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劏親兄 弟誤殺囚終身
官指濫藥重犯機會大 被告聞判冷靜擬提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有吸冰

毒惡習的無業漢用魚生刀狂斬親兄，令其

身中22刀喪命。無業漢經審訊後被裁定謀

殺罪名不成立，但誤殺罪成立。高院法官

昨判刑時形容本案近乎謀殺，被告日後很

大機會再濫藥，重犯暴力罪行，將對公眾

構成嚴重危險，判處他終身監禁，並定下

15年最低刑期，屬近年罕見因誤殺而判囚

終身案件。 39歲被告曾文緯聞判後表現冷

靜，且據悉會就刑期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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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青
衣北橋對開藍巴勒海峽昨凌晨發生
撞船意外，一艘內地貨船與一艘本
港運油船相撞，意外中無人受傷，
但運油船涉漏出柴油，導致青衣以
至荃灣及汀九青山公路一帶泳灘也
受油污影響。當局事後已派出油污
處理船到現場海面噴化油劑清理油
污。
海事處發言人稱，昨凌晨2時許接
報，一艘約長50米的內河船在青衣
對開海面，與一艘24米長運油船碰
撞，運油船船身損毀及漏出部分船
上柴油，其所屬公司已派船運走肇
事船隻上其餘柴油。海事處並派員
清理漏出在附近海面的柴油。而清
理人員到場時，發現有小量柴油飄
至青衣碼頭及葵涌一帶，會繼續留
意附近海面情況。

油污昨日下午蔓延至荃灣及汀九一
帶海面。康文署隨即宣佈，由於在荃
灣區近水灣泳灘、汀九灣泳灘、更生
灣泳灘及麗都灣泳灘發現油污，該些
泳灘已暫時封閉，並已懸掛紅旗，呼
籲市民請勿在該處游泳，直至另行通
知。環保署則稱，油污事件可能影響
荃灣及屯門區泳灘，已派員前往了
解，並抽取水樣本化驗。
漁護署表示，在收到油污報告後

已聯絡附近漁戶，全部表示未受影
響，署方會密切留意事情發展。
有環保專家指，油污含有機化學

物如碳氫化學物、重金屬如鉛等，
會嚴重影響附近的海洋生態，甚至
令魚類死亡。青衣沿岸有不少人釣
魚，一旦他們食用受污染魚類，有
機會中毒。他建議市民盡量避免進
食在受影響海面釣來的魚。

貨船撞油船 油污飄汀九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 法祖）前「學民思潮」
召集人黃之鋒、兩名學聯前秘書長羅冠聰和周永
康，涉於2014年9月26日在「重奪」政府總部前地
（所謂「公民廣場」）時，被控「參與非法集會」
及「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共4罪，案件昨於東
區裁判法院完成結案陳詞，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至6
月29日裁決。
主控資深大律師梁卓然在結案陳詞時稱，眾被告

事先商量進入「公民廣場」，該集會顯然非自然發
生。辯方在書面陳詞中引用所謂「自助行為
（self-help）」原則辯護，但該原則的前提是，被
告進入「公民廣場」乃行使合法權利，而在場警察
和保安不合法地干預了這種權利。
他續說，「公民廣場」當日已加上圍欄，並非對外

開放，集會者亦無事先得到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
書」，故進入「公民廣場」非自助行為原則能保障的
「合法權利」。有關人等強行進入必然會受阻。
辯方則稱，要考慮和平集會是否行使「基本權
利」，3人並無擾亂秩序和損毀財物，如羅冠聰已
多次重申「和平理性、克制、守秩序」，而周永康
跨欄跳入「公民廣場」後，只是到旗杆下靜坐，不
構成擾亂秩序。
代表周永康的大律師則聲言，被告由2014年9月22

日已開始罷課抗議政改方案，惟施政者「不聞、不
聽、不理」的態度才令他們將行動升級，過程「和
平理性」，而進入「公民廣場」是因為國教事件令
「不肯轉軚」的政府改變主意，有其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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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杜法祖） 尖沙咀東
部街頭昨發生虐兒事
件。一家4口步行前往
用膳期間，疑有人不滿
手抱兩歲大兒子「扭
計」，怒將幼童掟落
地，途人見狀不值其所
為報警，警員趕至發覺
幼童有明顯傷痕，調查
後將涉案莽父拘捕，幼
童則由母兄陪同送院治
理。
涉嫌「虐待兒童」被捕莽父姓梁、33歲。事發昨上午11
時許，一對夫婦帶同兩歲幼子，參加長子學校舉辦的親子
活動，在尖沙咀科學館參觀期間同外出準備用膳，當沿加
連威老道途至東海商業中心對開時，疑因手抱的兩歲大兒
子「扭計」，有人一怒之下涉嫌將子掟落地上，男童即時
嚇得嚎啕大哭，有途人見狀不值男子所為致電報警。
警員接報到場調查，發覺兩歲大男童前額受傷紅腫，於是
安排男童由母親及小兄長陪同送院，之後以涉嫌「虐待兒
童」罪名，將男童33歲姓梁父親拘捕帶署調查。

