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樓水錶怪盜又犯案
報警後再有銅喉被鋸 裝修工電線工具原封不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鄧偉明、杜法祖) 目無法紀！旺

角砵蘭街一幢唐樓，近一周3天之內遭人接連鋸走8個

水錶，導致住戶連日斷水，住戶雖兩度報警處理，惟盜

賊卻視警方如無物繼續犯案。昨晨有住戶再發現部分接

駁水錶的銅喉整條被鋸走或棄在地上，由於現場有屬於

裝修工人的電線及工具等原封不動，未有失去，警方正

調查賊人犯案是否單純為盜竊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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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香港健美運動員鄭
家達胞弟、健身教練鄭家威涉嫌在家中三度向同居
女友動粗，並用女友裸照脅迫她不要報警，復將她
禁錮，案件在區域法院審訊近一個月，已押後本月
6日才進行結案陳詞。惟案件尚未完結，女事主昨
已急急入稟區院向鄭家威提出民事索償。
38歲被告鄭家威案發時於香港一家大型健身中

心工作，他否認合共8項襲擊他人致造成身體傷
害、刑事恐嚇及非法禁錮等罪名。控罪指鄭於
2011年3月至2014年4月5日間，在長沙灣某單位
襲擊、刑恐及禁錮當時的女友。女事主庭上供
稱，自己當時是被告的下屬，兩人因被告有第三
者起爭執，其間遭被告掌摑、拳打臉部，致她
眼、鼻及嘴唇瘀腫和損爛。

恐嚇案未完結
女友先提民事索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已結業的團購網
站「蜂買」（BeeCrazy)，其香港經營商「一齊買
香港有限公司」，早前遭在澳洲上市的母公司En-
sogo Limited越洋入稟申請清盤。案件昨在高等法
院提訊，聆案官最終頒下清盤令。
BeeCrazy母公司Ensogo Limited今年6月透過澳

洲證券交易所發出通告稱，因業務急轉直下，有
裁員行動，並且不會再為東南亞、包括香港的業
務提供財務支援，有關營運部門將會關閉，估計
涉及貨款逾千萬元。有供應商隨即入稟本港小額
錢債審裁處，向Ensogo追討被拖欠的貨款。
今年6月22日起結業的BeeCrazy，過去為本港

團購網「龍頭」之一，總部設於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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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來先後被偷去水錶及水管銅喉
的唐樓位於砵蘭街185號，上址一

間正進行裝修的地舖、2樓一間髮型屋
及樓上6個住宅單位，昨晨仍受事件影
響無法恢復食水供應，住戶及商戶大感
無奈。水務署已臨時開放街喉予受影響
住戶取水應用，而至昨日下午已暫時為
當中4個單位重裝水錶。

有銅喉被棄警查疑非單純盜竊
昨晨9時許，有受僱水喉匠返回上址
唐樓後巷開工，擬接駁日前被鋸走的水
錶位銅喉水管，以便稍後水務署安排重

裝水錶，詎料再發現其中一條供應6樓
單位食水的水管銅喉，由地下延伸至2
樓外牆的一段不翼而飛，懷疑被人偷
去。另外亦有一截疑被鋸下的銅喉棄在
地上，不排除是盜賊遺下，遂通知住戶
報警。
警員到場調查，有住戶指現場地下裝

修中的商舖後門外，擺放有不少電線等
裝修物料及裝修工具，卻原封不動未有
被賊人偷走，情況令人費解。警方已將
案列作「盜竊」案跟進，調查賊人犯案
是否單純為盜竊而來。
本周日(28日)晚上，上址8層高唐樓

先後有3個單位，包括2樓一間髮型
屋，發現安裝在樓宇後巷的水錶遭人
鋸下偷走，無奈報警及向水務署求
助，水務署要求受影響住戶先自行僱
用水喉匠接駁好水喉，才會安排重裝

水錶工程。
詎料至前日(30日)早上9時許，再有
住客發現另外5個水錶亦遭人鋸下偷
走，再度驚動警員到場調查。不料昨日
再次發生懷疑偷水管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牛頭角道港鐵站對
開昨午發生奪命車禍。一輛七人車甫駛離玉蓮台停車
場，在路口即撞倒一名剛放學的特殊教育學校19歲男
生，他當場頭部重創送院搶救後不治。警方事後以涉
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罪拘捕肇事司機，並調查意
外原因。
死者姓黃×建、19歲，是家中獨子，與父母同住現
場附近。消息稱他就讀職業訓練局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該中心位於觀塘道487號，專為15歲或以上殘疾人士提
供職業訓練，以協助他們公開就業。初步相信王昨午4
時許放學後途經現場遭遇不幸。事後其父母接通知趕抵
醫院，得悉噩耗傷心欲絕，認屍時更失聲痛哭。

