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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燒郵局！香港仔
郵政局昨凌晨閉門失
火，冒出滾滾濃煙，
消防員到場需破門進
入局內撲救，證實是
位於1樓的派遞局冷
氣機過熱冒煙，期間
雖未產生明火波及郵
件，但大量郵件遭受
逾3小時煙熏悶焗，
恐不少市民稍後會陸
續 收 到 「 有 味 信
件」。

扮遭綁架呃表姐 欠債女囚5個月

17歲港生澳門販毒遇截查斷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施虹羽澳

門報道）澳門治安警察局日前破獲
一個販毒集團，涉案嫌疑人鎖定為
一名17歲香港男學生，來澳涉嫌協
助他人販毒。目前，警方正追捕案
中兩名15歲至20歲的香港主腦。
警方稱，警員是在除夕夜於黑沙

環馬場區發現該名香港學生，當時
他看見警員神色慌張，隨即丟棄一
些物件。警員上前截查，這名學生

承認可疑物品是俗稱K仔的氯胺
酮；之後，警員再在他位於關閘附
近的住所內搜出其他包括可卡因及
大麻毒品，黑市價約14萬元。同時
檢獲包裝工具和數簿等。
據悉，被捕學生有吸食毒品習

慣，在兩名年齡15歲至20歲在逃香
港同夥的介紹下來澳販毒，負責交貨
給客人，在成功散貨後可獲得1萬元
報酬，並於一段時間後返港交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
表妹去年10月18日串同友人，向
表姐發出自己「被綁架」的照片，
勒索表姐50萬元，威脅一星期內交
付贖金，否則在街上收屍。表姐聞
訊大驚下報警，之後才知悉表妹因
欠下巨債而訛稱被人綁架來欺騙
她。涉案表妹及其友人昨分別被判
監5個月及被判入更生中心。
涉案表妹沈詠琪（27歲）及其友

人梁曉彤（18歲）均報稱無業，早

前承認串謀詐騙罪，昨分別被判監
5個月及被判入更生中心。
主任裁判官吳蕙芳引述梁的背景

報告，指梁向感化官指控沈「引
誘」她吸食可卡因及K仔。梁的代
表律師解釋感化官誤會梁的意思，
她其實是被其他朋友引誘，又指她
非案中主腦，要求索取感化及社會
服務令報告後才判刑。沈亦要求索
取社會服務令報告，均被吳官以案
件嚴重為由拒絕。

內地孕婦呃入境處囚半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有內地
孕婦因向本港入境處作虛假申述被判
囚。入境處表示，35歲被告於去年6月以
旅客身份入境，在辦理入境手續期間，向
入境處職員聲稱當時沒有懷孕。被告其後
於同年10月試圖再次入境，當時她已進
入懷孕後期，入境處職員在訊問後拒絕
被告入境，並即時將她遣返內地，同時
展開跟進調查。至去年11月被告於內地

產子，並於12月再試圖入境香港，結果
因涉嫌於6月就其懷孕情況向入境處職
員作出虛假申述，當場被拘捕及落案起
訴。被告昨日於沙田裁判法院承認控
罪，判監6個月。
入境處發言人強調，據現行法例，任何
人向入境處人員作出虛假申述，即屬違
法；違例者會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
被判罰款港幣15萬元及入獄14年。

鄭維健石澳大宅又遭賊入屋
免驚動戶主棄撬夾萬 僅掠2000元人幣逃

9日大男嬰飲奶後睡覺猝死

現場為石澳大浪灣道23號大宅，戶主為現年71歲
的環球(香港)投資有限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鄭

維健。昨清晨6時48分，鄭維健起床後發現家中有搜
掠痕跡，一個夾萬更被搬離原處，並有撬過痕跡，幸
未被撬開，但放在另一處的2,000元人民幣現金不知
所終，相信已遭賊人潛入爆竊，於是報警。
警員到場經調查，證實大宅的露台門被撬毀，玻璃
窗亦毀爛，相信賊人半夜由該處撬門窗進入屋內搜
掠，其間為免聲響驚動戶主，更一度將一個夾萬搬到
另一個位置企圖撬開，但不成功惟有放棄，結果僅能
在屋內其他地方掠得少量現金離開。

