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佔旺女村長」認勒索或判監
要挾手機物主付3400元 辯稱有輕度弱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自稱「旺角佔領區村長」的「鳩嗚」少女畢慧芬，聲稱在

店舖內拾獲一名女子的手機，隨後提出以3,400元代價才肯物歸原主，被警方拘捕控以一項勒

索罪。案件原定昨日在觀塘裁判法院開審，惟被告突改口承認勒索罪。鑑於辯方呈交的精神科

報告指畢女有輕度弱智，裁判官決定先替她索取感化及社會服務令報告，押後至本月30日始

判刑，但裁判官強調不排除判監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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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隔鄰豪宅遇竊失61萬財物

■■遭賊人爆竊的山頂白加道遭賊人爆竊的山頂白加道2222號豪宅號豪宅，，
去年以近去年以近1515億元天價易手億元天價易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案情透露，事主陳裕君為旺角西洋菜
南街一商店女東主。去年1月5日

晚，她把一部iPhone 4s放在門口貨架上
充電，但稍後電話不翼而飛。陳利用「尋
找我的iPhone」應用程式，通知拾獲電話
者在拾到電話後可歸還給她。
兩日後，陳收到被告的勒索訊息，要求
事主給予3,400元，否則將手機棄掉，事
主報警求助。同日，即1月7日晚上，兩
人在警方監視下約定在葵芳港鐵站見面交

收電話，被告赴約時被埋伏的警員拘捕。
曾參與旺角「鳩嗚」活動的被告畢慧

芬在錄影會面下，聲稱自己在港鐵拾到電
話，但忘記拾到電話的位置，亦否認物歸
原主時有附帶條件。

稱一時貪念 3年前患癲癇
辯方昨求情時指，現年20歲的被告任

職見習地產經紀，因一時貪念及機會主義
犯案，現已感到後悔。律師謂，被告自幼

腦部發育已出現問題，3年前更發現患有
癲癇症，惟她沒有好好服藥，以致未能控
制病情。後來，醫生診斷出她有認知功能
障礙，律師跟她溝通亦有困難。辯方又呈
上一封由慈善團體撰寫的求情信，證明被
告經常參與義工活動。
辯方求情稱指，被告剛報讀了保安課

程，希望法庭判處較輕刑罰，以便被告日
後自力更生。辯方指勒索往往涉及三合會
及威脅傷人，該案可說不算很嚴重。

■承認勒索罪的「旺角佔領區村長」
畢慧芬，獲准保釋候判。

激進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黃毓
民涉前年掟玻璃杯襲擊特首梁
振英，案件昨續審，控方傳召
事發現場的立法會保安作供，
保安稱玻璃杯落地後，看不見
特首有表面傷痕和流血，認為

他無驚慌，表現得「好鎮靜」。
在立法會擔任保安逾10年的何德

成，案發時與同事排成人鏈保護特
首，看見被告黃毓民站在議員陳家洛
的座位上，拿起水杯掟向他身後，即
梁振英的方向。
何在書面供詞中指，玻璃杯落地

後，看見梁「表面無受傷」。黃毓民
庭上笑問：「即係有內傷？」何補充
梁沒有流血，亦無驚慌。
另一名保安馮錦權供稱，黃毓民當

時站在桌上。他從後摟住其腰近大腿
位置，但無法完全制止對方，其手臂
仍可自由活動。
案件今續審，控方尚要傳召約10名
證人，預計周內可完成控方案情。

■記者 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考獲空手道黑
帶、曾代表香港出賽的14歲女生，因在家中
態度惡劣呼喝外婆，遭任職地盤工人的父親掌
摑。女兒頓時左邊面頰受傷，左邊耳鼓更有四
成受損。
案件昨日觀塘裁判法院判刑，辯方指被告父

親與妻子已重修舊好，女兒的耳傷亦已康復。
一家人會同心重建關係，望能早日一家團聚。
地盤工最終被判罰款5,000元，裁判官微笑地提
示被告：「以後小心啲啦！」
辯方律師庭上求情指，被告羅龍威（42歲）

的女兒耳傷已完全康復，並已原諒父親。事發
前，被告本與妻子分居，但因今次事件後，
「有不幸有幸運，將一家人拉返埋一齊。」礙
於保釋條件，被告原本不能接觸女兒，故希望
本案完結後，能讓一家團聚。被告的報告非常
正面，福利官指出相信本案是單一事件，與虐
兒無關，而被告和妻子亦有信心不會讓事件再
次發生。
另外，操內地口音的26歲母親，早前因不滿

