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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梁國雄」寓所搜出爆炸品
稱上網睇書學懂製作 警疏散住客走廊引爆

不諳日文扮日遊客 臥底破導遊扯皮條

典型雙失「宅男」父：佢唔講嘢只攞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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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P原料易買 恐怖分子愛用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名青年昨凌晨在元朗駕車往買報紙，
疑因貪方便沒有拔走車匙便落車，結果被偷車賊乘機將車偷走，事主發覺
已欲追無從，唯有報警。大意致愛車被盜車主姓李、23歲，報稱其私家
車內還有銀包及一部價值4,000元的智能手機。
事發昨凌晨約4時，李駕駛其私家車停在元朗安興街16號對開，落車擬

到附近報攤買報紙，疑有人因貪方便，沒有拔走車匙便下車。其間有一名
男子乘機登上其汽車，事主發現上前查究，但對方已匆匆將車開走，欲追
無從，目送愛車朝谷亭街方向絕塵而去，唯有報警。
警方到場調查後，馬上通知巡邏人員留意該車下落，惟未有發現，案件

列作「擅自取去交通工具」處理，正追緝該名年約25歲至30歲偷車賊歸
案，他中等身材，當時穿灰色短袖上衣，戴一條銀色頸鏈。案件交由元朗
警區刑事調查第二隊跟進。

停車留匙買報 造就賊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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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在單親家庭長大、母親右眼失明的年輕
文員，拾獲八旬舊街坊家中鑰匙後，竟於兩個月內3次潛入對方家中爆
竊，合共偷去2,200元，最後一次犯案時被事主撞破報警拘捕。文員昨承
認爆竊，求情透露家庭經濟壓力沉重，月入僅9,500元亦全數用於家庭支
出，一時貪念下犯案，法官將被告還柙至下月17日，等候感化、社會服
務令及心理專家報告後再判刑。22歲被告朱鑑賢，昨在區域法院承認三
項入屋犯法罪，律師求情指被告父母多年前離異，母親患有視網膜色素病
變遺傳病，「無藥醫、無手術做」，右眼已完全失明，左眼視力衰退，家
中仍有一名就讀中學的妹妹。律師續指被告是家中經濟支柱，一直面對沉
重經濟壓力。
案情指，近八旬退休夫婦於本年4月初清晨，在愛民邨住所附近晨運時

遺下家中鑰匙，被告拾獲後，先後在4月初至5月2日期間，3次潛入事主
家中偷竊，合共偷去現金2,200元。被告在最後一次犯案時被事主夫婦撞
破，當時嘗試追截被告但反被推跌，被告最後被警方拘捕。

拾匙3盜鄰 文員認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4名年僅17歲的回收店工人，與一名21
歲少女到酒吧消遣，4人疑乘女方飲醉，藉詞送回家後再將她輪姦，少女
事後自行報警。4名被告早前被裁定一項強姦罪罪成，法官昨於判刑時認
為4人毫無悔意，認為案件相當嚴重，4人就算年輕都不足以成為減刑理
由，判他們入獄9年。
法官於判刑時指，事主被強姦後心理受創，曾企圖自殺並發送割脈照片

予4名被告，幸好有母親及女兒鼓勵，事主始放棄輕生念頭。
4名被告依次為陳浩南、黃俊豪、李梓浩及李卓樂，被裁定於去年6月

14日在大埔輪姦一名21歲少女。4人求情時均指中學尚未畢業，案發時已
投身社會，第四被告更於被捕後方發現同居女友懷孕，女友更患上產後抑
鬱症。事主則早前供稱在內地出生，數年前來港定居，已跟男友育有兩歲
女嬰，與4名被告為普通朋友。4名被告均有多名親友到庭旁聽，眾人得
知4名被告需入獄9年後均神情哀傷，其中第四被告李卓樂的同居女友一
聽到刑期後，便立即抱着兩人將近一歲的女嬰跑到犯人欄，讓被告與女兒
相見。女友其後更失聲痛哭，並蹲在地上大叫，需由親友安慰後離開。

