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扑頭匪5句鐘劫兩夜歸人
箍頸漢後襲歸家婦事敗 男子隧道遇劫血流披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藍田廣

田邨及九龍灣德福花園附近的行人隧道，前晚至

昨凌晨5小時內接連發生扑頭劫案，猶幸兩名事主

傷勢均不重。其中一名夜歸女子返抵廣田邨時，

在電梯大堂遭匪從後箍頸並以硬物扑頭搶劫，女

子負傷拚命反抗呼救，嚇退劫匪力保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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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批黃之鋒
■以農業之名撐租霸佔物業

Mattew Wan：我想問，我下個月開始唔交租，你可唔可以過黎（嚟）
幫我反抗個業主？我個業主應該無恆（恒）基甘（咁）傻比（畀）我霸
6年先趕我走，所以我都幾急。一係，你幫我交住租先？

Matthew Chong：可唔可以幫香港人搶番（返）圓方對上個（嗰）D
（啲）漾日居，君臨天下同凱旋門，還香港人美麗的維多利亞港景觀？

■煽人犯罪，自己食花生

Edward NG：出咗禁制令，再去霸地就犯蔑視法庭罪，刑事罪行及留案
底。此網頁有鼓吹犯法之歉（嫌）。FaceBook 是否要注意吓呢？

Anthony CW Cheung：違反禁制令即是藐視法庭，犯法的。不要叫人
衝，自己鬆！

Sam Yu：宜（）家你想點？東北嗰單野（嘢），峰（鋒）哥你係第
一個閃左（咗）！

Si Wong：睇咗成朝cable（有線電視）新聞，都見唔到之鋒哥。

Tony Lau：叫人去犯法，蠢人俾政府控告，自己可以攞彩，Smart
boy！

Mna Yeung：嗱嗱聲呀，咪又做武術指導呀！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記者 鄭治祖

由於月初附近德田邨亦曾發生夜歸住客遇劫案，區內治安不靖令居民憂
慮，有區議員促請警方加強巡邏，防止罪案發生。（見另稿）

前晚10時許，一名夜歸39歲姓陳男子，途經九龍灣德福花園附近，啟祥
道與偉業街交界一條行人隧道時，突遭4名以口罩蒙面匪徒攔途截劫。事主
企圖反抗即遭人用行山杖襲擊頭部，當場血流披面，被搶去銀包內3,600元
現金及一部價值1,500元的手提電話。警員接報到場將傷者送院敷治，並在
附近一帶兜截劫匪，但無發現。
廣田邨遭扑頭行劫女事主姓李、44歲，送院時頭部雖無明顯傷痕，但感

到痛楚不適，要由親友陪同入院檢查。事發昨凌晨3時許，李女獨自返回廣
田邨廣雅樓寓所，在樓上電梯大堂遭一名男子從後箍頸，並用硬物扑頭聲
稱搶劫。
李雖遇襲，頭部痛楚難當，仍拚命掙扎反抗，並高聲呼救。匪徒惟恐驚

動住客報警，不敢停留空手逃去。李女驚魂甫定負傷跑回寓所報警求助。
警員到場即在附近一帶兜截疑犯，惜無發現，召來救護車將女事主送院治
理。

警查「天眼」追緝疑犯
警方將案列作「意圖打劫傷人」處理，正透過「天眼」（閉路電視）追

緝疑人歸案。
本月7日凌晨2時許，鄰近的德田邨亦曾發生夜歸住客遇劫案。當日，一

名25歲青年返回該邨德敬樓住所時，在18樓電梯大堂遭7名持刀匪徒制服
綑綁，搶去一部手機、銀包及4,000元現金，財物合共約值6,000元。其
間，匪徒更一度企圖將他押回住所搜掠，但因屋內有人知難而退，將事主
棄下逃去，事主其後鬆綁報警。兩宗案件目前均交由觀塘警區刑事調查隊
列作行劫案跟進，暫時無人被捕。

上世紀90年代，扑頭黨在本港肆
虐一時，受害人遇襲後輕則頭破血
流，重者性命不保，當時市民人心
惶惶，不知何時「中招」。1999 年
警方針對扑頭黨劫案，在全港不同

總區設立專責小組調查，惟因扑頭黨多從後向事主施
襲，緝兇蒐證甚為困難，以1999 年為例，全年發生
154宗扑頭劫案，當中3名事主不治，但只有17名疑
匪落網，當中14人被定罪，分別判監半年至6 年。
鑑於情況嚴峻，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提出，

希望檢控部門處理扑頭劫案時向法官要求加重刑
罰。至2000年5月，上訴庭發出判刑指引指為保障
公眾，扑頭劫案應轉介到高等法院審理，一經定
罪，量刑起點為判監8年。當法庭表明重判後，扑
頭劫案大減，但至今仍不時有發生。
近年較轟動的扑頭劫案發生於2010 年7月初，毛

