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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犯出獄扮「貴婦」劫時裝店露男相

警拘黑幫3男女 涉偷車撞足浴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將軍澳坑
口村一間足浴店，上周五(17日)凌晨遭人以
偷來私家車撞毀玻璃大門，警方事後經深入
調查，昨晨掩至將軍澳孟公屋村一間村屋，
拘捕3名有黑幫背景男女，包括一對情侶，
同時檢獲7把利刀，警方不排除撞閘案件涉
及金錢糾紛。

搜孟公屋村 起出7利刀
被捕2男1女包括一對情侶，年齡由22歲至

26歲，據悉該對情侶報稱無業，另一名男子
則在街市工作，3人俱有黑幫「新×安」背
景，租住將軍澳孟公屋村一單位不足一年，3
人同涉藏有攻擊性武器、擅自取去交通工具

及刑事毀壞被扣查。
消息指，上周五(17日)凌晨時分，涉事足

浴店突遭人駕私家車倒後撞毀玻璃門，至凌
晨3時許，有執行反超速行動的警員，在將
軍澳道往隧道方向設立的臨時快相機位前約
300米路邊，發現有人棄下一輛匙膽被撬過
的私家車，經追查證實該車早前在深水埗大
埔道被盜，並涉及足浴店的刑毀案件，交由
東九龍總區反黑組接手調查，不排除足浴店
因與人有金錢糾紛而遭人撞毀玻璃門報復。
至昨早11時許，反黑組人員根據情報突

擊搜查孟公屋村的目標單位，當場拘捕3名
目標男女，並起獲3把牛肉刀、3把開山
刀、1把長刀及1把木劍，全部帶署扣查。

淋液襲警 曾健超棄上訴
判監5星期 料今日入獄服刑

「梅媽」律師 與弟爭10億遺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非法「佔中」示威者、公民

黨前成員曾健超，2014年10月

在金鐘龍和道隧道上方花槽，將

有異味液體潑向下方正在執勤的

11名警員，去年5月經審訊後

被裁定襲警及拒捕罪成，判監5

星期。獲准保釋等候上訴的曾健

超昨日傍晚在 facebook上稱，

決定放棄上訴，今日上午到高等

法院辦理完有關法律程序後，就

會即時入獄服刑。

沙田個半鐘兩意外
六旬工人平台墮斃

曾健超在facebook上稱，經過深思熟慮
後決定放棄上訴，並說今早9時他會先

到高等法院處理所需法律程序，然後即時服
刑，扣減假期後或須服刑31天。

聲稱為自己行為負責
他聲言，由參與社會運動的第一日開始，

已有心理準備及知道抗爭是要付出代價的，
亦清楚明白當晚所作的部分行為為法例不容
許，自己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點我
從一開始都沒有否認，選擇放棄上訴並非軟
弱退縮的表現，希望大家明白。」
曾健超被指2014年10月15日凌晨3時20

分，在金鐘龍和道一處花槽用裝水容器盛載
的液體，向下淋潑正在執勤的1名警長和10
名警員，事後又抗拒4名嘗試制服他的警
員，被警方起訴1項「襲擊警務人員」和4

項「抗拒正當執行職務警務人員」罪名。在
九龍城裁判法院經審訊後，被裁定1項襲警
及2項拒捕罪成，判監5星期，但批准保釋
外出等候上訴。
主任裁判官羅德泉在判刑時指出，曾健超

求情時承認自己仇視警員才做出當晚的行
為，但這不是減免刑責的理由，被告由始至
終均沒有悔意，法庭有責任保護正當執行職
務的警務人員，曾健超的襲警行為與一般襲
警案有所不同，慣常的襲警都是針對曾與被
告「有過節」或發生過爭執的警員，但本案
遇襲警員事前並無接觸過他。

