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歲掟磚暴徒 生日獄中過
首宗旺暴襲警認罪個案 官批案情絕對嚴重須還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今年農曆新年旺角發生暴亂，至今已有90人涉

案被拘控。其中一名17歲快餐店店員於暴亂期間向警員掟磚，令警員左膝受傷

流血，他昨日承認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裁判官香淑嫻指案情絕對嚴重，將被

告還柙3周至明年1月9日，以取得被告感化等報告後判刑。今次為旺暴中首宗

掟磚暴徒認罪個案，辯方庭上透露，被告今天剛滿18歲，意味他須在監牢內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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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陳浩文，案發時在麥當勞快餐店做侍應，原被
控傷人罪，最後控方改控罪名較輕的襲擊致造成

身體傷害罪，陳認罪，承認今年2月9日在旺角彌敦道
襲擊警員王澤輝令他受傷。
案情指，當日約凌晨4時，軍裝警員王澤輝正在驅散
彌敦道的示威者，被告突然從人群衝出來，在距離王
約10米時，向他投擲磚頭。磚頭擊中王的左膝，令他
左膝流血及感到痛楚。王的同僚目擊襲擊經過，衝前
追截被告，以襲警罪當場拘捕他。被告在警誡下承
認，從新聞得悉警方拘捕示威者而「感到憤怒」，故
用磚頭掟警員。
被磚擊傷的王於當日出院，醫療報告指他左膝有1毫

米裂傷及輕微腫脹。控方確認他已復工，沒有後遺
症。
被告自幼父母離異，中三輟學後，原打算今年9月入

讀職訓局的建造業課程，但計劃因今次犯案而取消。
庭上，他呈遞父母及教會寫的求情信，並表明自己已

經知錯。

求情稱衝動 遭官駁斥
辯方求情時指，被告從網上收到信息，得悉警方在

旺角進行拘捕行動，響應網上號召聲援，承認一時衝
動才掟磚。辯方又指以其年紀，受人唆擺，他未必預
計和掌握到當時會是和平示威還是暴力行動。
香官反斥：「人哋嘅嘢掌握唔到，佢自己手腳掌握

到呀？」又稱案情絕對嚴重。不過，考慮到被告年
輕，先索取感化、更生中心、更生學校、勞教中心及
教導所報告，押後判刑。
今年2月8日（年初一）深夜至9日（年初二）凌

晨，激進「本土派」組織包括「本土民主前線」、
「熱血公民」等成員，藉食環署人員在旺角管理無牌
熟食小販而製造暴亂，造成90多名警員及35名市民受
傷。
根據警方記錄，自暴亂發生後，警方迄今已拘捕90

名涉案者，包括79男及11女，年齡由14歲至70歲，
大部分已先後被落案起訴及上庭應訊。首名涉案受審
被告是「熱血公民」成員陳柏洋，今年10月初在九龍
城裁判法院因襲警和拒捕罪，遭重囚9個月，成為旺角
暴亂首宗定罪個案。
第二宗定罪旺暴案於本月2日審結，補習老師陳宇基

因襲警罪被判囚3個月，廚師陳卓軒則因掟垃圾桶出馬
路被裁定擾亂公眾秩序罪成，判囚21天。

警：3案轉高院審 反映嚴重性
此外，多名分別被控煽動暴動等罪的被告，包括
「本民前」發言人黃台仰及梁天琦等人，早前已正式
轉介到區域法院及高院審訊。警方早前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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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友光、
杜法祖）九龍城發生兇殺案。一
名代客泊車、疑有黑幫背景男
子，前晚工作期間突遭3名大漢
拖入樓梯口拳腳交加，頭部12秒
內連遭9拳重擊昏迷，送院搶救
13小時延至昨晨終告不治。警方
不排除案件涉及黑幫爭地盤，調
查後閃電拘捕兩名疑兇，九龍城
警區重案組已接手調查，追緝另
一名在逃疑兇。稍後將安排法醫
驗屍以確定事主死因。
死者姓名何昌德（35歲），人
稱「阿德」，昨晚7時許，何的
父親及10多名友人到案發現場路
祭，何父上香時更一度跪地痛
哭。據悉何自幼由祖母帶大，惟
祖母數年前已離世，母親則被父
親趕走，故其生前與父同住秀茂
坪順利邨相依為命。街坊指「阿
德」身材高瘦，為人有禮，出入
會主動與街坊打招呼，工作期間
從未見他與人爭執，不明為何會
遭人重手監生打死。