妹芭蕾舞學校沙田分校校長徐滿芬（44 歲）在觀塘
授課後，深夜獨自返家途中遭扑頭搶手袋，徐頭骨
碎裂昏迷延至5天後死亡。涉案賊人翌年在高院承
認搶劫和誤殺罪，被判入獄10年。 ■記者 杜法祖

昔肆虐一時 重判遏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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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藍田區一個月內接連發生夜歸居民遇
劫案，廣田邨女居民胡太表示憂慮，會提醒家人小心提防，及盡量避
免出夜街。另一名居住該邨廿多年的廖太亦表示，甚少聽聞劫案發
生，而且該邨有酒樓食肆，即使入夜，環境也非很寂靜，但很少見有
警員在該邨一帶巡邏。
民建聯觀塘區議員柯創盛指出，廣田邨近年只曾發生數次入屋爆竊

案，治安尚算不錯，而明目張膽的扑頭劫案，只有昨日凌晨一宗，但
他對此感到擔憂。他昨日已聯同多名觀塘區議員約見警方，要求警方
保障居民安全，並盡快將賊人繩之以法，以釋街坊疑慮，警方回覆指
會加強巡邏。柯又向房署反映問題，要求署方增加保安人手，做好出
入大廈管制，有需要時安排保安員陪伴夜歸居民上樓。

區議員促警加強巡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於1995年創立的
連鎖式甜品名店「滿記甜品」，其西貢普通道總店
日前被業主入稟高等法院收舖。業主指雙方於2013
年3月簽約，以月租3.8萬元出租舖位予滿記3年，
租期於上月屆滿，惟滿記至今仍霸佔舖位，業主要
求法庭頒令滿記交吉。滿記發言人昨指上星期已交
租，可能存入支票與匯款時間有誤差，業主才未有
收到租金，並澄清滿記會續租總店舖位。
原告為西貢普通道10C號業主何愛娣，被告為滿

記甜品有限公司。入稟狀指，業主於2013年3月與
滿記簽約，滿記以月租3.8萬元續租舖位，租期至今
年4月。惟租期結束後，滿記至今仍霸佔舖位及拒
絕遷出。業主現要求收回物業，及追討滿記直至交
吉舖位時的租金，以現時市值月租5.3萬元計算。

業主入稟收舖
滿記稱會續租總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82歲老婦去年
遭電騙黨冒充中聯辦人
員騙去20萬元，負責登
門收錢的酒店女管房被
控兩項洗黑錢罪名受
審。控方昨在庭上播放

被告的警誡錄影片段，她聲稱自己都是受
害人，被指捲入洗黑錢活動，為求清白才
接受「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官指示為
國家辦事，兩度赴老婦寓所拿取公文袋。
案件今日續審。
30歲被告曾獻娣在警誡會面過程錄影中

指，去年5月下旬接獲快遞公司職員來電，
指稱她在福建泉州寄出的郵件因內有28張假
信用卡而無法送遞，後來電話轉駁往「公安
局」，自稱是公安的男子大聲說：「你的名
字及手機涉及一個龐大的洗黑錢集團，主腦
叫李春榮，先後多次匯款共258萬，而你則
騙了很多人，有些受騙人士已經跳樓死
了。」男子着她馬上親到泉州報案。

交出7000美元4両金匯款91萬
電話後來轉到「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劉

檢察官，劉要她兩天內返泉州受查，否則
派人到港直接將她拘捕，她否認牽涉勾
當。對方着她先交出92萬作為「優先調查
費」，被告便從保險箱內取出7,000美元、
4両黃金及一筆港幣，交給一名穿西裝的

「探員」，劉檢控官表明若調查後證實其清白，會
把款項交還，款項暫交監管局保管。
被告續指，她每日都要跟劉檢察官「保持通話」，
早晚作「安全匯報」，其後她又依從劉的指令，再把
三筆合共91萬多元的銀行存款匯去北京指定地方。
直至去年7月，劉把一張警察委任證傳送給她，着
她把委任證列印，再將自己相片貼上，更稱國家有任
務給她。去年7月24日她接命令，到案中老婦的跑馬
地寓所收取公文袋，之後她才知內裡是現金20萬元，
對方叫她抽起5,000元，把餘款匯去北京。同月29日
她再接指示到事主住所收取騙款時，被警員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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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基地產昨日派
人到粉嶺馬屎埔
村，張貼和宣讀高
等法院前日批出的
臨時禁制令，禁止