4青輪姦少女重囚9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東瀛遊執行董
事禤國全胞弟禤浩全，涉藉導遊之名為日本遊
客安排高鐘妓女，每人每小時收費1,400元，再
從中抽佣600多元，惟於去年年尾卻遇上「放
蛇」臥底探員被捕。禤浩全昨否認控罪，案件
開審，案情透露當日兩名於案中扮演日本遊客
的臥底探員，卻原來不諳日文。
55歲被告禤浩全被指於去年12月11日，在九

龍城富豪東方酒店依靠兩名女子的賣淫收入為
生，及控制他人賣淫；另他再被指串謀李肇寧
及林雪梅，於2005年至去年控制他人賣淫及依
靠他人賣淫收入為生共4項罪名。禤由資深大律
師清洪及大律師傅昶生代表。
於去年12月11日晚負責聯絡被告的臥底探員

彭家寶，供稱自己化名「Michael」，於當晚9
時許聯絡被告，指有兩名日本朋友到港旅遊，
其後兩人相約於富豪東方酒店大堂見面。
彭指被告向他表示時間已太晚，很多景點都

已關閉，建議帶兩位日本遊客到一有女人「陪
酒」的酒吧。彭指兩名朋友不想外出，被告於
是建議安排兩名女士到他朋友的房間，提供性
服務，每人每小時收費1,400元，並會由一對夫
婦帶女子到房。彭暗中向上級回報後答允建
議，兩人後便各自離開。
在晚上10時多，彭看見一對夫婦從酒店步
出，便上前拘捕男方，並從男方的褲袋中找到
已記下編號的現鈔。翌日，警方到被告家中將
其拘捕，警誡下被告稱「我諗住李肇玲安排女

仔陪飲酒，都唔知佢安排提供性服務」。
辯方資深大律師清洪盤問彭時卻指出另一版

本，指被告早已表明自己是一名導遊，不能安
排妓女服務。在當晚，被告亦是因警員要求，
而介紹一個能給他安排妓女服務的人，被告並
沒有安排妓女。惟警員對上述版本並不同意。

無言以對 OKOK示意
案中另外兩名扮演日本遊客等待妓女敲房門的

警員，指當晚有兩名年齡分別年50歲及20歲的女
子到來，其中50歲女子對他們說日文，他們卻聽
不明白，只分別把1,500元交到女子手中，並各以
揮手及英文「OKOK」示意不用找贖。案件今
續，而被告口中的夫婦將會出庭指證被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七旬
老婦涉在4個月內，在自己及女兒的寓
所內對印傭施襲達13次，包括推撞及
對她拳打腳踢。印傭其後透過同鄉向非
牟利機構工作人員舉報事件。控方昨指
出，因受襲印傭已回鄉及失去聯絡，申
請不提證供起訴老婦。主任裁判官練錦
鴻聞言即向老婦在庭內的子女警誡：
「你阿媽唔係次次咁好彩！」又不諱
言：「我唔知點解個印傭無故消失，但
希望唔係我諗嘅原因！」
年屆70歲的被告鄧保娣已退休，

與丈夫同住，昨由3名子女攙扶，陪
同到觀塘裁判法院應訊。被告被控13
項普通襲擊罪，控罪指被告於去年9
月30日至今年1月30日期間，分別12
次在牛頭角玉蓮臺寓所，以及另一次
在九龍灣德福花園女兒寓所內，襲擊
印傭Titin Sri Wulandari，而單是今
年一月內，更向印傭施襲4次。
控方指出，由於印傭已返回印尼，

加上案件多次押後，現已與她失去聯
絡；又鑑於被告身體狀況，申請不提
證供起訴她。裁判官聞言，即向被告
坐在旁聽席的子女稱：「你阿媽咁搞
法？佢遲早出事！」又指人的性格不
會改，警告她再犯事就不會「咁好
彩」。
裁判官早前已明言，雖然案件不及轟
動一時的Erwiana被虐案嚴重，但因事
件屬於長期虐打，一旦裁定有罪，勢必
重囚。

賊攀棚架越牆 官小失8萬財物

山頂纜車停駛 遊客失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紅磡馬頭涌
官立小學（紅磡灣）昨晨揭發遭爆竊，賊人疑
經學校旁邊地盤棚架翻越圍牆潛入校舍，掠去
電腦、影音器材等教職員財物，總值80,000
元，九龍城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已接手調
查，正追緝竊賊歸案。
遇竊的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位於愛景

