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涉案南亞裔槍手被押返寓所搜查涉案南亞裔槍手被押返寓所搜查。。 鄺福強鄺福強 攝攝

旺暴案11被告轉介區院審
涉暴動刑毀等14罪 各人續保釋本月21日審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旺角暴亂後警方拘控多人，其中

11名涉案男女昨日在九龍城裁判

法院再提堂。法庭將兩宗案件合併

轉介區域法院處理，11名被告分

別被控暴動、刑毀等共 14 項控

罪，案件將於10月21日下午在區

域法院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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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11名被告分別為報稱侍應莫嘉濤（17歲）、
學生李倩怡（17歲）、清潔工人鍾志華（29

歲）、婚禮統籌員何錦森（27歲）、無業的霍廷昊
（23歲）、退休人士陳和祥（70歲）、物流工人鄧敬
宗（27歲）、無業的李卓軒（19歲）、電器技工林永
旺（21歲）、冷氣技工葉梓豐（17歲）及吳挺愷（24
歲）。

鄧敬宗准保釋 須守禁足令
此案10名被告繼續以原有條件保釋，第七被告鄧敬

宗早前因違反旺角禁足令還柙，法庭昨日批准鄧的保

釋申請，准以5,000元現金保釋。
其間鄧須遵守禁足令和宵禁令。除坐車經過以外，

不得踏入旺角禁足範圍，亦不可離開香港、須住在報
稱地址及每天到警署報到。
今年2月8日（年初一）晚上至9日（初二）凌晨，
激進分子策動旺角衝突，演變成大規模騷亂。騷亂者
堵塞馬路與警方發生推撞，警方其後以胡椒噴霧及警
棍驅散人群，騷亂者繼而用木板、磚頭、玻璃瓶、垃
圾桶等雜物攻擊警方，且縱火焚燒雜物阻擋警察推
進，其間有警員曾兩度向天開槍示警。
暴亂共釀成90名警員及35名市民受傷。警方至今

共拘捕86人，包括75名男子及11名女子，分別涉及
參與暴動、煽動他人參與暴動和藏有違禁武器等罪
名，多人已被落案起訴相關罪名。
其中，被控煽動暴動罪的「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

黃台仰及梁天琦，連同「美國隊長」容偉業等共10人
的案件，早前已在東區裁判法院完成轉介高等法院審
訊程序，案件將正式轉到高院審理。
案件一旦排期在高院開審，很大機會由陪審員協同

審訊，亦即不會由法官單獨審理旺角暴亂案。
警方早前曾稱，案件轉到高等法院審理，絕對反映

旺角暴動事件的嚴重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職業訓練局
（VTC）機構成員「青年學院」一名16歲男生，
昨日下午1時許在將軍澳景嶺路香港知專設計學
院上課期間，疑遭老師薄責後，突走到學院9樓
天台花園一躍而下墮地身亡，警方調查後相信事
件無可疑，正調查男生墮樓原因。網上一度瘋傳
有人事前曾被老師撕功課，惟消息指傳聞並不真
確。男生家人接獲噩耗趕到校園認屍，傷心欲
絕。
墮樓男生姓黃（16歲），與家人同住將軍
澳區一屋苑，他就讀職業訓練局（VTC）機
構成員「青年學院」職專文憑（珠寶設計與
工藝）課程。消息稱，有人6歲時已確診患
情緒病，多年被強迫症困擾，例如要不斷洗
手等。

不懂用Power Point挨罵
現場消息稱，黃在學院8樓上課期間，曾
因不懂得使用投影片簡報軟件（Power
Point）遭老師薄責，惟當時他情緒平靜無異
樣。
直到中午下課後僅約半小時，有人目擊黃

在9樓天台徘徊，曾上前喝止惜已太遲，據悉，
黃曾一度回望一笑，之後即一躍而下。
另有目擊學生指，事發前約兩分鐘才剛步經事

主墮樓位置，慶幸避過一劫。
職業訓練局發言人回應，指校方對事件深感難

過，並向男生家人致以深切慰問。院校的學生發
展處及學生輔導主任，會為死者親屬及其他有需
要的師生提供適切支援及輔導。

疑遭老師薄責 男生知專墮樓亡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熱線：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2 0000

■向晴熱線：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熱線：18281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海關昨日根據線
報偵破一宗涉嫌利用「點對點」技術，在本地網上
討論區分發多達1萬套懷疑侵權電視劇集，以收費
形式供人下載謀利案件，行動中拘捕一名相信為網
上討論區管理人的男子，另外檢獲一部電腦及6部
大容量硬碟機，總值約2.3萬元。海關不排除會有更
多人被捕。
海關早前接獲線報，指有本地網上討論區發放大
量侵權電視劇，當中有一成屬本地黃金時段熱門連續
電視劇集，另有日、韓、台三地熱門電視劇集。
海關經深入調查後，昨日下午搜查葵青一單位，
拘捕一名 25歲、報稱為合約程式編寫員的「版

