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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仔劫銀行 疑「博坐監」
掟天拿水樽亮刀 睹警趕至無反抗就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杜法祖）一名保安員
疑沉迷賭博致債台高築，昨日早晨突闖入將軍澳新都城
商場一間銀行，先掟爛兩樽天拿水，再亮刀威脅點火聲
稱打劫，幸銀行職員臨危不亂，安排共約40名顧客疏散
及報警，警方衝鋒隊一分鐘火速馳至，刀匪隨即棄械就
擒，警方不排除有人因欠債鋌而走險「博坐監」避債。
這已是短短一個半月內第二宗以天拿水打劫銀行案，幸
均無釀成傷亡。

被捕男子姓陳（54歲），據悉任職保安員，已婚，育有一子一
女，居住將軍澳翠林邨欣林樓。至晚上8時許，疑犯被押返寓

所搜查後，再返回警署通宵扣查。消息指，疑犯因沉迷賭波及賭
馬，致欠下數萬元賭債，不排除有人因無法面對催債壓力而圖謀犯
案搵快錢。
現場為新都城一期恒生銀行分行。昨日早晨9時許，銀行開門不

久，約20名顧客進入排隊，其中一名中年男子突從背囊內取出兩個
裝有天拿水的玻璃樽，猛力掟在地上，兩樽毀爛天拿水灑滿一地，
銀行職員及顧客被嚇呆。中年男子又從背囊內取出一把切肉刀，走
近櫃位向職員高呼「打劫！攞錢出嚟！」又警告會點火。一眾男女
顧客見狀慌忙走避，有職員立即按動警鐘報警，部分職員聯同約40
名顧客立即疏散離開，其間有客戶個人物品包括身份證及存摺等均
留在銀行內。

警一分鐘到場 檢兩刀一打火機
現場消息指，適時剛好有東九龍衝鋒隊在附近巡邏，接報短短一分
鐘即手持盾牌趕到，將疑犯制服鎖上手銬，再以黑布蒙頭押走扣查，
銀行則落閘暫停營業。觀塘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至下午一時許檢走
大批證物，包括疑犯背囊、一柄約一呎長切肉刀、一柄8吋長生果
刀、部分天拿水樽碎片及一個打火機等。探員又到將軍澳翠林商場一
間五金舖調查並翻看閉路電視片段，相信有人在上址購買天拿水。
觀塘警區刑事總督察鄧志琛表示，疑犯在警員到場前，手持利刀

在銀行內徘徊踱步，但並無取出打火機，亦無進一步行動，警員到
場後無作任何反抗。經初步調查相信疑犯有債務問題，目前正調查
其犯案動機，並了解其精神狀況。案件列作企圖行劫，交由觀塘警
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
今年6月18日下午在沙田好運中心交通銀行沙田分行亦發生同類

劫案，一名45歲男子闖入銀行掟爛兩樽天拿水，手持打火機挾持9
名職員與警員對峙，疑犯聲稱欠下約300萬元賭債，恐大耳窿以其妻
兒安危作要脅逼債，鋌而走險打劫銀行，最終疑犯被勸服投降，未
釀成傷亡慘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持香港身份證的
非華裔男子，疑充當國際假卡集團「車手」，昨日早
晨在藍田啟田道一銀行不斷「撳機」提款，卻因長時
間「佔用」提款機，被保安公司發覺報警，警員趕到
將疑人拘捕，當場搜出65張來歷不明提款卡及9萬多
元剛提取的現金，遂將其帶署調查。
早於8天前（7月25日），油麻地一間銀行理財中

心亦揭發一南亞裔男子用多張不同提款卡嘗試提款，
因長時間佔用櫃員機，被機警市民報警將其拘捕，警
方在疑人身上搜出15張懷疑假提款卡及3.2萬元現
金。豈料昨晨又揭發同類案件，警方初步調查後，不
排除為同一國際假卡集團安排「車手」作案。
昨晨6時許，保安公司透過閉路電視，發現一名男
子在藍田啟田道49號地下中國銀行理財中心內，不斷
以不同提款卡在提款機撳錢，遂報警求助。
警員到場截獲該名持香港身份證的41歲非華裔男子

