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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年年44月月2525日日（（星期二星期二））香  港  新  聞A7 ■責任編輯：鄺 民

當勞回家了：感謝市民信任
准10萬元保釋禁離港 聞判與妻相視一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煲呔回家了！因公

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被判監20個月的前行政長官曾

蔭權，在赤柱監獄服刑兩個月後，昨獲上訴庭批准讓

他以10萬元現金保釋外出，等候就定罪及刑期進行

上訴。曾蔭權昨傍晚辦妥保釋手續離開法院，表示懷

着感恩的心多謝市民對他的支持和信任，重申他會繼

續相信香港人。他表示特別敬重懲教署，待他與其他

在囚人士一樣不偏不倚、互相尊重，證明香港是有法

治的地區。至於曾蔭權涉及另一項行政長官接受利益

罪，案件已排期今年9月26日重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城門河
成為共享單車墳場。昨午再有一輛共享單
車被發現遭人拋落馬鞍山富安花園對出的
城門河支流，水警接報到場將單車打撈上
岸，列作刑事毀壞案跟進，暫未有人被
捕。這已是連續3天發現第五輛共享單車
被人拋入河內。共享單車所屬公司
GoBee.Bike創辦人表示，對多輛單車被
拋入河中感到沮喪，希望不要再發生此類
破壞社區及環境的行為。

租單車商戶：應非行家所為
再發現有共享單車被拋進河中的現場

為馬鞍山亞公角街近富安花園對開的城門
河分支。昨中午12時許，有市民透過共

享單車上的定位訊號到
場欲租用，卻發現該單
車已浸在河水中，遂報
警求助。警員到場證實
事件，遂通知水警輪到
來協助將水中單車撈起
處理。
有網民懷疑多宗共享

單車被拋落河，可能涉
及區內經營租單車生意
的人士。在大埔兩代經

營租單車生意的黃先生不同意是行內人所
為，因為共享單車放在露天公共地方，日
曬雨淋下會很快損毀，用不着行家犯險破
壞。黃先生指，內地不少城市已有共享單
車服務，同樣出現集體破壞的情況，今年
1月深圳蛇口亦曾發生500輛共享單車被
人破壞及堆放公園內的事件。
GoBee.Bike創辦人Raphael Cohen對有
共享單車被發現在河底，前日已發聲明對
事件感沮喪，並希望未來不會再次出現，
因為事件對社區和環境造成破壞。他並希
望市民能保護共享單車，支持更環保的香
港。共享單車公司發言人亦表示，會否加
強單車保安設施或人手巡邏，要再進一步
商討，目前未有定案。

■再發現有共享單車沉在城門河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少
女昨午乘小巴到青衣長亨邨對開落車後，
疑心急過馬路，竟直接自小巴車頭穿出橫
過，豈枓剛有另一輛小巴馳至，將其撞至
飛彈5米外墮地重傷，送院搶救後仍有生
命危險。警方調查後以涉嫌危險駕駛導致
他人嚴重受傷拘捕涉案司機。

心跳曾停 遭撞飛5米昏迷
被撞至重傷昏迷少女姓曾、21歲，救
護員事後趕至搶救，發現其心跳一度停
頓，情況極為危殆，經急送瑪嘉烈醫院搶
救後，仍未脫離危險期。
消息指，由於其手機在車禍中已損

壞，無法查看其聯絡人資料，警員未能即
時聯絡及通知其家人到醫院了解，需再透

過其個人資料找尋其親友。
意外現場為青衣寮肚路6號近長亨邨對

開巴士站，昨午近2時，一輛往來長亨邨
及荃灣西港鐵站的409K線小巴埋站落
客，現場消息稱，曾姓少女落車後即穿過
小巴車頭擬橫過馬路，此際另一輛小巴駛
至，收掣不及將曾女撞至拋起，飛彈約5
米外着地，頭部重創昏迷，涉事小巴車頭
凹陷，擋風玻璃碎裂，現場遺下5米長血
路及胎痕。

替更小巴司機涉危駕被捕
涉事姓鄧、69歲小巴司機據悉是一名
替更司機，他在現場接受警方調查後，因
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嚴重受傷而被捕。
警方正調查車禍肇因。