不滿「扭計」父怒掟兩歲仔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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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旺角警區情報
組人員根據情報調查後，昨晨在警花女偵緝高級督
察譚亦媛率領下，於區內砵蘭街破獲一個黑工「巢
穴」，當場拘捕14名男子，包括13名非法入境和
逾期居留內地人，以及一名本地男子，搜出12張
偽造本港居民身份證。警方正調查背後是否涉及有

黑幫操控。
該黑工「巢穴」位於砵蘭街442號樓上一個住宅

單位，負責行動的旺角警區女偵緝高級督察譚亦媛
透露，被捕13名內地男子年齡23歲至44歲，分別
來自廣東新興縣、英德及雲浮，12人持證件來港後
逾期居留，1人偷渡來港。至於該名53歲本地男

子，則涉嫌安排各人做黑市勞工。

單位設8張碌架床可容16人
13名內地男子中，一人早於2011年已來港，逾

期居留達5年，警方相信他們日間被安排做三行及
地盤等工作，晚上則在上址單位棲身。「巢穴」內
設備簡陋，有8張碌架床可容納16人。
警方在其中12名黑工身上搜出假身份證，其中
一張持證人姓名為「王傑」，與歌手王傑同名同
姓。
昨日帶隊破案的旺角警區情報組主管女高級督察

譚亦媛，據悉在警隊內有「A貨梁政珏」（梁為前
無綫電視女藝員）之稱。
譚於2008年在香港大學畢業後曾任中學經濟科

教師兩年，其後才加入警隊，在2011年畢業時獲
榮譽警棍（每班最佳結業督察）。
警方於去年推出《香港人 香港警察》宣傳短

片，其中一集「巾幗不讓鬚眉」，譚亦媛是三位出
鏡警花之一，為警隊宣揚「警察是全心全意服務市
民」的信息。

警花帶隊破黑工「巢穴」拘14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電話騙案無孔不入，連一向小心
處理錢財的銀行職員亦成為電騙黨獵物。一名從內地調派來港的銀
行女經理，早前接到自稱速遞公司職員及內地公安的來電，指她涉
及刑事罪行且已發出拘捕令，要她存入款項以證清白。女經理竟信
以為真，先後兩次將共約66萬港元存入內地指定銀行戶口，至前日
她始懷疑受騙報警求助。

警疑「度身訂造」騙局
女事主姓孫、28歲，據悉她原在內地銀行任職經理，半年前獲
調派來港，在中區的銀行上班。消息稱，孫女在港期間未有報失
過身份證或其他個人資料等文件，但今年2月她曾放大假返內
地，至3月始再來港。警方初步懷疑，事主可能在內地期間遭人
盜取個人資料，騙徒利用其資料再「度身訂造」騙局行騙。
警方提醒市民，任何年齡及性別人士皆有機會成為騙徒的目標。
除固網電話外，騙徒亦會致電受害人的手提電話，所以市民切勿輕
信來電者，必須核實其身份，亦不應隨便交出財物，免成電話騙案
受害人。

銀行經理遇電騙上當失66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獲
「冰毒」面膜案，在北角一輛私家車
上檢獲一批美容面膜，懷疑被人混入
液態冰毒，市值約220萬元，當場拘
捕 3名男子。由於該批面膜包裝精

美，警方不排除販毒集團用作外銷，
正追查毒品來源、製毒場地及銷售對
象，以及追緝幕後主腦。
涉嫌「販毒」被捕 3名男子均 20

歲，正被扣查。警方毒品調查科探員
經深入調查後，昨凌晨約2時45分採
取行動，在北角城市花園道與大強街
交界截查一輛目標私家車，在車上搜
出16盒共190塊、重約7公斤，用面
膜手法包裝的液態冰毒，市值約220
萬元，探員隨即拘捕車上3名男子。
警方指，毒販先將液態冰毒注入面