街3號，校舍旁邊有建築地盤正大興土木，地
盤部分外圍位置貼近校舍圍牆，除搭建有圍板
分隔，又因工程需要築有棚架方便工人施工，

不料成為竊賊「踏腳石」，利用棚架越過學校
4米高圍牆犯案。
昨晨8時許，小學教職員陸續返校上課，發

現教員室被搜掠一片凌亂，於是報警。初步點
算失去3部手提電腦、1部手提攝錄機、3部相
機、1部電話、電子儀器及個人物品，總值約
80,000元，分屬多名教職員所有。
警方事後翻查校方防盜閉路電視，不排除竊

賊前晚深夜11時許潛入校舍教職員室，撬爛書
枱櫃樋爆竊，得手後循原路逃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半山堅尼地道
山頂纜車架空路軌橋前晚被雙層巴士撞毀，纜車
公司昨日搶修，纜車受影響全日暫停服務，大批
遊客到達纜車站才望門興嘆，只好轉乘巴士登山
頂遊覽。
山頂纜車公司表示，前晚有一輛雙層巴士撞向

山頂纜車位於堅尼地道的架空路軌的橋底，並對
橋身造成輕微損毀，為確保山頂纜車營運達到安
全標準，山頂纜車服務昨日暫停服務一天，以進
行詳細的架空橋結構檢查及維修。
因應今次突發事件，新巴15號線昨晨繞道途

經花園道纜車站；市民另可選乘專線小巴1號線
往返山頂及中環國金二期。昨晨有大批內地遊客
到達花園道纜車站才得知纜車停駛，部分旅客對
此表示失望，只好轉乘巴士上山觀光。 ■纜車公司人員檢查被撞天橋的路軌。

被捕「少年梁國雄」是家中獨子，據悉在
內地出生，約4歲來港與家人團聚，去年唸至
中二即輟學，目前無業，常留在家中上網，
是一名典型雙失「宅男」。消息稱有人有爆
竊案底，同時有精神病紀錄，要在瑪麗醫院

精神科覆診。警方昨凌晨押梁返家搜查時劈頭就
問家人「佢有冇『佔中』？」，梁母回答：
「冇，佢從來都冇依啲嘢！」
梁與父母同住南區華富邨華安樓，已退休的梁
父年逾古稀，梁母則約50歲，一家三口靠八九千
元綜援金為生。梁父昨苦惱地稱：「爆炸品？我
都唔知咩爆炸品……溝啲水嚟玩，佢話白色粉末

係梳打粉，走去差館就話係爆炸品，都唔知係唔
係！」梁父坦言父子感情很淡：「佢唔同我講
嘢，只係問攞錢。」指兒子去年輟學後即賦閒在
家，常通宵達旦玩電腦，早上才睡覺，甚少落
街。
梁父不太肯定兒子是否有不良嗜好：「以前有

一兩年跟住班友仔就有，唔知佢食咩，屋企無見
過佢食。」但梁母則否認兒子有吸毒或濫藥。
對於梁涉中二便輟學賦閒在家，教育局回應稱
根據紀錄，局方曾經跟進梁的個案，但基於保護
私隱的考慮，不會提供個案資料。

■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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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梁國雄」案中所用爆炸品，疑是「三過氧化三
丙酮」TATP（Triacetone triperoxide），有大學化學
系學者指出，TATP是一種容易爆炸的合成物，在市
面雖無出售，但原材料可在化工原料店及藥房輕易買
到，並可依據網上教授方法，在家中以簡單工具製

成，故很受國際恐怖分子歡迎。
一些教人自製炸彈的網頁，更以「恐怖分子的首選」
來介紹TATP。2005年 7月 7日及21日，有恐怖分子曾
利用TATP襲擊倫敦巴士及地鐵，共造成56人死，700
多人傷。TATP最危險是可溶於有機溶液，恐怖分子利
用此一特點將TATP冒充飲用水帶上飛機，連機場警犬
亦可瞞過，國際間因此索性一律禁止乘客攜帶液體飲料