死者友留言「一路好走」
有「阿德」的友人在facebook

留言：「一路好走，去到天國開
開心心生活。」
現場為九龍城太子道西452號

近城南道一大廈梯間。現場消息
指死者有紋身，疑有黑幫背景，
半年前開始在上址為食肆人客泊
車。涉案被捕兩名男子分別姓徐
（35歲）及姓余（21歲），昨日
凌晨先後在葵涌及黃大仙落網。
事發前晚約7時30分，何在現
場工作期間，突有兩名身材健碩
大漢出現與何口角，其間何被強
行拖入大廈梯口毆打，有人用手
扼住何頸，以便同黨連環重拳襲
擊其面部，短短12秒內何面部最
少連中9拳，終不支倒地昏迷，
兇徒再連踢其兩腳始施然離去。
何一名同事企圖阻止亦遭人掌

摑推開。整個毆打過程被途人以

手機離遠拍下。
警方當晚接報立即派員到場調

查，惟兇徒已逃去，事主頭、腹
受傷急送伊利沙伯醫院搶救，由
於腦部積血須施手術，惜延至昨
晨8時35分不治，警方將案改列
兇殺案處理，深入調查後，昨日
凌晨迅在葵涌及黃大仙區拘捕
徐、余兩人。
九龍城警區重案組探員昨日返

回現場調查，到附近商舖翻看閉
路電視錄影蒐證。
九龍城警區助理指揮官（刑

事）黃寶茵警司呼籲，任何人如
有資料提供請致電36617859與調
查人員聯絡。

9拳打死泊車仔 兩惡漢極速落網

樂蜀事故索償案
3死者家屬與旅社和解
2013年埃及樂蜀熱氣球慘劇導致9名港
人罹難，6名死者的遺產管理人入稟向原
名勝景遊的旅行社（現改稱瑞士旅業有限
公司）索償。案件昨日在高院進行提訊，
申索人一方律師透露來自同一家庭的3名
死者的遺產管理人，已與被告達成和解，

而其餘3名死者的索償則繼續進行。
已與旅行社達成和解的為死者何愛興、何愛

明、鄧玉玲的遺產代理人，據悉，3名已和解
者的賠償金額合共約1,000萬元。
其餘3名死者何愛英、蕭志文及關佩雯的家

屬則會繼續索償，案件尚待審訊。
申索人一方表示，上月收到旅遊業議會就死

因庭提出的建議回應，細閱後冀修改索償事
項，勝景遊一方對此沒反對。據悉修改事項
為，勝景遊挑選當地接待公司時是否已經違反
相關指引，案件押後至明年7月17日再提訊。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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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
法祖）灣仔警署今年5月發
生「閉門失竊」案，存放
在警署值日官夾萬的107萬
元保釋金不翼而飛，負責
保管夾萬鎖匙的值日官警
署警長昨日在區域法院承
認一項偷竊罪，被判入獄兩年。主審法官葉佐
文指被告夫婦都有賭博習慣，引致欠債逾百
萬，身為警務人員理應知道事件的後果。
43歲被告張偉倫（見圖）於1992年加入警

隊，今年11月被革職。出入境記錄證實被告盜
取保釋金後去了澳門，其後前往珠海。
今年8月1日被告向內地公安自首，他警誡下

承認因投資失利欠下20萬元，妻子亦在澳門賭輸
了20萬元，遂盜取保釋金，過大海賭一賭運氣，
看自己可否贏錢償還欠債，但在澳門輸光。
他透露妻子在2009年欠下賭債20萬元，自己