Anthony，在其身上搜出65張提款卡、約93,300元現金及57張
提款收據。有人被捕後辯稱，提款卡是外地朋友寄給他，託他
代為提款購物。案件暫列作詐騙案處理。涉案疑犯被帶署扣
查，案件交由觀塘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中銀發言人表示，昨晨銀行發現一個疑似利用外國銀行假卡

進行詐騙的案件，並隨即報警，案件正由警方處理，銀行並無
損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我啱啱放低身份證喺櫃位，
佢（劫匪）就即刻喺我後面爆樽……」一早到銀行提款卻遇上
劫案的張老伯事後猶有餘悸，他表示眼見劫匪擲爛天拿水樽
後，又亮刀高呼「打劫」，氣氛緊張，場面甚為恐怖，「嚇到
冇攞身份證同存摺就走！」他稱讚銀行職員當時非常機警，臨
危不亂「即刻叫啲客人走」，未致造成任何人傷亡。
另一名當時身處銀行門外，目擊整個劫案過程的街坊陳先生

則憶述道：「當時賊跟住阿伯入去，之後就大叫打劫，嚇到阿
伯未拎身份證同存摺就走！」他指歹徒行劫時手持兩支天拿水
及一把利刀，但未知有否挾持職員。他續指「銀行職員見阿伯
走咗之後，就即刻拉閘，得返個賊同職員響到」，很快即有警
員到場將劫匪制服。
陳先生形容該名獨行劫匪身高約5呎4吋，膚色「黑黑實
實」，又指劫匪當時「情緒不穩」，慨嘆「香港人壓力大得
滯」，才導致該劫匪「精神失常」做出傻事。一名女街坊事後
得悉商場發生劫案大表震驚，她指區內治安一向「OK」，她
「成日都嚟呢度行」。
恒生銀行發言人回應指，為配合警方調查，有關分行一度暫

停運作，下周一可恢復正常服務，對客戶個人物品留在銀行未
能取回，稍後將主動與個別客戶聯絡作出安排。

張伯：嚇到冇攞身份證存摺就走
■探員展示疑犯意圖打劫銀行時所攜的利刀、背包等證物。

■■帶備盾牌的衝鋒隊警員迅速趕帶備盾牌的衝鋒隊警員迅速趕
至銀行將獨行劫匪拘捕帶走至銀行將獨行劫匪拘捕帶走。。

近年銀行劫案
時間 銀行 經過
2015年6月18日 沙田好運中心交銀 欠債300萬元45歲男持兩樽天拿水挾持9職員

與警對峙，無人傷。
2015年5月27日 屯門仁政街工商銀行 男子向櫃位遞紙仔打劫，職員不為所動，劫匪

轉身逃去。
2014年11月21日 牛頭角道永隆銀行 56歲男看更遞紙仔事敗逃去，兩周後落網，判

囚26個月。
2014年10月24日 新蒲崗上海商業銀行 54歲男櫃位刀劫提款婦事敗，落網後被揭10

日前曾企圖打劫創興銀行。
2014年04月03日 深水埗汝州街中信銀行 48歲內地漢遞紙仔打劫，因緊張過度未取錢已

逃去，被捕供稱曾劫永亨及永隆失敗。
2013年07月10日 將軍澳彩明創興銀行 42歲無業婦持刻刀劫7,000元，同日劫都會駅

東亞2.3萬元時被捕，翌年9月判囚3年半。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室 製表：記者 杜法祖

■觀塘警區刑事總督察鄧志
琛講述銀行劫案事發經過。

■■企圖行劫銀行的疑企圖行劫銀行的疑
犯被押返翠林邨寓所犯被押返翠林邨寓所
搜查搜查。。 鄺福強鄺福強 攝攝

﹁假
卡
男﹂
長
佔
櫃
機
狂
撳
逾
9
萬
元

■遭假卡黨狂「撳錢」的藍田啟田道中銀分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銅鑼灣一間開業約一年的找換
店，昨日早上職員返工時突然聽店內打印機傳出一聲巨響，隨
即發出大量濃煙及燒焦味，女職員立即報警。消防員到場將火
救熄，初步疑電線短路引起火警，事件無可疑，但店內部分設
備及裝修損毀，店主
表示損失約5萬元。
他事後表示，火警