主」。而檢獲的6個大容量硬碟機，每個容量為
8TB，共儲存逾萬個懷疑侵權電視劇檔案。

收會員年費368元 討論區定時播劇
海關版權及商標調查（行動）課監督方永佳表

示，涉事網上討論區實行會員登記制，會員須繳交
38元月費或368元年費，主要對象為海外華人社區，
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內地及台灣等。
而討論區板主就會利用「點對點」分享技術，每
日定時將剛播放僅四五句鐘的熱門劇集上傳討論區，
供已付費的會員無限量下載，但不會有直播服務。高
峰時期會員超過1,000名。

網播萬套劇集圖利「版主」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油麻地本周日（2
日）發生警員開槍制止斬人案。兩名中槍被捕的尼泊
爾籍疑犯為涉嫌向同鄉施襲者，被控有意圖傷人罪，
案件昨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控方指兩被告身體狀
況不適宜出庭，現正留院，故昨日缺席聆訊。案件押
後至本周五（7日）再提訊，其間兩被告還押伊利沙白
醫院羈留病房。
被告為Pun Mahendra（25歲）及Pun Binod（23
歲），兩人均為尼泊爾籍及持香港身份證。兩人被控
同一項有意圖傷人罪。控罪指，兩名被告於今年10月
2日，在油麻地白加士街及南京街交界，與其他不知名
男子意圖使Gurung Vishal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及惡
意傷害他。
另外，由於案中有人在逃，警方西九龍總區重案組
連日出動逾百警力，在油麻地區內搜捕涉案在逃者，
至昨晚終拘捕3名涉案男子。

警開槍案 重案再拘3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觀塘聯合醫院急症室
昨晨險因病人手機火牛短路引發火警。一名蹈海圖輕
生女子，獲救後在急症室接受觀察期間，竟擅用病房
電插座以濕水火牛為手機充電，致火牛短路冒煙，猶
幸未有引發火警，醫院毋須疏散，服務亦未受影響。
但有病人直言事件可大可小，醫院病人眾多，一旦發
生火警隨時造成災難。
疑以濕水火牛為手機充電致短路冒煙女子姓唐（37
歲），據悉，她昨清晨5時許在鯉魚門海傍道近三家
村碼頭與友人通電話期間，因不開心蹈海圖輕生，但
警員到場前已自行上岸。由於她全身濕透情緒激動，
須送往聯合醫院急症室檢驗。
到昨晨8時37分，醫院保安員報警，指有女病人在

觀察病房內用電插座為手機充電時，火牛突然冒煙，
消防員趕抵時煙已消散，並無起火。

疑用浸濕火牛充電肇禍
消防員證實冒煙的是一部三星S6型號手機使用的火
牛，機主正是蹈海企圖自殺的唐女，不排除有人缺乏
安全常識，用被海水浸濕的火牛為手機充電肇禍。
理工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鄭家偉表示，一般手機及
其配件，包括火牛沒有防水功能，由於該手機及火牛
曾被嚴重浸濕，故很容易出現短路，加上海水的導電
能力比淡水高，更易出現短路、冒煙，甚至起火。
鄭提醒市民，若手機或火牛浸濕，首要是關機，然
後拔出sim卡、電池，將手機或火牛放在乾燥地方待
完全乾透才重新使用，一般需時數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海關督察前
年9月購入馬鞍山單位後，簽約以17.5萬元
裝修，但涉被裝修設計公司追加報價單，至
裝修費大幅增至79萬案，昨於沙田裁判法院
續審。辯方指事主於案發後容許記者上涉事
單位進行訪問，或會影響刑事調查，事主堅
持不知海關正進行調查。
被告明思設計集團有限公司及其董事林沛

泉（47歲）各被控1項「作出屬誤導性遺漏
的營業行為」罪，是首宗涉違反商品說明條
例的裝修工程個案。
任職海關督察8年的事主蔡劍輝供稱，他
見被告明思設計的辦公室在馬鞍山中心設有
兩個舖位，擺了很多設計圖，其工作人員並
聲稱熟悉他所購入的翠擁華庭單位，故對被
告公司有信心，而且被告公司的報價比其他
裝修設計公司便宜2.5萬至12.5萬，故選擇
聘用被告公司負責工程。