車頭泵把車身「裙腳」甩脫
現場為牛頭角道近牛頭角港鐵站對出，昨午4時38

分，一輛七人車從玉蓮台停車場駛出擬右轉往牛頭角道
西行線時，將一名過路青年撞倒。現場消息指青年被撞
倒後疑遭捲入車底被車輪輾過，頭及胸部重傷流出大量
鮮血。七人車車頭亦嚴重損毀，泵把及右車身「裙腳」
甩脫。
不少途人見狀上前合力抬車將事主救出，救護員趕至
將事主送院搶救，惜延至傍晚6時09分終不治。肇事七
人車林姓、43歲司機因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
亡」被帶署調查，七人車被拖走待驗。警方呼籲任何人
如目睹意外發生或有資料提供，請致電2305 7500與東
九龍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人員聯絡。
該區區議員兼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委員金堅女士指出，

現場一向交通繁忙，附近又有停車場出入口，經常出現
人車爭路情況，但現場附近設有斑馬線及行人隧道，建
議市民採用避免意外發生。

特教生放學 遭捲車底爆頭亡

■■警員及消防員在警員及消防員在
牛頭角道車禍現場牛頭角道車禍現場
調查調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青年遭七人車撞至當場重傷昏迷。 網上圖片

■途人對倒臥七人車旁的青年施援。 網上圖片

■住客指地下至2樓的外牆銅喉又被偷
去。 鄧偉明 攝

■日前被偷去的銅喉部分昨日已重裝。
鄧偉明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一對已達
談婚論嫁階段的情侶，男方聲稱於前年7月在
女方要求下，購買了一張原價5,000元、推廣
價500元的床褥，並需額外支付400元運費，
將床褥送到女方的家中。及後雙方關係破裂，
於去年3月分手，男方要求女方歸還床褥，惟
女方稱已將床褥處置。男方早前在小額錢債審
裁處向女方追討共6,200元，但申索遭審裁官
撤銷，他遂向高等法院申請許可提出上訴，法
官昨駁回其申請。
上訴人胡文亮，被告為其前女友丁躍雁，而
被告曾表示已將有關床褥處置，並向申索人歸
還400元運費。

證供認結婚大床應男方支付
高等法院昨頒下判詞，法官在判詞中引述原

審審裁官的判決，申索人胡文亮在證供中曾承
認，結婚的大床理應是由男方支付，以及申索
人與被告丁躍雁關係破裂幾個月後，才要求被
告歸還床褥。審裁官裁定該床褥是申索人送給
被告的無條件饋贈。法官認為，就本案證據而
言，審裁官可作出無條件饋贈的裁決。
法官並提及，床褥的原價雖是5,000元，但

這並不代表床褥的實際價值，而床褥送往被告
家中放存，只因申索人家中沒有地方擺放，故
被告毋須承擔400元運費，申索人的申索只局
限於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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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成39人死亡的南丫島撞船慘劇事故研
訊調查期間，海事處前高級驗船主任黃鑑
清（61歲）涉在宣誓下作假證供而遭起
訴，早前在區域法院受審後定罪，判囚15
個月。黃不服定罪及判刑，昨向高等法院
申請上訴許可，法官警告黃若許可不獲

批，他再嘗試向上訴庭申請又再失敗的話，法庭
可能會考慮加刑。法官聽取黃的上訴理據後，表
示需時考慮申請，押後作出判決。
申請人庭上質疑原審時出庭作供的證人誠信，

又指沒有任何誘因讓黃作假證供。控方回應指，
證人的證供一致，他們皆表示從未在船上見過兒
童救生衣。 ■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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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買」港經營商被頒清盤令

驗船主任申上訴
官警告或加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將軍澳隧
道公路昨晨發生車禍，一名鐵騎士駕駛綿羊仔
電單車沿將軍澳隧道公路往將軍澳，途中失控
撞壆翻車重傷，電單車被尾隨而至新巴收掣不
及撞倒，鐵騎士送院命危，警方正調查意外原
因。受事故影響，將軍澳隧道公路往將軍澳慢
線一度封閉，其間交通嚴重擠塞。
命危鐵騎士姓張、54歲，頭及手腳受傷，
被送往將軍澳醫院救治後，再轉送九龍伊利
沙伯醫院留醫，情況危殆。