也投資失敗欠下20萬元，後來再欠賭債，向5間
財務公司借了101萬元及向警察部貸款2萬元。

警長偷107萬保金囚兩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今年初港大校務委員
會開會期間，時任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涉恐嚇校委
會主席李國章及擾亂秩序，案件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
續審。港大保安主任張憲君繼續作供，形容馮敬恩是
「壞學生」，在沙宣道會場外歇斯底里高喊「唔好畀
李國章走！隊冧佢」一刻，好似「成個人失咗控一
樣」。
張憲君作供時指，對馮敬恩印象普通，但認為馮也
有好的一面，不會因衝擊校委一事而憎恨他。之前馮
曾用「張憲君」的英文名加上粗口改花名，但張稱他
不介意。張指，事發時他站在主席李國章旁邊，馮敬
恩則在他們兩三米外大叫：「唔好畀李國章走。」

李國章曾稱：驚俾人打
之後張返回大樓向李國章及上司報告，李告訴他自
己很害怕：「驚俾人打。」另外，張憲君在檢查身體
時發覺腳趾痛，「被迫到周身骨痛。」他事後看校醫
獲批5天病假。

辯方資深大律師李柱銘質問張憲君，上周五出庭作
供時說話速度快，「你嗰日唸出嚟㗎？」質疑張在
「背書」。張回應指自己平時語速較快，作供時已放
慢速度，況且自己根本不喜歡背書。張又指自己做過
警察，之前曾出庭作供超過50次。
李柱銘再質疑，張與馮相隔兩三米，中間隔着四五

層人，張怎能確認看到馮？張回應稱：「真係望到
佢。」並指自己在馮敬恩未叫「唔好畀佢走！唔好畀
李國章走！隊冧佢！隊冧佢！」前，已看着馮所在的
方向，當其時馮「歇斯底里，就好似成個人失控咁樣
嗌出嚟，逐個字都聽到，其他嘈雜聲都掩蓋唔到佢
（馮）把聲」。指馮當時看似司令一樣，群眾聽到他
說話後加大力度逼向李國章。
李國章當時說出去「有問題」，要求報警。張報警

後等了5分鐘，見警察仍未趕至，出於心急，想讓校委
會成員快些離去，加上「愈夜會愈危險」，因此決定
試下能否出去。李柱銘質問張在知道危險性大，「連
警察都入唔到」大樓的情況下為何仍要試。張稱「試

就有機會」，上司及委員會成員皆同意出去，不後悔
當時的決定。
李柱銘質疑當天的示威事件其實與被告馮敬恩無

關，是由梁麗幗一行人組成的港大罷課委員會發起。
張答稱不知道，但亦不予否定。辯方要求證人在庭上
旁聽席中認出梁麗幗，張起初沒認出，辯方叫他再次
辨認，他觀看了一會終於認出。

保安主任批馮敬恩是「壞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假冒
官員電話騙案又回升，本港警方聯同內
地公安及西班牙警方，本月中成功在西
班牙3個城市搗破10多個涉及跨境電話
騙案的通訊中心，拘捕超過230名分持
內地或台灣證件的騙徒，初步調查相信
當中涉及假冒本港官員的電話騙案共有
數十宗，涉款逾1,000萬元；警方指集
團勾結地下錢莊，騙款會迅速轉往其他
戶口，令受害人難以追回款項。
警方表示，假冒官員的電話騙案去年

開始流行，本年初有回落跡象，惟8月
再次回升。騙徒今年採用的新手法包括
假冒入境處官員，以及誘騙本港受害人
到內地開戶口及匯款等。
有鑑於此，警方本月中展開代號「巨

石」反電話騙案行動，派出兩名探員遠
赴西班牙，參與內地公安及西班牙警方
主導的一項打擊跨境電話騙案行動，結
果分別在馬德里、巴塞羅那及阿利坎特
等地搗破10多個電話通訊中心，共拘
捕包括集團主腦在內230人。
警方相信，今次行動已瓦解一個針對

內地、本港及台灣的電話騙案集團，執
法人員正全力追查騙款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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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指搗破的跨境電話騙案集團中，被捕的
逾230人都是內地或台灣騙徒。 劉友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慈雲山及天水圍昨日
先後發生斬人案。一名男子昨日中午駕保時捷四驅車
在沙田坳道落車後，突遭兩名刀手伏擊，身中3刀命
危；另一名青年昨日午夜零時許駕車在天水圍濕地公
園對開行駛途中，遭一輛七人車撞尾，停下理論時遭6
名蒙面南亞漢揮刀斬至重傷。兩案兇徒所乘車輛事後
均被縱火毀屍滅跡，警方不排除兩案均涉黑幫尋仇，
分別由黃大仙警區反黑組及元朗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
接手調查，追緝兇徒歸案。
在慈雲山沙田坳道被斬傷命危男子姓林（42歲），
據悉是一名商人。案中兩名刀煞所乘逃走的私家車，
事後被發現在竹園獅子山郊野公園附近遭縱伙焚毀。
而在天水圍遇襲重傷青年姓鍾（23歲），昨日午夜