包玉剛前女婿曾掌聯交所
本身為結腸癌專科醫生的鄭維健，是已故船王包玉
剛前女婿，曾任康乃爾醫學院臨床副教授、香港聯合

交易所主席、董建華競選辦公室主任及中央政策組首
席顧問；另亦曾出任中文大學校董會主席，由於他在
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時期身兼多項公職，一度被稱為
「公職王」；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董建華
去年9月成立「心繫香港基金有限公司」，鄭亦是創
辦成員之一，他去年11月又擔任董建華牽頭成立的智
庫組織「團結香港基金」理事及顧問。

前屋主唐英年億元賣樓
據悉，鄭維健遇竊大宅前主人是前政務司司長、現
任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他在1993年時任工商及科技

局局長期間買入大宅，至2002年始以1億元售予鄭維
健，之後鄭維健一直居住至今。大宅於14個月前，即
2013年11月28日亦曾遭賊人潛入屋內爆竊，當時被
偷走花園內一棵約值10萬元的羅漢松。
大浪灣道與石澳道一帶豪宅的業主非富則貴，該處
共有22間獨立洋房，業主全是城中超級富豪，包括吳
光正、黃志祥、許世勳、呂志和、周亦卿及李澤楷
等，且要成為該處物業業主的「門檻」極高，因該區
成立了石澳業主委員會（即石澳發展有限公司），欲
躋身成為石澳道及大浪灣道業主，必須經過委員會投
票通過，並非「有錢就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 中央政策組

前首席顧問及前聯交所主席鄭維健位於石澳

的獨立大屋，14個月內兩度遭賊人潛入爆

竊。昨清晨鄭起床發現書房一個夾萬有被撬

過痕跡，幸未被撬開，但屋內另有2,000元

人民幣失去。警方相信賊人撬開大屋露台門

入內搜掠，其間恐聲響太大會驚動屋主，遂

放棄撬開夾萬，掠得少量現金即逃去，東區

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已接手調查，追緝竊

賊歸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葵涌一名出世僅9日
男嬰，昨凌晨由母親起床餵奶後安頓回床上睡覺，不
料至清晨突然昏迷，送院後證實不治。警方初步調查
認為事件無可疑，將安排驗屍確定死因，今次是近一
個半月來第三宗初生嬰兒猝死事件。
現場為葵涌大窩口大廈街1號至3號宏華大廈一單

位，猝死初生男嬰僅9日大，是父母的第一胎，父親
姓霍，但男嬰仍未起名字，與父母及外祖父母同住。
據悉，男嬰出世後健康良好。

母3小時後餵奶揭發事件
昨凌晨3時，29歲姓官母親夜半曾起床給男嬰餵

奶，並如常在「掃風」後安頓回床上睡覺。惟事隔3
小時至清晨6時14分，母親擬再給男嬰餵奶時，卻發
覺愛兒昏迷沒有知覺，大驚通知家人後報警求救。據
悉，救護員到場發覺嬰兒呼吸和脈搏微弱，送院沿途
施救，惟沒有起色，送抵荃灣仁濟醫院經醫生搶救亦
無效，延至上午7時14分證實不治。
初為人母的官婦驚聞噩耗悲痛莫名，稍後男嬰的外
祖父母亦趕到醫院，向警方提供資料。警方初步調查
後相信案件無可疑，列作「有人暈倒送院後死亡」，
死因有待剖屍檢驗。

一個半月第三宗嬰兒猝死

今次是近一個半月以來第三宗嬰兒猝死事件，去年
11月20日，粉嶺聯和墟一名兩個月大女嬰在飲奶後被
安頓床上睡覺，1小時後被母發現臉色轉紫昏迷，嘴
角有嘔奶跡象，報警送院證實不治；去年12月18
日，屯門良景邨良萃樓一個安頓在嬰兒車睡覺的兩個
月大女嬰，亦被父母發現昏迷，嘴角有嘔奶跡象，報
警送院同告不治。
有兒科醫生指出，初生嬰兒縱使本身無病痛或外來

因素，亦有可能因「嬰兒猝死症」猝死，「嬰兒猝死
症」通常會在嬰兒初生至一歲期間發生，導致嬰兒在

睡眠時猝死，且死因不明，尤以兩三個月大最高危。
但「嬰兒猝死症」並無徵兆，亦無法預測，在港雖不
常見，但每萬名嬰兒中仍有1個至3個會不幸「中
招」。
醫生又指「嬰兒猝死症」雖無法預測，但家長亦應
做足安全措施，注意嬰兒應仰睡，因會較側睡及俯睡
容易呼吸，另確保嬰兒全面接種疫苗，降低猝死風
險；醫生又提醒家長，初生嬰兒應「少吃多餐」，緊
記嬰兒吃奶後一定要「掃風」，然後把嬰兒直抱約半
小時始讓其躺下睡覺。

