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九色魔半月狎兩女童
警追緝短髮瘦漢 家長：盡量減子女單獨外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東九龍近日有孌童色魔肆虐，不足半個月接連

在牛頭角及秀茂坪非禮最少兩名女童，秀茂坪警區重案組已全力追緝該名年約30

歲至40歲瘦色魔歸案。區內家長聞悉事件均憂心忡忡，紛紛表示要提高警覺，

看顧好年幼子女。「盡量唔畀佢自己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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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土瓜灣馬頭角道中國銀行
（香港）分行一部櫃員機，前日揭發被人安裝懷疑讀卡器及
針孔攝錄機。金管局已要求銀行提交相關調查報告，並指事
件雖然是今年首次接獲的同類報告，但會繼續密切留意同類
個案有否上升趨勢。

金管局促中銀交報告
金管局又表示，去年底本港所有銀行已因應當局要求，完

成更換所有提款卡及信用卡為晶片卡。由於晶片卡有較高的
保安技術，所以不法之徒難以製造假的晶片提款卡在本地櫃
員機使用。
同時，銀行亦須遵照金管局的監管要求，制定有效的風險

管理措施，例如安裝防讀卡裝置、經常巡查櫃員機的保安情
況、保留閉路電視片段等。
金管局提醒銀行客戶在使用櫃員機時要保持警惕，在櫃員

機輸入密碼時以手遮蓋鍵盤，並留意是否有人窺看。另外，
客戶亦要留意插卡口、鍵盤及其保護罩有否異樣，若發現可
疑交易或情況，應立即通知銀行。
銀行方面已就事件報警，警方列作「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

而取用電腦」案跟進，正追查一對可疑男女，暫無人被捕。
據悉，不法之徒未能及時取回犯罪工具，客戶應無損失。
中銀（香港）發言人回應指，事件已交警方處理，不便評

論。

一名曾任專線小巴司機男子，涉嫌昨日凌
晨在柴灣盜取其曾任職公司的一輛專線小
巴，擅往兜客營業，當其將小巴放回站頭
時，被站長當場截獲報警拘捕。其落網過程

被人拍下短片在網上流傳，片中見有人向站長苦苦求饒稱：
「只係想操熟手車。」最終不得要領。

偷車駛中上環兜客 賺百多元
被捕疑人姓楊（34歲），涉嫌「擅自取去交通工具」被扣
查。案中被盜的是一輛47M線（小西灣往柴灣港鐵站）的專
線小巴。昨日午夜零時司機收工後，將其停泊在柴灣小西灣邨
瑞龍樓對開站頭，然後在附近消夜，約50分鐘後折返時司機
發現小巴不知所終，其間司機通知同事，包括駕駛通宵線的小
巴司機四出尋找。約凌晨1時半，有司機表示在西灣河見到該
輛懷疑被盜小巴正在行走。
直至凌晨3時許，有人將被偷走的小巴駛返小西灣邨站頭，
司機及站長見狀立即上前守着車門，阻止車上一名男子逃走，
有人無法離開車廂，一度求情要求「畀次機會」，惟站長堅持
報警將疑人拘捕。
現場消息稱，被捕男子曾是該小巴線司機，但僅上工5天即
辭職。他表示偷車原因是想「操熟手車」，又聲稱第一次偷
車，其間有駛往中、上環載客做生意，並封了錢箱及報稱八達
通壞了，賺了100多元。

落網片瘋傳 疑犯求站長「畀機會」
疑犯落網過程被人拍成短片在網上流傳，只見疑人被困在
小巴內不斷求饒。片中可見小巴站長嚴斥疑犯：「你唔好走
呀，我老闆宜（）家報警，你又唔係我哋員工。」疑犯回
應：「我之前揸開。」站長：「你之前還之前，你宜（）家
唔係我哋夥計吖嘛。」
疑犯不斷向站長求饒「畀機會吖」，站長態度強硬回應：
「畀咩機會呀……你都夠膽喇你……你撞到人我哋搵邊個去
追究？」疑犯繼續哀求：「嗱，部車我交返畀你……我操車
咋……我揸開㗎，畀次機會，以後唔敢喇！唔好咁啦，唔該
你吖……唔好搞咁大件事！」站長終沒理會並報警。
一向駕駛該輛被偷小巴的早更姓黃司機表示，該輛小巴的
車鎖損壞，所以無上鎖，並指疑犯曾在該站頭工作，所以「知
道架車鎖唔到」。
有網民留言稱：「只係想操熟手車，就唔會封錢箱，又唔

比（畀）用八達通啦，當人傻仔咩！」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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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表示，本月10日及14日先後接獲兩名家長報
案，其中一名11歲女童是於本月初在牛頭角道被

人非禮；另一宗則剛在周一（14日）發生，一名8歲女
童在秀茂坪寶達邨附近被非禮。
警方經初步調查後，相信兩宗案件的色魔為同一人，

正追緝一名年約30歲至40歲男子，約1.7米高，瘦身
材，短黑髮。案件由秀茂坪警區重案組第二隊跟進。
消息透露，本月2日一名11歲小六女生放學後上補習

班，至下午5時許行經牛頭角港鐵站對開返家途中，被
色魔摸大腿，當時女生未有為意，至10日差不多同一
時間，女生又再行經上址，今次色魔得寸進尺，膽大包
天摸女生私處，嚇得女生飛奔回家告知家人並報案。