燒毀了一部打印機，
一部電腦及一部數銀
紙機，總值約 5 萬
元，幸好未殃及店內
存放的紙幣，否則損
失更大。他從事找換
生意約 20年，約有
30間分店，上址開業
僅一年多。

打印機「自焚」
兌換店東：幸無燒紙幣

涉賄海域化工前執董 黃英豪等遭廉署起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廉政公署昨日正式
落案起訴一間投資公司兩名前任董事及一名現職董
事涉嫌行賄罪，當中包括名媛徐子淇的父親徐傳
順，3人涉嫌就一間上巿公司的重組，向該上巿公司
一名前任執行董事提供利益，即一份出任顧問的服
務合約；其中一人另被控就該上巿公司一項收購項
目，以認股權行賄該上巿公司前任執行董事。
3名被告包括徐子淇的61歲父親徐傳順，他與另
一名被告 62 歲 的 尹應能，同為 Perfect Ace
Investments Limited （PAIL）的前任董事；而52歲
被告黃英豪則為PAIL的現職董事，3人同被控一項
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涉嫌違反《防止賄賂條

例》第9（2）（a）條。3人已獲准保釋，下周三（8月
5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應訊。
案情指，PAIL與上巿公司海域化工集團有限公

司、其臨時清盤人及一間會計師樓於2007年10月達
成重組協議，重組於翌年9月完成。PAIL成為海域
化工主要股東，黃英豪成為海域化工主席，而有關
執行董事則留任海域化工。海域化工於2009年1月7
日改名為香港資源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資源與當時
上巿公司金至尊珠寶控股有限公司的臨時清盤人商
議後，於2009年7月向金至尊收購其5間附屬公司。
首項控罪指黃、徐及尹涉嫌於或約於2007年11月
1日海域化工重組期間，向有關執行董事提供利益，

即作為PAIL顧問的服務合約，作為有關執行董事履
行和行使PAIL或海域化工董事局可指派、賦予或指
示的職責及權力的報酬。
另一項控罪指黃涉嫌於或約於2009年8月19日向

有關執行董事提供利益，即以180萬元認購1,500萬
股香港資源優先股的一元認股權，作為有關執行董
事參與香港資源收購金至尊5間附屬公司的報酬。
徐傳順是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更出任大亞

灣核電廠的總審計師，女兒徐子淇是恒基兆業地產
主席李兆基新抱；黃英豪則是前灣仔區議會主席黃
英琦弟弟，其父為黃乾亨，祖父則是「駱駝漆」創
辦人、香港企業家黃笏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5名現住紀律部隊宿舍的退休
懲教員，不滿房委會去年11月至今年3月間以「申請人已退休」
為由，取消他們透過《公務員公共房屋配額計劃》申請公屋，
其後懲教署要求他們搬離宿舍及須繳付市值租金。他們認為兩
部門決定違反基本法的公務員福利承諾，也沒有作適當酌情考
慮，日前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庭撤回上述決定。