■9日大男嬰猝死，同住外婆協助警員調查。 ■猝死9日大男嬰屍體由仵工移離醫院。

◀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
及前聯交所主席鄭維健。

資料圖片

▲石澳獨立大屋14個月內兩度遭賊
人潛入爆竊，汽車入口設有更亭。

劉友光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港台記者麥嘉緯去年
10月4日，在旺角奶路臣街與彌敦道交界「佔領區」
採訪時，疑遭一名男子襲擊致眼角受傷，其眼鏡亦因
此損毀。涉嫌施襲的男子早前被控以一項傷人罪，昨
在觀塘裁判法院否認控罪，指自己並無觸碰麥，但控
方表示有片段拍下有關襲擊經過，裁判官直指「呢啲
一睇就知」，將案再度押後至本月12日，以待辯方研
究有關片段。
控方庭上指將傳召4名證人，包括麥嘉緯及目擊案
發經過的途人，另有傳媒拍攝到當日被告蘇士傑（56
歲）襲擊麥嘉緯的片段。辯方則指其抗辯理由為被告
沒有觸碰麥，但控方回應指被告曾於警誡下承認意外
觸碰麥的面部。
主任裁判官練錦鴻聞言直指「呢啲一睇就知」，將

案押後再提訊，留待辯方研究有關片段。被告又稱因
在內地從事銀行貸款的中間人，其母親在內地老人院
獨居，希望更改保釋條件，遭裁判官拒絕，被告繼續
不准離港。

港台記者遇襲案
被告否認控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5名男女「馬伕」以
替少女拉客謀利，不料遇上「放蛇」警花，5人更藉口
向警花提供「免費評估」要求「試鐘」，又提出用雪
條及爆炸糖等奇怪招數，教導警花口交技巧，其後5
人終於被捕。其中3人早前認罪，另外兩人昨亦被裁
定罪成，還柙候判。其中一名身形略顯矮胖的女被
告，求情稱遭朋友冠上「肥嘢」之名，犯事只想受到
認同。
被裁定兩項企圖導致另一人賣淫罪成的被告李仲樑

（35歲）、葉敏玲（26歲），與早前認罪的3名被告
伍迪倫（30歲）、馬邁豪（41歲）及許念恩（27
歲），同被還柙至本月12日判刑，5人皆是初犯。
案中放蛇的警花、24歲女警鄭鳳婷前年7月在手機

通訊程式「遇見」假扮找工作，伍接觸她聲稱可為她
介紹顧客提供性服務，之後偕馬及許與她會面講述性
交易細節等。伍更指示許為女警「測試（口交）技
巧」。8月尾另一女警戴嘉寶加入「放蛇」，眾被告同
年9月2日被捕。

童軍領袖疑要求「試鐘」
律師求情時指李考獲不少教練牌照，犯案時正與人

合夥經營體藝中心，因與另一被告伍相識，才答應幫
忙把少女帶給伍。惟法官卻質疑李曾要求「試鐘」，
有「佔便宜」之嫌，且被告為一名童軍領袖，好大機
會接觸女性，恐他會利用其身份招攬一些不成熟的女
性。律師則解釋案中臥底探員用藉口逃脫，即使遇上
其他女子，李亦只會撒謊表示已「試鐘」，沒有證據
顯示李曾「佔便宜」，李亦沒有利用其導師身份游說
臥底探員下海。
另一名被告許念恩求情時，則指於連鎖快餐店麥當

勞工作時認識伍，她自己經常被朋友喚作「肥嘢」，
「可想而知朋友對她有多尊重」，故她犯事只為了得
到朋輩的認同，本身純品。
另外伍被法官指是案件的始作俑者，律師則指他因

一時貪念，「搵快錢」心態下犯事，現時伍與現任妻
子育有一名數月大的嬰兒，希望盡早出獄照顧女兒。
而馬則是因失業了大半年，曾向次被告借款3,000元，
又因沒錢交租而到許住所處居住，在兩人的要求下，
才答應犯事。

教警花「口技」拉客 5「馬伕」候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香港仔街頭驚現子彈。
警方昨午12時29分接獲一名56歲姓溫男子報案，指
他途經香港仔湖南街6號C平安樓對開近東勝道時，
在地上發現兩枚懷疑是子彈的金屬物體。警員接報到
場檢視後，果然發現兩枚懷疑是子彈的物體，於是檢
走作進一步調查，案件列作「發現彈藥」案處理，交
由西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追查兩枚子彈的來歷。