登機。
本港過往亦曾有學生自製TATP受傷，2009年3月，一名

13歲中一男生在觀塘家中遭TATP炸至左手兩指血肉模糊，
他透露炸藥來自一名14歲同學。警方其後將該名14歲男生
拘捕，他承認是在互聯網學會製作TATP，材料則購自五金
店、藥房及化學物品店，他其後被判感化。
製造TATP的主要原料丙酮和雙氧水，坊間均能輕易購

得，成本只需25元至30元一支，而裝載上述化學品的玻璃
樽亦沒有貼上警告字眼。專家認為情況有必要管制，建議政
府可要求化工原料店，對某些可合成TATP的主要原材料進
行購買登記制度，並要出示證明，如學校實驗室、工程公司
等方可購買，阻止作不法用途。 ■記者杜法祖

被捕15歲姓梁少年，因涉嫌「藏有爆炸
品」被通宵扣查，有人報稱是在網上

及書本學懂如何製作爆炸品，並在市面上
購買有關材料，港島總區重案組正深入調
查其製造爆炸品，以及帶入警署意圖引爆
動機。
事發前晚7時許，一名少年持一個載有5
支滿載白色粉未試管的紙盒，進入香港仔
警署報案室後，突取出打火機作勢點火揚
言「引爆炸彈」，在場警員見狀飛撲上前
將他制服拘捕。其後爆炸品處理課軍火專
家到場，證實5支試管共載有約100克至
200克TATP，由於有爆炸危險，警方封閉
報案室，由軍火專家將爆炸品移出警署停
車場引爆銷毀。

警昨午帶走疑犯父母助查
至午夜零時許，重案組探員將被捕少年

蒙頭押返華富邨華安樓寓所搜查，再搜出
一杯同類型白色粉末，由於有爆炸危險，
警方要將樓上及樓下共3層樓的住客疏散，
再由軍火專家將爆炸品端出走廊，並堆起
沙包，在凌晨2時許成功安全引爆，其間傳
出「砰」然巨響，升出一團一米高火球，
並冒出黑煙，現場走廊，地面及牆身均被

嚴重薰黑。軍火專家引爆爆炸物後，重案
組探員將涉案15歲少年押入單位調查，逗
留約一小時，撿走數袋證物，包括疑犯的
電腦及一個鐘，並將疑犯帶署繼續扣查。
至昨日中午，重案組探員再到華安樓，帶
走少年的父母助查。
警方香港仔分區助理指揮官(行動)馮家瑩

證實，疑犯帶入警署的5支試管，內有約
100克至200克白色粉未是三過氧化三丙酮
(TATP)，是一種爆炸品，被捕少年患有精
神病，聲稱在書本自學製造爆炸品，並在
市面上購買有關材料。而受事件影響，香
港仔警署的電話及報案室服務均一度暫
停，直至前晚近午夜始復常。

鄰居：無諗過佢會搞炸彈
受引爆影響疏散落樓的華安樓住客梁先

生認識被捕少年，形容「佢看似有自閉
症，平時精神恍惚，疑似有不良嗜好。」
梁先生並謂：「他動輒發脾氣，一有不滿
就掟嘢，單位常三更半夜傳出『砰、砰』
聲。」。梁先生又稱少年從沒騷擾鄰居，
只是「無諗過佢會搞啲咁嘅嘢(爆炸品)」，
覺得很意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前晚夜闖香港仔警署報案室，意圖引爆

懷疑三過氧化三丙酮(TATP)土製炸彈被捕的15歲「少年梁國雄」，昨凌

晨被重案組探員押返華富邨寓所，再搜出一杯同類爆炸品粉末，警方須

疏散大廈共3層樓的住客，由軍火專家於疑犯單位外走廊堆起沙包就地引

爆，其間升起火球及冒出黑煙。

■■圖炸警署圖炸警署「「少年梁國雄少年梁國雄」」被押回華富邨寓所搜查被押回華富邨寓所搜查。。

▶專家在華安樓
走廊引爆三過氧
化三丙酮時升起
一米高火球。

◀重案組探員自
「少年梁國雄」
家中檢走若干證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