辯方：曾解釋收樓才有準確報價
辯方指，被告林沛泉曾向事主解釋需要收

樓時，方可提供準確報價。又指蔡當時向被
告職員講述單位裝修時，沒有提及要「水電
重做，訂做新傢俬」，蔡並不同意，又指次
被告提及工程一般需時45個工作天，若超時
完成，公司會賠償蔡，讓他入住沙田麗豪酒
店直至工程完成為止。蔡又指出與妻子均無
主動提出要善用單位空間及改動間隔。
蔡接受辯方盤問時承認，他去年2月向消
委會投訴，消委會將案轉介至海關，海關在

同年4月首次與他會面，而蔡則於同年3月向傳媒披
露本案。蔡解釋指因當時已付了50萬元，希望能討
回款項，而被告公司向他發律師信，禁止他聘用他
人繼續工程，他為了令工程繼續，遂向傳媒披露事
件。
辯方質問蔡這有可能干預刑事調查，裁判官提醒

蔡可不回答令他自招嫌疑的問題，蔡則強調他當時
不知道海關會否進行調查。而蔡亦承認，前後共錄
取了7份口供，直至今年3月的最後一份口供，他才
向海關披露被告公司與其妻涉及一宗民事聆訊。
案件今日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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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運20人蛇
內地漁民囚3年半

學生擲標槍 跌倒受「槍傷」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杜
法祖）一名中
學男生昨晨10
時許在灣仔運
動場，參加學
校陸運會期間
發生驚險意
外，他在助跑
發力擲標槍時疑失平衡，連人帶槍跌倒地上，遭槍
桿擦傷眼角，幸經在場治理後沒大礙，其後送院作
進一步檢驗。
受傷男生姓楊（16歲），送院時左眼角有擦傷痕

跡。據悉，楊所讀學校昨日在灣仔運動場舉行陸運
會，楊參加標槍賽事，但前日曾身體不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以捕魚為生的內地
漢疑因失業急於賺快錢養家，不惜為2,000元人民幣
報酬冒險駕駛機動舢舨，運載20名南亞人經水路非
法來港，遭水警截獲拘控。充當蛇船「船長」的內
地漁民昨在區域法院承認「船上載有非法入境人
士」及「危害他人海上安全」兩罪，被判監3年
半。法官指偷運人蛇罪行漸趨猖獗，要求控方呈交
文件資料，為日後同類案件作加刑參考。
暫委法官高偉雄判刑時指，被告黃光豪（25歲）

今年3月18日駕駛的舢舨，結構雖然良好，但因運
載的人蛇數目多，包括20名來自孟加拉、印度等地
的南亞裔人蛇，各人抵港後皆申請「酷刑聲請」，
而偷運人蛇的舢舨有漁船導航，顯示有一定組織
性。
水警總區重案組督察陳立穎庭外稱歡迎法庭裁

決，有鑑於非法入境者人數增加，會先尋求律政司
意見，才考慮為日後相關案件作出加刑申請。

蹈海女「濕」充手機
聯合急症室冒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前行政長官曾
蔭權被控兩項行為失當罪，案件早前已完成交付
高等法院的程序，昨日再度在高院提訊。案件已
排期於2017年1月3日開審，將以英文進行，預
計審訊20天，控方早前透露共有26名證人。

官禁傳媒報道偏頗內容
主審法官陳慶偉下令傳媒不准報道任何對曾蔭

權構成不公或偏頗的內容，並下令只准報道案件
基本資料，如被告姓名年齡及職業、被告面對的
控罪包括修訂內容、控辯雙方大狀及律師姓名
等。陳官強調，違令者會視作藐視法庭。
71歲的曾蔭權的其中一項控罪，指他於2010年

至2012年間期，行會商討及批准雄濤（即後來改
名為「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數碼電台牌照
時，沒有申報他跟牌照申請者，主要股東黃楚標
商討租住深圳東海花園物業。
另一項控罪是指曾蔭權於2010年至 2011年

間，推薦設計師何周禮授勳時，沒有向特首辦秘
書長及授勳評審委員會等披露何周禮為他租住的
深圳物業進行室內設計。
曾蔭權與夫人鮑笑薇於昨日上午11時30分到
達高等法院應訊。
兩人牽手面帶笑容，惟面對記者提問包括心

情如何、會否支持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參選特首
等，都一概不回應。

曾蔭權案明年初審 料審20天

■海關展示檢獲的電腦及6部大容量硬碟機。

■警員圍封
墮樓現場調
查，並檢走
一個背囊。

■墮樓男生
家屬到學校
了解，各人
神情哀傷。

■■肇事男生事發時肇事男生事發時
所用的標槍所用的標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