申公屋被取消 稱不符資格
申請人分別為退休一級懲教助理查培分、陳禮強、莫錦
培、文禮波及周俊鈞文（均為譯音），5人分別任職懲教署
28年至33年，並相繼於2011年及2012年退休，與妻兒分別
居於鴨脷洲、荔枝角、牛池灣及屯門的公務員宿舍。
於1981年加入懲教署的查在入稟狀透露，自2010年起四度
透過《公務員公共房屋配額計劃》申請公屋，但一直未獲分
配，至今年1月得知申請已被取消，及不再符合資格。署方
其後要求他一家於3月前遷出宿舍，及須於1月至3月繳交市
值租金。
餘下4名申請人，於去年11月至今年3月間，均被房委會
以同樣原因拒絕受理申請，其後被懲教署要求遷出宿舍。他
們曾去信署方要求延遲遷出，部分人曾向立法會議員求助。
其中一人透露市值月租為25,800多元。
申請人認為他們在居所問題未解決前便被要求搬出宿舍，兩
部門在更改關於配額公屋及遷出宿舍的政策前，從沒作出任何
告示，亦沒有作出適當的酌情考慮，做法違反他們的合理期望、
及基本法公務員福利不變的規定。
申請人現要求法庭撤回有關決定、禁止署方於本案結束前
對他們逼遷或要求繳付市值租金。雖然5人各自入稟，但由
於情況相似，要求法庭一併處理5宗案件。
今次是繼今年6月有6名退休消防員或救護員申請司法覆核
後，再有公務員因不獲派公務員公屋及被要求搬離宿舍而興
訟。
懲教署發言人指署方根據政府產業管理及有關事務規則處理
職員宿舍事宜，並會於規則範圍內向有需要的同事盡量提供協
助。房署發言人指，有關個案已進入司法程序，不便評論。

稱遭房委會「逼遷」
退休懲教員申覆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輛滿載5人
的私家車，前晚深夜在青山公路近三聖邨突失
控撞欄剷上行人路，幸未有殃及路人，但警員
到場時車內只留下一名聲稱是司機的男子，他
不但酒精測試超標，且被多名目擊事故市民指
司機另有其人，警員調查後以涉嫌妨礙司法公
正及酒後駕駛罪名將自稱司機的男子拘捕，並
追查真正司機下落。
事發前晚11時，一輛私家車沿青山灣駛向大

欖，至屯門三聖邨對開突失控撞毀3米鐵欄剷

上行人路，車頭盡毀，其他駕駛者及途人見狀
報警。警員到場時，只剩一名自稱司機的姓方
（50歲）男子在場，他接受酒精測試證實超
標，警員遂以涉嫌酒後駕駛將他拘捕。
其間有不止一名目擊者向警員透露，涉事私家

車載有5人，但意外後包括司機等4人先後離去，
只留下該名自稱司機的男子。警方調查後相信，
被捕男子涉嫌「頂包」，增加一項涉嫌妨礙司法
公正罪帶署扣查。警方正追緝駕車肇禍的司機歸
案，案件交屯門刑事調查第七隊跟進。

醉漢冒認車禍司機 遭目擊者踢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八鄉青朗公路前晚
發生巴士意外，一輛往荃灣的雙層九巴駛至近錦上
路港鐵站時失控撞向石屎泵車車尾，15名巴士乘客
受傷，其中兩名女乘客一度被困，須由消防員救
出，5男10女受傷巴士乘客（19歲至55歲），分送
屯門及博愛醫院救治。
前晚近11時，一輛編號68M雙層九巴載有多名

乘客往荃灣，至港鐵錦上路站對開時，58歲姓李巴
士車長報稱前行車輛突然收慢，致巴士收掣不及撞
向前面的石屎泵車車尾。
拖車40歲姓郭司機稱，當時正駕駛拖車，準備將
石屎泵車由錦田車場拖往東涌地盤，駛至事發地點
時，突然聽到「嘭」一聲巨響，拖行的石屎泵車被
撞前再撞及拖車。
意外後九巴車頭損毀嚴重，大批消防及救護員趕

到搶救，多名傷者坐在路旁敷治，其中兩名坐在上
層第一排的女乘客腳部被夾，傷勢較重，要消防員
救出送院。警方已對事故展開調查。
九巴發言人回應稱，已派員前往醫院探望傷者，

肇事巴士車齡14年，本月12日完成月檢。車長為夜
更司機，入職33年，事發為其第五轉車，他對上一
次休假為7月26日。

8月1日(第15/089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8月4日

頭獎：-
二獎：$2,285,480 （1注中）
三獎：$148,640 （41注中）
多寶：$20,02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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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層九巴在青朗公路發生追尾釀15傷，
其中兩名女乘客因坐在上層第一排，雙腳
被夾致重傷。 網上圖片

九巴追尾撼泵車15客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