寄居寄養家庭的6歲女兒「手腳慢」，一拳打
在女兒後腦令她失足撞向廚房門框，撞傷額
頭。被告昨就虐兒罪被判罰12個月感化令。

摑女兒損耳鼓
地盤工罰5000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油麻地警署
對開上周末清晨發生致命車禍，有私家車司機
懷疑酒後駕駛撞死一名七旬果欄工人。報稱商
人的肇事司機被控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及酒
後駕駛兩罪，案件昨在九龍城裁判法院首次提
堂，被告毋須答辯，獲准保釋至7月11日再
訊，待警方作進一步調查，包括進行交通意外
重組及驗屍。控方指案情嚴重，案件可能會在
高一級的法院處理。
41歲被告李家強被控於本月14日，於廣東道

627號油麻地警署外危險駕駛私家車，引致男
子朱勇明死亡，及呼氣中的酒精比例是100毫
升中有65微克，超過法例限制的22微克。
辯方昨指李的聽覺有問題，但當裁判官向

其解釋保釋條件時，他起初沒有反應，其後
又表示「聽到、明白」，被官質疑他是否真
的會遵守保釋條件。
辯方即解釋稱被告只是緊張過度，非有心

敷衍法庭。被告終獲准以3萬元現金保釋外
出，其間不得駕駛任何類別的車輛。

涉撞死果欄工
司機准保釋禁駕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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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荃灣青山公路
汀九段近帝景酒店，昨凌晨1時許發生驚險交
通意外，一輛載有5名男女的七人車疑閃避狗
隻失控，撞毀鐵欄後剷入草坪冒煙起火，幸車
上各人及時落車逃生，未致葬身火海。消防到
場開喉將火救熄，全車嚴重燒毀，其間僅一名
少女乘客輕傷送院。
事發時該車載着3男兩女沿深井青山公路往

荃灣方向行駛，意外中受輕傷女乘客姓張（17
歲)，送院敷治無大礙，21歲姓方司機事後通過
警方酒精呼氣測試。意外發生後有女乘客驚覺
逃生時遺下貴重物品在車內，惟料已燒成灰
燼。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

七人車撞欄自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一輛價值約165
萬元的保時捷四驅車，昨午駛經東區走廊近北角
城市花園對開時，司機疑因前方塞車減速，詎料
被尾隨一輛收掣不及的客貨車追尾，保時捷更被
推前撞向另一輛客貨車，釀成3車串燒。
受事件影響，東區走廊西行交通嚴重擠塞，4

條西行線有兩線須封閉，車龍一度延伸至東隧
出口，約1個小時後始解封。
車禍中被撞保時捷四驅車的車頭和車尾輕微

受損，車主表示有買保險，至於「追尾」客貨
車姓翁(29歲)男司機，則因頭頸及腳部受傷須
送院敷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天水圍一
住宅單位及九龍灣一建築地盤，昨晨個半
小時內先後發生火警，其中在天水圍天澤
邨，一部使用中洗衣機突冒煙自焚，女戶
主慌忙報警，幸消防員趕至迅將火救熄，
單位未被焚毀，亦無人受傷，初步不排除
是洗衣機電線短路導致火警。
洗衣機起火現場為天澤邨澤輝樓一單
位。女戶主姓楊(53歲)，在事件中並無受
傷。據悉肇事洗衣機已使用兩三年，近期
並未察覺有問題。
昨晨10時許，楊在廚房開啟洗衣機清洗
衣物，突聞到一陣焦臭味，赫見洗衣機冒
煙並有火光，慌忙切斷電源及報警。消防
員接報迅即到場，開動一條喉並出動一隊
煙帽隊灌救，約10分鐘後將火救熄，惟洗
衣機已嚴重燒毀，廚房天花及牆身亦被濃
煙熏黑，猶幸無人受傷。消防員經調查
後，不排除是洗衣機電線短路引起火警。
另外，九龍灣啟祥道11號一商業大廈地
盤，昨上午11時半亦發生火警。上址地下
存放的一批膠板突然冒煙起火，火勢迅波
及鄰近外牆的棚架並向上蔓延，一時間濃
煙滾滾，充斥刺鼻氣味，工人見狀立即報
警及自行疏散。消防員到場馬上開喉灌
救，約1小時後將火救熄，無人受傷，現
場有約10乘10米的膠板，以及約10乘20
米的棚架焚毀。
消防調查後初步認為火警無可疑，惟起
因仍需進一步了解。火警期間地盤有約30
名工人自行疏散到安全地點，啟祥道往淘
大花園方向交通一度要全線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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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員趕抵天澤邨澤輝樓迅速將火救熄。