8歲女買雪糕 天橋遭摸私處
另外，8歲女童在本月14日下午5時許，與母親及一

弟一妹行至寶達邨商場，8歲女童表示要入商場買雪
糕，母親於是帶同年幼弟妹到秀茂坪道巴士站等候女
童，女童買完雪糕行經商場的行人天橋時，遭色魔非禮
撫摸其私處，女童慌忙跑往巴士站向母親講述事件，母
親即時報案。

警方呼籲，如市民曾遇上同類型案件，或就上述案件
有資料提供，請致電3661 6239與調查人員聯絡。
寶達邨內的公園平日有不少兒童玩耍，大多有家長在

場陪同，但居民多不知道邨內近日曾發生女童被非禮
案。有家長知道後直言：「真係好轟動喎！」，並表示
擔心子女安全，「會睇實啲囉。」又稱一定會向子女講
述事件，「盡量唔畀佢自己出街。」另一家長則稱：
「教子女保護自己，有咩事大聲嗌。」

怨警遲公佈 家長盼增巡邏
育有一名9歲女兒的居民陳太說：「梗係驚啦！始終
小朋友仲細。」認為警方太遲公佈事件：「關於人身安
全的事應該要即時通知，好讓人防範及注意安全。」她
表示會教導女兒不要接近陌生人，萬一遇上危險要高聲
呼叫找途人幫忙，又冀警方盡快緝拿色魔及加強巡邏。
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何愛珠表示，家長應教導小朋

友避免行走僻靜的地方，盡量行經大街及多人的地方，
最好避免自己一個在街上。小朋友獨自乘搭升降機時，
如遇到陌生或可疑人覺得不安全時，應該等多點人才入
升降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20歲公開大學男學生關迦曦，去
年12月於立法會二讀《2014年版
權（修訂）條例草案》期間，在
金鐘海富中心被警員搜出背囊內
有一公斤懷疑「煙霧餅」，內含
500克「氯酸鉀」，被控一項「管
有爆炸品」及三項「違反危險品
條例」罪，案件昨在東區裁判法
院續訊。裁判官聽畢控方舉證裁
定表面證供成立，案件押後下月
12日進行結案陳詞，被告選擇不
自辯。
昨日繼續由控方爆炸品專家證
人盧秉善作供，盧被辯方質疑他
在未清楚涉案「煙霧餅」內含的
化學成分時，就指煙霧餅是「煙
火物質」，是「逆向畀意見的方
式」，即先假定證物為煙火物質
再去證實。
盧秉善回應稱，自己是爆炸品

專家，對證物的化學反應有實際
觀察就足夠作出結論，不用確定
其化學成分。
炸彈處理主任黎遨遊的呈堂專

家報告則指出，證物在垃圾桶及
膠樽內都不會造成爆炸。然而病
理科醫生林衛國的報告則指，煙
霧餅內含的化學品「氯酸鉀」會
對人體造成傷害。
辯方律師質疑呈堂證物並非全

是當日海富中心所檢獲的完整證
物，因此再傳召前日已完成作
供、負責處理證物的女警王詠芝
重新出庭。辯方問女警其中一部
分包着「煙霧餅」的長條形報
紙，是否還在庭上證物中。
王稱，自己亦無仔細查閱包裹

着煙霧餅的報紙，而且報紙已被
撕開，她無法確認該報紙是否還
存留在證物當中，但就不同意涉
案煙霧餅證物不完整。

立會外藏煙霧餅 公大生表證成立 提款機被裝讀卡器
警緝兩男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009年外籍大律師葉祖耀
於灣仔區域法院為一宗詐騙案任主控時，在法院外遭人買兇
淋潑腐液，致左眼及面部受傷，成為本港歷來首宗司法人員
在法院外遇襲案件。警方事後拘捕多人，惟一名主要疑犯成
功潛逃內地7年後，最近在新疆落網，公安已通知香港警方
稍後將安排移交犯人。
消息稱，落網疑犯37歲，是案中關鍵人物，惟他被捕後否

認是案件幕後主腦。

離港後匿新疆 上月被捕
據悉，他離港後一直匿藏於新疆，以為可逍遙法外，直至

上月終被內地公安拘捕。
事發於2009年10月27日，時任律政司外聘檢控官的外籍

大律師葉祖耀（Neil Mitchell），出庭處理律師江漢銳涉及詐
騙逾千萬元一案。葉當日午飯休庭離開法院時，在法院門外
被人淋潑一杯腐蝕性液體，傷及左眼及面部，經化驗後證實
液體為稀釋的硫酸，幸經治理後無損葉的視力，律政司當年
強烈譴責狂徒暴行。
事發當日葉祖耀步落法院門外梯級時，兩名穿運動短褲、

