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撬地磚拆路牌 旺暴男落網
家住油麻地公大生 疑途經受感染「即興」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杜法祖）旺角暴

亂至今約9個月，警

方鍥而不捨繼續追捕

當日暴亂滋事者，昨

晨再於油麻地文苑街

一單位，拘捕一名當

日在暴亂中涉嫌撬地

磚及拆路牌的公開大

學男生，這是警方自

旺暴以來拘捕的第八

十八名涉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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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九龍
灣啟德郵輪碼頭對開騎單車熱點，前
晚發生奪命車禍，3名熱愛單車運動青
年包括一對親兄弟，為單車賽備戰練
習期間，同遭一輛「P」牌房車迎頭撞
傷，其中一名兼任輔警的樹仁大學學
生，經約5小時搶救終傷重不治，其
胞弟及友人幸僅輕傷，肇事房車司機
事後被捕。死者家人傷痛之餘，仍不
忘按其生前意願捐出眼角膜遺愛人
間。樹仁大學對有學生在車禍中離世
深感惋惜。警方東九龍總區交通部特
別調查隊正調查意外肇因。

越線釀1死2傷 寶馬司機被捕
車禍現場為郵輪碼頭對開承豐道，
時速限制50公里，是本港騎單車熱點
之一。同遭房車撞倒3名青年，分別
為一對姓梁兄弟（23歲及20歲），和
他們一名24歲姓李友人，其中23歲的
兄長梁永漢重傷身亡，據悉3人熱愛
單車運動，常相約一起騎單車。
被捕掛「P」寶馬房車司機姓周（44
歲），事後通過警方酒精呼氣測試。
據悉，周與家人同住鯉魚門三家村，
涉案房車屬其所有，但他並非「新牌
仔」，相信「P」牌是為方便其新牌家
人而掛上。
事發前晚約10時40分，一輛掛「P

牌」寶馬房車沿承豐道向郵輪碼頭方
向行駛，至碼頭對開時，前方一輛單
車疑越線擬超越一輛私家車，寶馬房
車司機見狀疑亦尾隨越線爬頭，不料
撞向迎面駛至3輛單車。
現場消息指，其中梁永漢被剷上寶
馬車頭撼向擋風玻璃，再被拋至車後

路面，頭及胸重創昏迷，其單車亦撞
至嚴重扭曲變形，與他同行的三弟及
友人則僅手腳擦傷。警方至昨日下午
以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
拘捕肇事「P牌」寶馬房車姓周司機，
他其後獲保釋候查。

負傷胞弟泣訴：以後唔踩單車
死者家人昨日中午帶同祭品返回現

場路祭，其中父母疑傷心過度，需由
兩子攙扶安慰。而事發時同行的胞弟
更泣訴：「我以後都唔踩單車！」
魂斷輪下的梁永漢與父母及兩弟同

住慈雲山，三兄弟均熱愛單車運動。
據死者二弟梁永賢稱，兄長在樹仁大

學讀工商管理四年級，平日在快餐店
兼職，去年更當上輔警；由於他們已
報名參加本月13日在珠海舉行的單車
賽，故近日加強訓練，期望以最佳狀
態應戰，豈料遇上橫禍。
永賢續指，兄長及三弟在年初一場

慈善賽中分別獲得亞軍及季軍，故冀
明年再上一層樓。受到今次意外打
擊，胞弟及友人均會退出本月13日的
內地賽事。
永賢又指，父母受喪子之痛，惟兄

長生前支持捐贈器官，他在車禍中因
重傷，部分器官已不適合移植，但家
人仍考慮將他完好的眼角膜捐出，完
成其遺愛人間的心願。

遭「P」牌車撞死 單車男遺愛人間

被捕公開大學男生姓王（20歲），修讀
電腦，據悉他沒有政黨背景，與父母

同住油麻地文苑街25號文耀樓。消息指，王
事發當日途經現場，疑受現場氣氛感染「即
興」參與暴亂，其間曾撬路牌及地磚等。

押返寓所檢涉案衣物手機等
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O記）

探員，昨晨掩至文耀樓埋伏，趁目標青年落
樓時，即上前將其截停拘捕，隨後再押回家
中搜查，檢獲王疑在暴亂當日曾穿着的衣
物、手套、波鞋，以及一部載有暴亂當日照
片及短片的手提電話等，一併帶署扣查。
警方對上一次拘捕行動在上月18日，「O