曾蔭權申請保釋日程
早上7時許 保安員在瑪麗醫院J座地下維

持秩序

早上8時 懲教署囚車到達醫院停車場

早上8時5分 由懲教署職員陪同登上囚車到
高院

早上9時32分 太太曾鮑笑薇在高院門外見
記者

早上10時 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開庭聽取
申請保釋理據

下午1時 宣佈休庭

下午2時40分 楊振權宣讀裁決

下午3時 曾鮑笑薇回家拿取丈夫護照

下午5時50分 辦妥保釋手續離開法院回家

第五輛共享單車遭扔落河蛋掟特首誤傷人 心療師上訴駁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行政長官
梁振英於2015年1月10日到沙田馬場擔任
頒獎嘉賓期間，一名在公眾席上的男子，
朝着梁站立的方向掟雞蛋，最終雞蛋掟中
一名馬會女職員粉臉，男子即場被制服拘
捕。案件經審訊後，掟蛋男被裁定一項普
通襲擊罪成，判處80小時社會服務令，被
告早前就定罪提出上訴，上訴庭開庭聽取

理據後，昨頒下判詞駁回上訴。
自稱心理治療師的上訴人曾卓謙（38
歲）指，原審裁判官衡量證據時不夠全
面，包括當時可能有其他人掟雞蛋。另外
又認為原審裁判官不允許辯方律師發問，
令他得不到公平審訊。
上訴庭在判詞中指，有足夠證據顯示曾
卓謙是朝着馬會女職員的方向掟出雞蛋，

裁判官是綜合考慮所有證據，才會裁定他
便是施襲者，包括事發時上訴人是站在女
職員的右邊、上訴人承認攜帶60隻蛋到
馬場但只有40隻收藏在背包，以及當嘉
賓行近頒獎台時，有人看到他掟出圓形物
體。
前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義工曾卓謙去年4

月在沙田裁判法院定罪判刑，裁判官確信
曾卓謙確有向感化官說過他不滿台上頒獎
人士，重申法庭尊重任何人表達意見的權
利，但絕不容許任何暴力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40歲無業
男涉於去年9月至10月，一個月內多達8次
在由機場開往市區的機場巴士上，偷竊上
層乘客放在下層行李架、無人看管的行李
箱逃之夭夭，失竊的行李包括手提電腦、
名牌手袋、潛水攝影裝備等，共值逾19萬
元。「機巴老鼠」欲第九次犯案時失手，
被尾隨並監視他的警員拘捕，被告昨在區
域法院認罪，法官痛斥其惡行嚴重影響香
港聲譽，重判他入獄40個月。
庭上透露，被告邢鈞有24次案底，其中9
次為盜竊，兩次屬爆竊。辯方指被告案發

時財困，一時貪心犯下本案，現已作深切
反省，承諾不再犯事。
辯方又稱被告已簽署器官捐贈卡，盼酌

情輕判。控方反駁9宗罪在一個月內發生，
每次犯案手法相同，可合理推斷被告是有
預謀犯案，並非出於一時貪念。

偷旅客行李影響港聲譽
法官判刑時指，本案罪行性質嚴重，比一

般偷竊有過之而無不及，對象均是剛抵港的
旅客及港人，他們的行李中不但有貴重物
品，更有個人物品及證件資料等，除了金錢

損失，對旅客來說更是極大麻煩，被告的惡
行嚴重影響了香港作為國際都市的聲譽。被
告有預謀犯案，為了乘客和巴士公司利益，
決定加重刑罰，阻嚇被告再犯。
案發於去年9月26日至10月26日間，9
名事主全部於抵港後在機場登上巴士。其
中一名事主案發時在上層望出窗外，見一
男子提着其行李下車，趕到下層時發現行
李已被偷走。車上閉路電視片段顯示被告
與另一男子一同犯案。
2016年10月26日警方在機場發現被告形
跡可疑，尾隨一乘客上巴士，監視下見被
告提走乘客行李下車，遂上前拉人。
案中失竊財物總值逾19萬元，事後警方
僅起回2.6萬元財物。

「機巴老鼠」屢偷行李重囚40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對熟悉
手機裝嵌的兄弟，利用網上商店的可退貨
服務，買入新手機即「偷龍轉鳳」拆去貴
價新零件，再換回損壞或平價零件後退
貨，拆下的全新零件再轉售謀利，半年內
犯案逾百次，估計獲利逾百萬元。警方接
獲受害公司舉報後追查，昨午掩至上水天
平邨將涉案兄弟及其母親拘捕，並起獲一
批證物。

藉網購漏洞騙款逾百萬
被捕一家三口包括一對報稱無業及自由
工作者的姓練兄弟（36歲及40歲）及其母
親（65歲），其中兄弟熟悉裝嵌電子產品
及維修，涉利用公屋住所作工場，將手機
拆解再裝嵌，其母因知情，同涉串謀詐騙