凌晨駕車載同女友人沿天葵路駛至濕地公園路遇襲。
兇徒所乘七人車，事後在距離現場兩公里外的天華路
與流浮山路交界縱火焚毀。

一天兩宗斬人
刀煞燒車滅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著名建築師
馬儉思夫婦遭3名蛇匪入屋擄劫案，多名重案組探員昨
日下午重返馬妻被挾持購買金飾的將軍澳東港城商場兩
間金舖，以及提款的銀行調查，索取閉路電視片段蒐
證。

被捕蛇匪今提堂
被捕蛇匪昨晚已被警方落案暫控兩項行劫罪、兩項非
法囚禁他人罪及一項非法入境罪，將於今日在觀塘裁判
法院應訊。兩名在逃懷疑「貴州幫」劫匪仍未落網，至
於馬儉思則疑飽受驚嚇不適，昨日沒有返回事務所上
班，估計要聖誕假期後始復工。

發生擄劫案的西貢碧濤花園，物業管理公司非常重視
案件，承諾會加強保安措施，包括與業主開會商討加裝
有刀片刺網、照明燈，以及聘請最少兩名曾受軍訓的尼
泊爾籍人員負責夜間巡邏等，防止類似案件再發生。
案發上周六（17日）晚上7時45分，3名相信來自貴

州的蒙面蛇匪，潛入碧濤花園馬儉思夫婦的獨立屋掠得
15萬元財物後，綑綁屋內一名菲傭，再將馬氏夫婦擄
上他倆的私家車離開屋苑。
其間菲傭自行鬆綁報警，警方馬上展開追捕行動，迅
速截獲馬氏的座駕，拘捕一名27歲蛇匪及救回馬妻，
並在亞公灣路尋回馬儉思。警方事後海陸空大舉搜捕其
餘兩名蛇匪，惜至今未有發現。

蛇匪入屋擄劫案 馬儉思受驚無上班

■探員昨日到擄劫案中蛇匪曾往購買金飾的珠寶店調
查。 劉友光 攝

■沙田坳道斬人案，涉案私家車在獅子山郊野公園被
縱火滅跡。

■探員重返城南道兇案現場，翻看附近店舖的閉路電視蒐證。

■■承認在旺角承認在旺角
暴亂掟磚襲警暴亂掟磚襲警
的陳浩文的陳浩文。。

■■張憲君張憲君（（左左））作供時形容馮作供時形容馮
敬恩敬恩（（右右））是是「「壞學生壞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正調查
香港今年入冬以來首宗外地傳入人類感染甲型
禽流感（H7N9）個案，該名75歲男患者早前
曾赴東莞，現正在北區醫院接受隔離治療，情
況嚴重。防護中心呼籲市民，無論在本地或外
遊期間，應時刻保持個人、食物和環境衛生。

長期病患 無去街市
該名75歲男病人有長期病患，上月28日曾

獨自到東莞常平，本月8日因胸口不適到當地
醫院求醫。翌日經羅湖返港，因出現咳嗽帶
痰、呼吸困難、流鼻水和胸部不適，由救護車
直接送往北區醫院。他的鼻咽拭子樣本經化驗
後，證實對腸病毒/鼻病毒呈陽性反應，對流感
病毒則呈陰性反應。
其後患者於上周六（17日）開始發燒，臨床

診斷為肺炎。病人採集的鼻咽分泌樣本經化驗
後，昨晚證實對甲型流感（H7N9）病毒呈陽
性反應。患者報稱最近沒有接觸家禽或到過街
市。他的家居接觸者至今沒有出現病徵，正接
受醫學監察。衛生防護中心正繼續追蹤了解他
在港期間是否有其他接觸者。

七旬翁赴莞染H7N9
入冬首宗外地傳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