引發「七警案」社會回響大
羅官指，身為資深社工的被告，曾健超聲

稱淋液體是因不滿警方以過度武力對待「佔
中」示威者，但被告本人同樣欠缺克制，使

無辜的前線警員受害。被告向一班素未謀面
及無辜的警員施襲，更淋潑有異味之不明液
體，是對警員的極大侮辱及挑釁，案情近乎
向警員吐口水。被告將警員作為「出氣袋」
及「代罪羔羊」，罪行嚴重，有案例佐證應
判處他即時監禁。
被指襲擊曾健超而同遭刑事起訴的7名
警務人員，今年2月17日因「襲擊致造成
身體傷害」罪在區域法院被判監兩年，代
表次被告高級督察劉卓毅的資深大律師清
洪直言，本案最多判處緩刑，整件事是源
於「佔中」，但曾健超襲警只判囚 5星
期，而7警則判監兩年，主審法官杜大衛
的判刑屬過重，更犯下法律錯誤。7警判
刑後引發社會大眾及警隊內部極大回響，
警務人員發動大集會，同時籌款替7警尋
求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鐵港島線列
車昨晨上班繁忙時段驚現持刀客，一名疑有精神
問題的男子，竟腋下夾着一柄12吋長利刀，在筲
箕灣站施然進入駛往堅尼地城的列車，車內乘客
見狀大驚紛走開保持距離，並暗中報警。港鐵職
員接報亦不敢接近，沿途監視並向警方報告位
置，幸疑人一直未有進一步舉動，至灣仔站終有
警員趕抵登車，將「刀客」截停帶署，期間未遇
反抗，警方暫列作藏有攻擊性武器案，交由灣仔
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沙田排頭村及
瀝源橋昨晨1個半小時內先後發生工業意外，釀
成1死1傷，其中一名六旬工人在排頭村一間村
屋外牆工作台工作時，疑因支撐的鐵架鬆脫，從
6米高工作台墮落地面當場重傷昏迷，送院搶救
證實不治；另一名工人在瀝源橋進行翻新工程
時，由3米高位置失足墮下受輕傷，勞工處正跟
進兩宗事故原因。
連同工作台墮下重傷死亡工人鍾學麟(61歲)，

現場為沙田排頭村一間兩層高村屋，據悉上址早
前開始進行外牆修葺工程。
昨晨11時25分，鍾姓工人如常在約6米高的

工作台上工作期間，疑因部分支撐鐵架鬆脫，他
當場連部分工作台一同墮地，屋內49歲菲籍女
傭聞巨響走出查看，赫見他已重傷昏迷，立即報
警並通知外籍屋主。
救護員及消防員接報趕抵，將鍾送往醫院搶

救，惜已返魂乏術。其後鍾妻及兩名兒子接通知
趕抵醫院了解，鍾妻聞噩耗激動泣呼「唔會咁
㗎，佢唔會走㗎」，她因傷心過度，要安排臥床
休息。警員在現場調查後相信事件無可疑，列作
工業意外交由勞工處跟進。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指，懷疑涉事

的工作台應屬嚴重違例違規建築。工會職員準備
10萬元關懷基金協助家屬以解燃眉之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曾代
表「梅媽」覃美金處理其女兒梅艷芳遺
產案的律師區穎麟，退休後亦捲入自己
家族的爭產官司，昨日在高等法院就亡
父留下的10億元藍籌股票及物業遺產，
跟胞弟一家人對簿公堂。區穎麟作供
稱，父親生前已按心意更改舊有遺囑，
願將一半財產留給他，並非如弟婦和侄
兒兩母子所說，父親多番想與他斷絕父
子關係，令他不能分到遺產。
原告為區穎麟胞弟區玉麟的妻子蔡

寶珍及兒子區卓威。原告兩母子跟被
告區穎麟均聲稱自己手上的遺囑才是
真的。

指胞弟拿父錢成億幾
區穎麟昨在庭上供稱，父親區幹恬

於2002年立下遺囑，將遺產留給6名

孫兒，弟弟一家分到四份，他一家只
分到兩份，並不公平。父親是故意讓
他知道遺囑內容，目的是想刺激他。
區指遺產落在20多歲的孫兒手上並非
好事，因為未到他們的下一代便會全
部花光。區指他經營律師行已經要蝕
錢，下一代也一樣會蝕本。他承認自
己不能自立，要靠白手興家的父親提
供財政支持，但他指「家好多第二
代嘅仔都係倚靠老竇啫，第二代想白
手興家真係好難，呢個時代大學畢業
都係搵萬零蚊，又買唔到樓、又娶唔
到老婆，自己生活都唔夠。」
被告續稱，律師行生意蝕本，令他
欠下巨債，加上自己2002年中風需退
休，財政陷入困難，需將堅道物業按
押給銀行還債。他曾問父母索取金
錢，亦因此惹父母生氣，認為他在財

政上仍然倚賴他們，但區澄清：「我
使佢（父親）嘅錢都唔過一千萬，但
區玉麟（弟弟）就使老竇成億幾，我
攞嘅錢同佢攞嘅錢係小巫見大巫！」
原告一方律師質疑，區母之前的信
件曾提及，丈夫多次想與區斷絕父子
關係，令他不能分到遺產。被告區穎
麟不同意，澄清父親入住老人院後，
向他開出條件，包括要他結束律師行
生意，辭掉令他生意蝕本的趙姓職
員，以及每周做孝順仔探望他，只要
他滿足以上三大條件，就會更改遺
囑。他言聽計從照辦，父親後來果真
另立遺囑。他原想將此告知母親，但
母親卻不聽他電話。父親勸他不用告
知母親，遺囑可在他死後才公佈。
區穎麟解釋，父親未到最後關頭仍沒