約高5呎5吋、20餘歲男子尾隨從後掩至，各持一個凍飲紙
杯，內有啡黑色液體，左右夾擊潑向葉祖耀，他猝不及防，
頭額、左臉和眼部被潑中，兩兇徒得手後逃落樓梯，將兩個
紙杯拋入垃圾桶，然後狂奔逃去。
警方其後拘捕15名涉案男子，至今已有7人先後罪成入

獄，但案件主謀及動機至今仍未水落石出。

買兇腐液潑主控官
疑兇潛逃7年落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有逾三十年歷史的本地老牌
旅行社「關鍵旅遊」，今年3月復活節前夕宣佈全線結業，
兩個月前更遭入稟申請清盤。高院昨日開庭聽取清盤理據
後，正式頒令關鍵旅遊清盤。
呈請人鍾倩儀（譯音）是關鍵前僱員，聲稱被公司拖欠薪

金，今年9月向高院申請關鍵旅遊清盤，而早前關鍵亦曾因
拖欠11萬元裝修費而遭入稟申請清盤，幸而成功解決事件，
惟最終仍難逃清盤命運。
以「食得招積，住得舒適」廣為市民熟悉的關鍵旅行社成

立於1982年，由前電視藝員關鍵及上官玉夫婦攜手創辦。
關鍵旅遊最高峰時一度在港有近30間分店，其後因經營出

現困難，須大規模削減三分之二分店，至今年3月結業前只
餘下總店及6間分店。

高院頒令關鍵旅遊清盤

今年初旺角發生暴亂 ，有
超過80人被控以暴動罪，其
中兩名涉案廚師及補習老師，
日前分別被裁定一項在公眾地
方作出擾亂社會安寧行為及兩

項襲警罪表證成立，案件昨日在九
龍城裁判法院進行結案陳詞。辯方
陳詞時指出，被告有權以搬動垃圾
桶表達他的不滿，屬於有底線的抗
爭，主審裁判官香淑嫻押後至今日
下午裁決。
報稱廚師的陳卓軒（27歲）涉於

今年2月9日，將垃圾桶拋出彌敦道
行車線上，陳矢口否認「在公眾地
方作出擾亂社會安寧行為」的指
控。其代表大律師結案陳詞指，沒
有足夠證據顯示推動垃圾桶會影響

公眾秩序，反而是警員追捕首被告
期間引起群眾哄動。至於被告推垃
圾桶的舉動是否過激，超越了表達
自由的底線，則交由裁判官定奪。

質疑警有心隱瞞事實
面對兩項襲警罪的補習老師陳宇

基（20歲），被指同日在彌敦道襲
擊警長蔡國威及一位不知名警務人
員。其代表大律師結案陳詞稱，控
方證人蔡國威指自己用警棍打陳的
前臂，但參詳過陳的醫療報告，顯
示其前額受傷，而非手部受傷，質
疑蔡警長非誠實可靠的證人，另庭
上播放的影片「根本睇唔到（被告
陳宇基）打人」，質疑警方有心隱
瞞事實。 ■記者杜法祖

辯方聲稱推垃圾桶屬「有底線」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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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屯門
藍地青山公路昨日下午1時28分發生
奪命車禍。一輛校巴駛至近藍地大街
時，年近七旬司機報稱突然「暈一
暈」，之後校巴將一名婦人撞倒並將
其捲入車底，校巴繼而連環撞向停泊
路邊避車處的一輛運載石油氣危險品
貨車，以及一輛七人車始停下。被困
校巴車底重傷的婦人由消防員救出，
送院證實不治。肇事校巴司機涉嫌危
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捕，獲准保釋
候查。
女死者姓黃（56歲）；肇事校巴司

機姓陳（69歲）。
據悉，警方事後在校巴內檢獲懷疑

藥物，稍後會循司機精神及健康狀況
調查肇因。

現場消息稱，事發前有人在元朗坑
尾村停車場取回肇事16座校巴，隨後
空車沿青山公路向屯門方向行駛，擬
前往黃金海岸附近的哈羅國際學校接
載學生，惟途至藍地大街現場時，有
人報稱「暈一暈」，之後出事。
被撞的七人車姓李司機（50餘歲）

事後稱，事發時他停車在上址等候妻
子，與孫女同坐在後座談天，其間突
聞一聲巨響，發現座駕被校巴撞及，
甫開門落車查看卻驚見校巴車底有
「女人頭髮」，大驚報警。
現場一段青山公路雙線行車，左邊

路旁設有避車處，間中會有車停泊等
候。由於該處接近藍地大街，不少小
巴亦會在避車處上落客，不排除女死
者當時正在候車。

司機稱「暈一暈」校巴輾斃中年婦

■涉嫌偷小巴
男子（左）向
站長求情。

影片截圖

■■校巴撞倒婦人後校巴撞倒婦人後，，再撞再撞
向貨車和前面的七人車向貨車和前面的七人車。。

■■肇事校巴車底遺下大攤血跡。 ■■涉事校巴司機事後被捕。

■■11歲女童報稱在牛頭角道遭人非禮。■■寶達邨商場是色魔另一犯案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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