而被帶署扣查。
消息稱，涉案兄弟利用網上商店購物可

退貨服務的漏洞，不斷從網上商店購入新
手機等電子產品，貨到後即將手機內的顯
示屏、記憶體、晶片等貴重零件拆出，再
換上已損壞或過時的零件，裝嵌完成後再
向網上公司要求退貨退款。
受害公司不虞有詐，安排速遞公司回收

貨物並退款，疑人再將拆下的全新貴重零
件經內地轉售謀利。受害公司其後發現事
件有可疑，報警求助。
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接手跟

進，該科署理總督察譚汝禧指，疑人半年
內多次犯案，每次訂貨數十部，共計涉及
全新手機逾百部，涉款逾百萬元。
警方追查後鎖定上水天平邨天美樓一個

公屋單位，昨午5時許採取行動，掩至上址
拘捕涉案3母子，並在單位內檢獲18部全
新手機及電子產品的零件、用作「偷龍轉
鳳」的平價零件、裝嵌工具、4部手提電
腦、2部電話、1部路由器及1張用作訂貨
的信用卡等證物。

上訴庭昨批出的保釋條件，曾蔭權除了要交付10萬元現金，
亦要交出旅遊證件，其間不准離開香港，但就毋須到警署

報到。根據法例，傳媒不能報道控辯雙方在保釋聆訊中提出的理
據，以及法官裁決的理由。

一家人會議室高興相擁
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上午10時開庭聽取申請保釋理據，經過3
小時聆訊，下午約2時40分作出裁決，批准曾蔭權保釋外出等候
上訴。曾蔭權家人包括太太曾鮑笑薇、幼子曾慶淳、弟弟曾蔭
培、妹妹曾璟璇等，昨日均都有到庭旁聽。
曾蔭權聞悉保釋獲批准一刻，難掩興奮心情，轉過頭來與坐在
旁聽席上的妻子相視而笑，胞妹和曾蔭培妻子則相擁痛哭，隨後
一家人在法庭外的會議室高興相擁。
至傍晚5時50分，曾蔭權始辦妥手續步出法院。私家車特准駛
入法院接曾蔭權，其間有大批傳媒蜂擁而上拍攝，場面一度混
亂。

「好多心酸筆墨難寫」
曾蔭權向守候多時的大批傳媒感觸地說：「由於仍有很多訴
訟，我不方便講太多說話，希望你們諒解。我現在心裡只是感
恩，能夠跟我的家人團聚，能夠讓我好好地療養，可以有時間準
備很多場很複雜、很冗長的訴訟。」他表示現時仍有哮喘，說話
未必清楚。他感謝香港市民、朋友、同事第一時間寫信及卡慰
問，表達對他的支持、同情和信任，特別是信任他清白。
他特別指出：「我更敬重懲教署同事，在這段（服刑）時間，
就如對其他在囚人士一樣，不偏不倚，大家互相尊重，證明香港
是有法治的地區。」他表示「呢段期間有好多筆墨唔能夠寫出嚟
嘅心酸」，但他指「仍信香港人」、「愛我嘅香港」。
現年72歲的曾蔭權本月中因哮喘病發作，感到氣促不適，由
赤柱監獄轉送到瑪麗醫院羈留病房留醫。

昨早7時許，瑪麗醫院J座地
下，醫院保安員在場維持秩
序，並劃出記者區供傳媒採

訪。至大約8時，懲教署一輛囚車到達醫院停車
場，準備接載曾蔭權到高等法院。等了5分鐘，
架着眼鏡的曾蔭權步出停車場。他身穿深藍色西
裝、V領背心及戴上其招牌式深紅色煲呔，頭髮
比之前斑白，由數名懲教署職員陪同登上囚車。
曾蔭權太太曾鮑笑薇開庭前在高等法院門外會

見記者，稱感謝各界關心，指丈夫近日氣管病病
情反覆，期望能盡快一家團聚。

九G4護送回家
曾蔭權代表律師開庭前先到法院羈留室跟他會

面，曾蔭權步入犯人欄時面露笑容，精神不錯，
更向旁聽席上的家人飛吻，不過開庭45分鐘後，

一度要向旁邊的懲教人員索取哮喘噴霧，吸了數
下。
保釋申請獲批後，曾太先返家為丈夫拿取護

照，再由兒子把父親護照帶返法庭，9名G4早已
抵達法院候命。曾蔭權辦妥保釋手續後，其座駕
獲得特別批准，直接駛入法院大樓地庫LG6停泊
等候，讓他直接上車接送回家。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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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兄弟被帶署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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