記」探員掩至馬鞍山頌安邨，拘捕一名姓李
（25歲）專上學院男生，並檢獲兩支伸縮警
棍，他涉嫌暴動罪及藏有攻擊性武器被帶署
扣查。

今年2月8日（年初一）深夜至9日（年初
二）凌晨，有激進「本土派」組織，包括
「熱血公民」等成員，藉食環署人員在旺角
管理無牌熟食小販，製造暴亂。暴亂造成90
多名警員及35名市民受傷。

至今88人被捕 陳柏洋囚9個月
根據警方記錄，自暴亂發生後，警方迄今
已拘捕88名涉案者，當中包括77男及11
女，年齡14歲至70歲，有多人已先後被落
案起訴及上庭應訊。
首名涉案受審被告、「熱血公民」成員陳

柏洋，上月初已被裁定襲警和拒捕罪成、重
囚9個月，成為旺角暴亂首宗定罪個案。
其餘被控煽動暴動罪的「本民前」發言人

黃台仰及梁天琦，連同「美國隊長」容偉業
等共10人一案，早前更已正式轉介到高院，
並排期於2018年1月15日至5月14日審訊

80天。
另有11名涉案分別被控暴動、刑毀等共

14項控罪的男女被告，案件亦已轉介區域法

院審理。
警方早前曾指，案件轉到高等法院審理，

絕對反映旺角暴亂事件的嚴重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涉8年前
短短4天內連殺3名「鳳姐」、被判處終
身監禁的巴基斯坦裔囚犯，昨日清晨被發
現在大嶼山石壁監獄囚室以內衣上吊昏
迷，送院搶救無效不治，懲教署已將事件
通知警方，死因裁判法庭將進行死因研
訊。

涉奪3命 巴裔青年囚終身
在囚室自殺身亡囚犯Razaq Nadeem

（31歲），巴基斯坦裔。懲教署發言人
稱，一名因謀殺罪而被判入獄的31歲男
犯，昨清晨6時44分被發現在囚室，用內
衣繫於囚室鐵柵上吊自殺，懲教員發現後
即召喚支援人員到場為他急救，由救護車
送院搶救，延至8時23分不治。
據悉，在2008年，當年24歲已婚無業
的Razaq Nadeem，涉嫌該年3月14日在
元朗同樂街單位殺死35歲「鳳姐」史明蘭
後；翌日再於大埔懷仁街一單位殺死另一

30歲「鳳姐」孫秀敏；兩天後又在大埔廣
福道一單位殺死35歲「鳳姐」謝巧元。高
院終裁定被告罪成囚終身。

鳳姐連環殺手囚室上吊亡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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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愛向晴軒：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18281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
2466 7350

11月3日(第16/127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11月5日

頭獎：—
二獎：$772,660 （3注中）
三獎：$34,240 （180.5注中）
多寶：$26,20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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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社民連副主席
黃浩銘等人今年4月分別在港鐵站抗議加價，被
指沒遵照職員指示停止用大聲公叫喊及離開車站
等，其後社民連及工黨共6人被票控。其中黃浩
銘的案件昨日在觀塘裁判法院開審。
黃浩銘被指於今年4月7日，在港鐵荃灣站沒遵

守港鐵員工的合理指示及要求，停止使用揚聲器
廣播及離開荃灣站。同被控的社民連成員馬雲
祺，則於今日受審。
社民連及工黨等約十多人昨日到法院外抗議，

高叫「我有權示威，毋須港鐵批准」等口號，要
求港鐵減價及政府馬上回購港鐵。
黃浩銘庭外稱，若港鐵下次再加價，一定會再

到港鐵抗議。

涉港鐵站用「大聲公」
黃浩銘受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31歲中學男教
師因利乘便搭上校內3名女學生，先後約會她們
外出開房和看電影，趁機發生性關係或愛撫對方
身體，學校社工得悉事件報警拉人。涉案男教師
昨日在高等法院承認非禮以及與16歲以下女童非
法性交共8項罪名。
被告聲稱自己患上適應障礙症，感到焦慮及受