事發昨晨8時許，張駕駛綿羊仔電單車沿將
軍澳隧道公路左二線向工業邨行駛，途至將
軍澳體育館對開橋面突失控撞及路壆，張當
場人仰車翻倒地受傷。當時，一輛新巴正沿
左一線駛至，車長收掣不及撞及翻倒的電單
車。
救護車到場將受傷鐵騎士送往將軍澳醫院搶

救，張送院時仍清醒，其後被轉送九龍伊利沙
伯醫院留醫，他因傷重未能接受酒精測試。
新巴63歲姓陳車長則通過酒精呼氣測試。

綿羊仔撞壆 鐵騎士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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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騎士
翻車後重
創躺在路
邊待救。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 中年內地婦聲稱不堪扶老
攜幼「一拖五」去旅行的壓
力，今年7月29日在一班由杜
拜飛往香港的國泰CX746航
班上，眾目睽睽下用橙汁潑濕
身旁一名空姐。
內地婦昨於荃灣裁判法院承
認一項普通襲擊罪，被告解釋
當日帶着兩位七旬長者和3名
幼童外遊，壓力太大致情緒失
控。裁判官考慮到事件中無人
受傷，判她罰款 4,000 元了
事。
案情指，內地婦許超禹（37
歲）在國泰航班上向空姐索取
多一份飛機餐給她的孩童，空
姐稱要待有多餘餐點才可供應
她，許婦隨即大發雷霆，空姐
其後給她一杯果汁。當時內地

婦手抱一歲半大幼童，幼童拿
果汁時不慎濺濕許衣衫，她一
怒之下奪過孩童手中的果汁，
潑向空姐。航機上有人目擊情
況報警，待飛機到埗後許婦即
時被捕。

求情稱一拖五外遊壓力大
辯方律師求情時指被告丈夫

在武漢任電訊業，月入5,000
元人民幣，由於得到公司資
助，故一家大細，包括兩名年
逾七十的長者，以及被告3名
年齡由兩個月至7歲的孩子一
同去杜拜旅行。
裁判官指普通襲擊案可被判

監，但考慮到被告認罪、無案
底，事主亦沒有受傷，故以罰
款處理，但罰款必須反映案件
的嚴重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曾
在東亞銀行中環總行當「揸𨋢 人」
的九旬老翁陳玉培，在其中5名子
女承諾每月輪流照顧他終老之下，
將名下 4個物業一半業權轉給子
女，但未夠半年陳便遭同住一室的
媳婦趕出家門。
陳玉培不滿子女違反承諾，早前

入稟高等法院要求頒令將轉贈契約
作廢。
高院昨裁定陳翁勝訴，5名子女

需將涉案物業業權交回老翁，並支
付父親的訟費。
法官在判詞中指各被告在獲得

業權後，只照顧了父親4個月，無
疑違反了當初許下的承諾，又明
知父親是以收租維生，各子女仍
不顧念父親的生計，剝削他的租
金收入。
原告人陳玉培退休前投資有道，

累積千萬家財，涉案物業分別位於
慈雲山萬寶大廈、華基大廈，以及

黃大仙的龍暉閣、寶發大廈。5名被
告子女分別是陳銳枝、陳銳成、陳
銳奇、陳秀琼及陳秀容。原告人有6
名子女，現時僅由三子陳銳權全時
間照顧。
原告人一方稱，他於2010年以合

共497萬元買入上述4個物業，除與
三子陳銳權同住慈雲山一個單位
外，其餘3個物業均出租。原告人
原本與三子銳權各持4個物業的一
半業權，但5名被告子女於2012年
10月承諾會負責他的生養死葬，一
個月後原告人決定將他本人所持業
權轉名予5名子女。

追5子女業權 揸𨋢 翁勝訴

橙汁潑空姐 內地婦罰4000元

■老翁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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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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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尖沙咀街頭昨凌
晨3時許，上演一幕恍如電影黑幫毆鬥情節的火爆
場面，兩批大漢互毆，一方不敵四散，當中一名
青年登上的士逃走，惟旋被3名大漢包圍打碎車窗
玻璃拉出狂毆。其間青年雖負傷突圍再登上另一
輛有乘客的士，但再被大漢追上打爆車窗，青年
被逼再度落車逃走，逃脫後始報警求助。事件中
一名的士女乘客無辜被碎片割傷，警方已列作
「傷人」及「刑事毀壞」案處理，並追緝3名惡煞
歸案。
被追打受傷青年姓李、24歲，他手及頭部受
傷，事後送往大埔那打素醫院敷治。至於無辜受
傷的士女乘客姓譚、20歲，她事後拒絕送院。

3煞打爆的士窗
拉出青年狂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