路人街邊檢兩枚疑似子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兩年前就讀伊利沙伯
中學的兩名中三女生，在位於西貢斬竹灣的營地參加
學校的訓練營期間，觀摩生火煮食示範時疑因火酒搶
火而被燒傷，一人曾經傷勢危殆，另一人則受輕傷。
兩名女生日前分別由父親代表入稟高等法院，控告
校方疏忽及索償。校方表示暫不回應。
原訴人莊嘉敏由父親莊永安（譯音）代表，另一原

訴人陳卓兒由父親陳耀輝（譯音）代表。
兩人於2013年7月6日參加訓練營時只有15歲，據
當時報道指，當日兩人參加已有51年歷史的「校營」
活動，接受「校營管理員」的訓練，一名較高年級的
同學示範生火煮食時突然將火酒倒入柴堆，霎時搶火
冒起一團火球，莊嘉敏臉部、四肢及臀部共逾六成皮
膚燒傷，陳卓兒則手部遭殃。

參加訓練營燒傷 兩生告伊中索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學生前線成員鄭錦
滿涉嫌於去年12月，參與聖誕旺角「鳩嗚團」被捕
後還柙度歲，昨向法院提出保釋覆核，希望以5萬元
現金保釋，獲裁判官接納，但修改條件不准鄭踏足旺
角禁制範圍，連轉車或乘車也不可，案件將於本月14
日再訊。另外，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
副主席黃浩銘及成員陳寶瑩，昨向法院申請修改保釋
條件，以便今日到被禁踏足的旺角出席社民連周年酒
會，亦獲接納。
26歲被告鄭錦滿，涉嫌去年聖誕日在旺角亞皆老
街及西洋菜南街交界，企圖越過警方封鎖線被捕，遭

控以一項阻差辦公罪。控方早前揭發，被告另涉一宗
去年11月的同類案件而反對其保釋。控方昨再度反
對被告保釋，指被告案發時衝入封鎖區，被警方制服
時展示了不合作態度，加上今次犯案已明顯違反保釋
條件，有理由相信被告若擔保外出會再犯事，故反對
其擔保申請。
辯方則引述被告承諾不會再違反法庭指示，形容被

告是一名奉公守法的學生，又續指被告的祖母亦願意
提供人事擔保及監督孫兒。九龍城法院裁判官羅德泉
最終批准鄭的保釋申請，但修改其中一項條件，即鄭
不准踏足旺角禁制範圍，連轉車或乘車也不可，被告

表示同意。

長毛獲准赴旺出席會慶酒會
另外，「長毛」梁國雄與社民連成員黃浩銘及陳寶

瑩，亦就一項阻礙公職人員罪的保釋條件，向法庭提
出豁免申請，指一月三日（即今日）是社民連成立8
周年，他們須到旺角彌敦道倫敦大酒樓出席酒會，希
望在下午5時至晚上12時進入旺角禁制範圍，獲裁判
官接納申請。長毛之後在庭外表示，被禁足就有如被
強盜打劫，下次應訊會就保釋條款上訴。

聖誕「鳩嗚」學生禁到旺角禁足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港鐵昨傍晚下班繁忙
時段又再發生延誤事件，荃灣往中環列車服務因要處
理兩宗乘客求助個案而令行車時間延誤；稍後東鐵線
大埔墟站亦因有貓隻闖進路軌，列車要減速而造成延
誤，幸經處理後列車服務已復常。
港鐵發言人表示，傍晚6時40分，荃灣線往中環方

向列車先後有兩名乘客求助，由於需時處理，加上正
值下班繁忙時段，令荃灣線服務有延誤，荃灣站往來
中環站的整個車程較平時多花5分鐘至10分鐘。其間
沿線各站月台出現人潮，港鐵在各站發出廣播，並派
職員在月台呼籲乘客耐心等候。
至晚上8時23分，港鐵東鐵線大埔墟站晚上因有貓

隻闖入路軌範圍，駛經大埔墟站和太和站列車一度需
要減速，令來往紅磡站至羅湖及落馬洲站的車程較平
常多5分鐘至10分鐘。
其後貓隻已離開路軌範圍，東鐵線服務在晚上8時
23分逐步復常。

貓闖軌 客求助 港鐵兩線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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