壓。法官將案押後至本月21日，待索取兩份精神
科報告及一份心理報告始判刑，其間被告須還柙
小欖精神病院。
被告在校內任教化學及生物科，案情透露，被

告前年開始與15歲女生Z拍拖，其間帶Z到南丫
島及梅窩開房，又在兩人家中發生性行為。
去年7月，被告向另一中三女生X稱，自己與

女友分手感傷心，X安慰他，二人擁吻並開始拍
拖。同月兩人結伴到又一城看電影，其間被告伸
手入她的衣服內摸她的胸部，又試圖伸手入褲內
非禮她，X按着他的手，之後提出分手。
事隔一個月，被告向第三名女生Y下手，相約
對方到其寓所看電影，其間非禮她，見她沒反抗
便進一步跟Y發生性行為。最後X向學校社工透
露而揭發案件。

鹹濕男教師
認狎3女生還柙

非法「佔中」示威者曾健超疑遭7名警
員毆打案，昨日在區域法院續審，庭上讀
出偵緝警長馬志其（譯音）的口供，馬指
當晚有參與錄影搜證，現場有逾千人聚
集，部分示威者走近警察封鎖線，面對面
挑釁警員，場面十分混亂。

控方證供披露，當晚負責拘捕曾健超的是第六
被告警員關嘉豪。
警長馬志其供稱，2014年10月14日下午1時他
與觀塘反黑組3名探員，包括第四被告劉興沛一
起在港島總部候命，劉臨時有事被調走，之後他
便再沒見到劉，直到下班回家看新聞時，才知有
事發生。馬謂除了劉興沛，他還認識第二被告高
級督察劉卓毅及第三被告警長白榮斌。
案發當日（10月15日），在黃竹坑臨時羈留中
心擔任接見室主管的警員林國智供稱，當日上午
6時10分，合共13男3女被捕示威者被帶到房
間，每人獲分配一個號碼，曾健超是第四十一
號。
現駐守東九龍總區衝鋒隊第一小隊的警員嚴家

禧作供指，他在黃竹坑臨時羈留中心當值期間，
有高聲提問「由誰拘捕曾健超」，約五六分鐘
後，一名自稱9008的便裝人員（第六被告關嘉豪
的警員編號）上前表示，是由他拘捕曾。案件今
續。 ■記者杜法祖

警長：示威者面對面挑釁
襲
曾
健
超
案

■多名傷者倒卧行車路上等候救援。

■死者家人帶同祭品返回車禍現場路祭。

■騎單車被撞斃
青年梁永漢。

網上圖片

灣仔堅尼地道一個重建地盤昨日下午發生罕見意外，有石
屎漿如下雨般噴出路面，多輛途經車輛無從走避慘成「泥
鴨」，部分車輛更遭碎石擊毀，一名女子手部輕傷。有目擊
者表示，途經上址時突聽聞「沙沙」聲，「好似落大雨
咁」，查看下發現是地盤噴出石屎漿，持續約 10秒。

■文、圖：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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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
商業罪案調查科為打擊不良財務中介
詐騙活動，昨日起展開代號「勇戰
者」行動，聯同港島總區刑事部突擊
搜查全港30多個辦公室和迷你倉，拘
捕25名男女，包括兩名集團主腦，以
涉嫌串謀訛騙及洗黑錢將各人扣查。

廿多人「中招」檢500萬現金

案中涉及廿多名受害人，年齡介乎
26歲至71歲，被騙金額多達1,100萬
元。警方相信已成功瓦解涉案犯罪集
團，取締集團旗下3間不良中介，不排
除有更多人被捕。
商罪科署理高級警司蘇敏娟稱，犯

罪集團於西九龍區活躍一段時間，涉
以假樓契協助事主向財務公司申請按
揭，從中收取高昂中介費。

警方檢獲超過500萬元現金、汽車、
名錶、金器及大批文件（見圖）。

警破騙千萬財務中介拘25人

■涉旺角暴亂中撬地磚拆路牌的公大學生
（中）在寓所被捕。 劉友光 攝

■探員展示在疑犯寓所檢獲的證物。
劉友光 攝

■騎單車遭撞斃青年梁永漢。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