打算將財產平分給兩子，實有苦衷，
「如果一人一半，兩個仔都唔會服侍
佢，佢就係要做到咁unfair，起碼另一
個仔會走去服侍佢。」聆訊今日繼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
名曾先後干犯持械行劫及綁架案、共
坐牢 28 年的悍匪，出獄後仍賊性不
改，前晚竟易服戴假長髮，穿短裙、
絲襪及高踭鞋扮女人，闖進中環鴨巴
甸街一間時裝店亮刀脅持女店員打
劫，惟對方受驚尖叫，驚動4名男途人
撞破案件。有人事敗落荒而逃，惟最
終被趕到警員拘捕。

兩宗劫案共入獄28年
涉嫌易服行劫被捕男子姓李(48歲)，報

稱任職清潔工，居住深圳，目前仍被警
方扣查。消息指，警方翻查記錄，揭發
其犯案纍纍，包括曾於1992年因5項搶
劫及1項無牌管有槍械及彈藥罪名，被判
監14年。
當中所涉大案包括持械行劫紅磡蕪湖
街周生生珠寶金行，案中悍匪更與警方
爆發追逐戰，數度擎槍指向警員，並向
的士開槍等，警方其後拘捕李及其餘3名
疑匪，李被判囚至2001年9月才出獄。
惟李出獄不久，又與人合謀行劫土瓜
灣一間金舖，但走漏風聲，被警方「飛
虎隊」先發制人，掩至土瓜灣道益豐大
廈一間賓館將匪幫拘捕，當場檢獲1支
手槍和3發子彈。
李被控無牌藏槍、藏有假槍以作犯
案及綁架客貨車司機等罪名，再重判監

禁14年8個月，至近期才出獄。

糾纏中假髮高踭鞋甩脫
前晚接近8時，一名穿短裙、絲襪，

蓄長髮，打扮成「貴婦」的疑人，進入
中環鴨巴甸街一間時裝店挑選衣物到試
身室試穿，稍後示意要求女店員協助。
傅姓女職員(20歲)入內協助時，對方

突亮刀打劫，女職員受驚叫救命，店外

有途人聞聲入店了解，與「貴婦」發生
糾纏，其間假髮、手袋及高踭鞋均甩
脫，一名姓黃(36歲)男途人內有約500元
的銀包跌在地上，露出男相的「貴婦」
即撿走逃去。
大批警員接報趕至在附近搜捕，終

在距現場約500米外的磅巷將疑人截獲
拘捕。事件中女店員右手指被割傷，
膝頭擦傷，需送院治理，協助制止劫

案的黃姓男途人亦報稱手痛，但在現
場治理後拒絕送院。
警方在現場檢走疑人遺下的一對高

踭鞋、一個假髮、一雙黑色絲襪和女
裝手袋，列作行劫案交由中區警區刑
事調查隊跟進。
遇劫的時裝店昨日照常營業，一名

黎姓女店員表示，受傷女同事已無大
礙，但因受驚仍要留醫。

怪漢腋下藏刀搭港鐵

■警方當年拘捕李姓男子。 資料圖片

■曾健超在非法「佔中」期間，將有異味液體
潑向正在執勤的警員。 資料圖片

■■警員在位於中環的遇劫時裝店警員在位於中環的遇劫時裝店
進行調查進行調查。。 鄺福強鄺福強 攝攝

■店內遺下賊人假髮及女裝手袋。 鄺福強 攝

■律師區穎麟（左）昨日在高等法院就亡父留下
的10億元遺產，跟胞弟一家人對簿公堂。右圖
為區穎麟弟婦蔡寶珍。 資料圖片

「熱血公民」副主席鄭
錦滿早前在圖書館拍片，
煽動支持者用「自己方

式」將簡體字書下架，昨日被警方拘捕並落案控
以「盜竊罪」，將於本周四提堂。
鄭錦滿去年4月在其facebook稱要發動「圖書館
戰爭」，煽動支持者將簡體字書籍「下架」，更拍
短片示範棄置及藏起簡體字書籍的「陰招」，包括
將簡體字書籍丟棄於垃圾桶及收在隱蔽地方，包括
書架與牆壁間的縫隙，及放置滅火筒的櫃內等。
鄭錦滿昨日發帖稱，「我無事，唔洗（使）擔

心，希望其他手足平安。」「熱狗」「Yuk
Wah Chan」聲言，「等咁耐先告！擺明×拉
啦！死黑警全家一齊生末期cancer！」「Billy
Ha」稱，「唔好再理香港，由佢死啦，走
啦！」「Qong Liu」則稱，「我都明架（㗎）
，所以更加支持陳雲國師的尋求政治庇護既
（嘅）主張 。」唔知鄭錦滿會唔會真係去尋求
「政治庇護」呢呵。 ■記者 羅旦

發動「圖書館戰爭」
鄭錦滿涉盜竊遭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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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員檢獲一批利刀武器。 鄧偉明 攝

■警方將涉案的2男1女拘捕帶署。 鄧偉明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