼頭石級上岸。胡女在意外中沒有受
傷但衣衫濕透，男友報警並陪同她送院檢查。

的士撼欄 的哥昏迷猝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花甲的士司機昨午
在九龍灣駕駛途中失事撞欄後停下，雖然車頭損
毀並不嚴重，但他卻昏迷車內送院證實不治，至
於是否病發猝死導致失事，有待剖屍檢驗確定。
死者何×傑(65歲)，事發昨午約4時20分，何駕
駛的士沿啟祥道往宏光道方向行駛，駛至近九龍
灣消防局時突失事撞向路欄，繼而衝前一段路才
停下。出事後何昏迷車內，救護員到場將他抬出
就地施救，惟沒有起色，馬上將其送往聯合醫院
搶救，但延至下午5時10分證實死亡。
案件交由東九龍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跟進調
查，警方呼籲任何人士如目睹意外發生或有任何
相關資料提供，請致電2305 7582或2305 7500與調
查人員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