馬屎埔村一名前租戶及個別人等擅自
佔用農地及阻止收地。前晚，「香港
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在facebook號召
支持者到場「支援」，結果黃之鋒及
「眾志」自己潛水。不少網民留言，
批評黃之鋒煽動他人做「租霸」及違
反禁制令，「叫人衝，自己鬆」，令
人齒冷，又奉勸他不要再做「武術指
導」害人。
恒基地產代表律師在10多名保安
員陪同下，昨日下午到粉嶺馬屎埔
村的收地範圍，用擴音
器宣讀本周一法庭頒發
的臨時禁制令內容，指
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佔
據、阻塞，令其他人和
車輛不能進入該幅土
地，及阻礙原告人使用
該地方，都屬於違反禁
制令。
律師其後在收地範圍
村口的7,000呎農地鐵
絲網周圍多個位置，綁

上禁制令及相關法庭文件，又拍照記
錄。恒基派出多名保安員在多個出入
口把守。
十多名反對收地的馬屎埔村民及

「土地正義聯盟」成員則在馬屎埔村
留守，部分人更通宵紮營。他們稱會
繼續留守，又稱對恒基的法律行動感
到「憤怒」。
前晚，原來黃之鋒在其fb轉貼了有
關人等的「吹雞」帖子（見圖），號
召支持者到馬屎埔村「保衛東北，守
護香港」、「香港需要大家」等。有
網民就批評該名馬屎埔村的前租戶根
本就是租霸，揶揄黃之鋒不如協助市
區的租霸霸佔其他私人物業，有網民
更批評黃之鋒此帖是煽動他人犯法，

而更無恥的是，黃之
鋒昨日全程失蹤。按
「眾志」的「打卡」
習 慣 ， 他 們 例 必
mark 定人替他們影
沙龍相，但昨日「眾
志」及黃的fb均無打
卡，顯見他們意在煽
動他人，自己背後食
花生，成功了就搶光
環，失敗了也不痛不
癢，可謂無恥之尤。

之鋒煽人撐「租霸」叫人衝自己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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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塘大本型商場匯豐銀行櫃員機年初發生離奇失竊案，受聘護衛公司
僅5個月的解款員，取得櫃員機密碼及鎖匙後監守自盜，不消一分鐘即
開啟櫃員機偷走合共168萬餘元。事後卻因腳上所穿的一對Jordan 11
限量版波鞋洩露身份落網，他聲稱偷錢是準備與內地女友結婚及開小食
店。解款員早前在區域法院承認一項偷竊罪，昨被判囚26個月。

官批財政負擔大非求情理由
法官斥被告解款員文冠新（31歲）違反誠信，受僱於護衛公司卻利用公
司信任，有計劃地向客戶行竊，即使其聲稱有沉重財政負擔亦非求情理
由。案中大部分失款已歸還涉案公司，上周五再交還約40萬元人民幣，故
只有8萬多元實質損失。
案情指被告於去年8月受聘布林克香港有限公司為護衛員，事發當日被告
突請病假，當晚4名解款員運送4個錢箱，內有合共210萬港元及人民幣4
萬元，到油塘大本型商埸的匯豐銀行櫃員機更換。被告卻在半小時後偷走
其中兩個錢箱，銀行至翌晨才發現失竊及報警。
警方翻查櫃員機閉路電視，發現一名男子身穿黑衣黑褲及戴着連帽衫及
黑白色波鞋，取走兩個錢箱。警方從護衛公司閉路電視錄得被告在同月15
日上班時，都穿了同款同色的波鞋，並揭發被告犯案後經羅湖離港，警方
翌日在被告馬鞍山寓所將他拘捕。
被告警誡下承認因貪心及準備和內地女友結婚及開設連鎖便利店而犯
案，承認自己受聘該護衛公司5個月，並在半個月前已計劃偷取錢箱；案發
前一周，他知悉有關櫃員機密碼後，便決定策劃偷錢箱行動。

■記者 杜法祖

「自盜」櫃員機168萬
解款員判囚2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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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荃灣荃威花園巴士總站昨午發生雙層巴士「自
焚」事件。一輛停泊站內的雙層九巴車尾突冒煙，瞬間陷入火海，濃煙直捲半
空。站內多名車長雖一度用滅火筒灌救但不成功，消防員到場將火救熄，巴士
車尾及下層車廂嚴重焚毀玻璃窗爆裂，座椅燒剩支架，猶幸無人受傷。九巴正
調查起火原因，初步不排除是引擎短路過熱失火。

泊總站九巴自焚陷火海

■廣田邨街坊廖太
指，很少見有警員到
該邨巡邏。

劉友光 攝

■荃灣荃威花園巴士站雙層九巴噴火自焚。
荃威花園業主麥先生、盧先生、王先生提供

■發生扑頭行劫夜歸女子的廣田邨廣雅樓。
劉友光 攝

■有車長一度用水及滅火
筒企圖撲救巴士火警。

網上圖片

■柯創盛(右五)及多名觀塘區議員約見警方，要求加強巡邏。

■曾獻娣自稱亦
是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