膜，再用壓力膠紙加熱將面膜封好，
包裝手工相當精細，一般人難以識
破，不排除面膜會出口到其他地方。
警方又指並非首次破獲類似販毒手

法，但並不常見。

液態「冰毒」注面膜 3男落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高
院暫委法官麥明康判刑時表示，需考慮
刑期與罪行性質是否合乎比例。根據案
例，誤殺罪要判處終身監禁須符合三項
因素，包括罪行的嚴重性是否足以判處
終身監禁、第二是從罪行性質及被告過
往記錄，被告會否重犯、而如果重犯，
會否引致嚴重後果。
法官認為，本案被告會對社會大眾構

成嚴重危險，符合判處終身監禁的三項
因素之一，因此判處被告誤殺罪最高刑
罰的終身監禁，並下令最少需監禁15
年，才可作刑期覆核。
根據《長期監禁刑法覆核條例》，被

告監禁15年後，會由長期監禁刑罰覆
核委員會評估，他在獄中行為和精神及
心理狀況，再向特首建議是否更改刑
期。
根據本案呈給法庭的案例，最近一宗

因誤殺而判處終身監禁的案例是2008年
1月上訴庭所頒。
該案被告廖振業亦涉及長期吸食冰

毒，他於2002年8月寄住在生意拍檔的
寓所時疑精神失常，斬死拍檔的母親及
其子的女友，復斬傷拍檔及其女兒。
廖原被裁定兩項謀殺及兩項意圖傷人

罪成，判囚終身。廖其後上訴得直，改
判誤殺罪成，但仍被判處終身監禁，並
定下最低刑期為16年。

被告在六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五，大哥曾文亮及四家姐曾雯珊
分別以控方及辯方證人身份作供，均稱被告與二哥、即本

案42歲死者曾永豪沒有仇怨。被告失業多時，不時問同住母親
及在健身中心任經理的二哥借錢。前年9月24日，被告約二哥見
面稱欲還錢，惟二哥拒收，兩人其後到砵蘭街生龍清湯腩餐廳傾
談。

不滿被責吸毒「食到成個垃圾」
被告聲稱，不滿二哥當時責罵他吸毒「食到個人成個垃圾」，突
取出原打算買來送給母親的魚生刀揮刀狂斬，二哥倒地後仍繼續用
刀插他，繼而猛踢其腹部後才離開。二哥送院後證實不治，過程被
餐廳閉路電視拍下。被告其後往落馬洲打算潛逃內地，但見警員時
突自首。

被告：受冰毒影響對襲擊無記憶
高院暫委法官麥明康昨宣判時形容本案近乎謀殺，是最嚴重的

誤殺。從餐廳的閉路電視片段可見，被告突然發狂，殘暴地襲擊
親兄，而被告聲稱他因受冰毒影響，對襲擊全無記憶。
被告2012年起吸食冰毒，曾有吸毒後做出暴力行為前科，如

在醫院襲擊其他病人。即使被告未吸冰毒前，亦曾干犯持刀搶劫
及綁架等罪行。中文大學精神學系教授鄧偉光曾作供稱，若被告
繼續服用冰毒會有很大危險，並會再有暴力事件發生，並指以被
告的背景及過往戒毒的經驗，他能成功戒毒的機會並不樂觀。
法官認為，被告有很大可能再濫藥，亦有很大機會吸毒後會有
暴力行為，另外，被告因涉本案被捕時，身上仍攜帶殺兄的魚生
刀及一把鎅刀，顯示其有暴力傾向，且會使用武器。且被告殺死
親兄，預期他出獄後也未必得到家人支持。
法官認為，被告在出獄後很大機會再吸毒及干犯暴力行為，將

對公眾構成嚴重危險，綜合多個因素，認為被告適合判處終身監
禁，並定下最低服刑期為15年。

■誤殺罪成囚終身的曾文緯。
資料圖片

■■警方封鎖斬警方封鎖斬
殺兄長現場清殺兄長現場清
湯腩食肆調湯腩食肆調
查查。。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遭胞弟斬殺的死者曾永豪。
資料圖片

■運油船撞船後漏柴油，當局派出油污處理船到場噴化油劑清理海面油污。
劉友光 攝

■■警方在砵蘭街破獲黑工警方在砵蘭街破獲黑工「「巢巢
穴穴」，」，拘捕多名內地黑工拘捕多名內地黑工。。

■女偵緝高級督察譚亦媛講述破
獲黑工「巢穴」詳情。

■警方檢獲一批用面膜手法包裝的液
態冰毒。

■■黃之鋒當日在政總現黃之鋒當日在政總現
場被拘捕場被拘捕。。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疑遭父親擲地虐待的男童由母
親抱往醫院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