保時捷釀3車串燒 東廊現車龍

■■東區走廊發生東區走廊發生33車串燒車串燒
車禍車禍，，保時捷四驅車遭尾保時捷四驅車遭尾
隨客貨車隨客貨車「「追尾追尾」」撞中撞中。。

油麻地廣東道547號廣興大廈對開，昨上

午11時08分發生墜窗毀車意外，一名59歲

姓梁裝修工人在樓上一單位清理物料，其間

疑開啟一扇鋁窗時，鋁窗突鬆脫墜樓，先擊

中樓下2樓一單位抽氣槽，再反彈墜下壓中

停泊在街上一輛私家車的車頭蓋，鋁窗應聲

反彈落地扭曲變形，玻璃碎片四濺，被擊中

的抽氣槽及私家車車頭蓋均凹陷損毀，猶幸

未有釀成傷亡。警員接獲被擊中私家車60歲

姓羅車主報案到場調查，迅在樓上肇事單位

拘捕該名工人帶署扣查，案件列作「高空墜

物」處理。 ■記者鄧偉明

天 降 鋁 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去年剛以15億元天價
易手的山頂白加道22號豪宅，前晚深夜被外籍住戶發
覺遭賊人潛入爆竊，一個夾萬被打開，經點算證實失
去總值約61.5萬元財物，警方已列作「爆竊」案跟
進。由於白加道有不少官紳富豪居住，政務司司長官
邸亦在該處，警方高度重視，正全力追緝竊賊歸案。

袁天凡夫婦去年售出賺13億
白加道22號是一座3層高花園洋房，1949年落成，

迄今已有67年歷史，大屋依山而建，佔地逾1.2萬呎，
樓面約1萬呎，另有約2萬呎的花園，維港美景一覽無
遺。大屋前身是比利時領事官邸，投資銀行家袁天凡
在2000年9月出任電盈副主席時，與妻以1.635億元購
入，及至去年再以15億元天價易手，折合實用呎價高
逾15萬元，創下全港最貴呎價屋地紀錄。袁天凡夫婦
持貨15年，勁賺13億元。
據悉，新屋買家是內地超級富豪，有傳是科網巨擘

阿里巴巴集團主席馬雲，近期有傳媒報道指馬雲購入
後擬將物業重建。惟亦有報道指白加道22號買家是有
「重慶李嘉誠」之稱的中渝置地主席張松橋。

瑞士銀行家華伯樂居現址
消息稱，白加道22號目前的住客是老牌私人銀行、

瑞士百達銀行(Pictet)財富管理亞太區行政總裁華伯樂。
華伯樂生於法國，能操多國語言，1980年代加入法國
巴黎銀行，辭職後轉投百達銀行。華伯樂亦熱愛中國
文化，曾在法國巴黎大學取得中國語文和文化碩士學

位，華伯樂以往接受傳媒訪問時曾表示視香港為家。
前晚11時許，上址59歲住客自外返家時發現住所遭
人搜掠，屋內抽屜被打開，一個夾萬亦被撬開，馬上
報警。經初步點算，事主證實共有總值61.9萬元的財
物，包括10隻共值30萬元的手錶、一批價值26萬元首
飾、一個價值9,000元的手袋及現金5萬元。警方接報
派出大隊人員在現場附近搜索可疑人，惜無發現。
昨上午11時許，警方再派員返回大屋附近視察蒐

證，其間大屋有人報警指屋外有「可疑人」出沒，警
員趕至時發覺多名記者在場尋找有利位置拍攝大屋，
相信只是一場誤會。其後警員進入大屋了解來去路
線。

四叔劉鑾雄等同為鄰居
白加道的豪宅業主非富則貴，資料顯示，恒地主席

「四叔」李兆基家族在2010年，由中建企業許世勳家
族手中，以18.2億元投得白加道35號大屋，每平方呎
樓面地價高達6.83萬元，事後興建3間獨立屋供家族成
員居住。華人置業主席劉鑾雄持有白加道31號A號及
D號，而白加道12號屋由立法會議員、萬泰集團主席
田北俊持有。
除了富豪名人外，白加道亦有不少官邸。白加道15

號為政務司司長官邸，11號是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司令
員官邸，而3號則為美國駐港總領事官邸。

■■33車連環相撞一度令東車連環相撞一度令東
區走廊嚴重塞車區走廊嚴重塞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商業電台首
席智囊陳志雲於2009年任職無綫電視業務總經
理時，與經理人叢培崑串謀收取11.2萬元利
益，兩人分別被判罰款8.4萬元及2.8萬元，律
政司早前表明不申請覆核判刑。陳志雲雖逃過
收監厄困，但他日前正式向終審法院呈交文件
申請上訴許可，務求推翻定罪。司法機構網站
顯示，終院已排期於6月29日處理該逾時上訴
許可申請，預計聆訊約兩小時。若終院批出許
可，控辯雙方即要展開「終極決戰」。

陳志雲申上訴
終院下月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