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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婦赴台求醫 撞車女死男傷

暴動3犯 還柙候懲
官指警方屢警告但人群拒散去 破壞社會安寧已構成暴動

在去年初的旺角暴亂事件，其中

5名被控涉嫌觸犯暴動罪行的激進

示威者，經在區域法院審理後，法

官姚勳智昨就案件作出裁決，其中

3名同被控一項暴動罪的被告罪成，3

人即時還柙，待8月7日聽取求情後判

刑。另兩人因證供不穩妥而脫罪，是首

次有涉暴動罪疑犯脫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頸掛5両金鏈 買餸翁遇劫

疑熟人爆竊 門鎖無損60手機被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
一名頸掛5両重、值約5萬元金
頸鏈的八旬翁惹來劫匪垂涎，昨
晨他路過慈雲山好運街市卸貨區
時，突遭一名男子從後一手扯去
其金頸鏈，事主因年邁行動慢，
欲追無從，惟有目送搶匪逃去，
事後由熱心街坊協助報案，警方
正設法追緝歹徒歸案。
被搶金頸鏈的事主姓陳（82歲），因年邁要以枴杖助行。

他透露被搶去的金頸鏈是他約10年前買入，重約5両，現市
值約5萬元，平日他無論在家或外出都會戴在頸上。
昨晨8時許，陳伯離家外出，途經毓華街慈雲山中心好運街
市的卸貨區時，突有一名年約30歲男子從後靠近，一手扯去
他的金頸鏈，得手後即轉身逃走，陳伯年邁欲追無從，只好
大叫「搶嘢呀！」，最終劫匪絕塵而去，事後由附近熱心街
坊協助報案，警員到場一度兜截，但已失去歹徒蹤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銅鑼灣一間開業不足4個月
的手機店，昨晨揭發遭人爆竊，經點算證實失去近60部新舊
手機，共約值10萬元，另外店內一個拖篋亦不翼而飛，相信
被竊賊就地取材用作裝走賊贓，由於店舖門鎖無損，警方不
排除是熟人所為。
爆竊案現場為銅鑼灣糖街15號至23號一間手機店，據姓楊

（40歲）負責人表示，4個月前才以短期租約形式租用上址經
營手機店，日前剛與業主簽長約，正準備再裝修舖面，因此
店內的防盜系統未有開啟，詎料即遭爆竊。
案發於昨晨10時20分，手機店一名女職員返回開舖時，發

現店內一片凌亂，收銀機被打開，飾櫃上多部手機不翼而
飛，懷疑遭人爆竊，遂通知姓楊負責人報警。

■老翁講述被搶金鏈經過。

五被告裁決情況
第一被告

第二被告

第三被告

第四被告

第五被告

註：控罪：5名被告於2016年2月9日（年初二）凌晨於旺角豉油街近花園
街交界，聯同其他人參與暴動

註：根據法例，參與暴動罪一經定罪，可判處監禁10年

資料來源：法庭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楊子軒（18歲，運輸工人）

羅浩彥（20歲，運輸工人）

陳紹鈞（47歲，無業）

孫君和（27歲，旅行社職員）

連潤發（25歲，工人）

一項暴動罪

一項暴動罪

一項暴動罪

一項暴動罪

一項暴動罪

罪成

罪成

脫罪

脫罪

罪成

5名被告依次為楊子軒（18歲）、羅浩彥（20歲）、陳紹鈞（47歲）、孫君和（27
歲）及連潤發（25歲)，控罪指他們於2016年
2月9日在旺角豉油街近花園街交界，連同其
他人參與暴動。其中第一、第二及第五被告暴
動罪成，法庭會為首及次被告索取教導所報
告，第五被告則索閱其背景報告，第三及第四
被告脫罪。
法官裁決時指，當日有逾百人聚集，有人戴
口罩、高舉硬物，用磚頭敲打欄杆，有人向火
堆投擲雜物等，場面相當駭人，警方曾多次作
出警告，但人群依然沒有散去，行為帶威脅性
及挑釁性，社會安寧毫無疑問已受破壞，亦令
他人擔心安危或財物會受破壞等，已構成暴
動。

官：衣着一樣難信是巧合
姚官裁定第一、第二及第五被告均有參與暴
動事件，其中第一及第二被告積極參與暴動，
手持玻璃瓶，但兩人一直戴口罩，以容貌確認
身份不容易，從衣着上觀察也必須非常準確，
即使類似衣物也不一定是同一人。但是片段中
第一、第二名嫌疑犯的衣着及外形，明顯都與

第一被告及第二被告一模一樣，「難以相信是
如此巧合。」
至於第五被告，法官接納相關警員的證供，
他看到第五被告在人群前排並掟磚，認為他有
份參與暴動。法官又指第五被告在書面口供中
亦承認掟磚四五次，且曾掟中警方的盾牌。
至於辯方提及當時有警員向天開槍，法官指

警方的防線已相當克制，向天開槍一事沒有詳
細證供提及，即使有警員開槍都是凌晨2時的
事，而案發於早上7時，已經相隔一段時間，
法官難以接納此理由。
法官姚勳智指，第三被告稱當晚全晚拍攝，
應對較為暴力的衝突比較有興趣，但卻在早上6
時許停機，沒有拍攝最後最大的衝突，認為他
在庭上沒說出事實，不接納其證供。但他與其
他人往花園街方向逃跑時，在一手持手機、一
手持磚迅速逃跑的情況下擲磚不是易事，法官
認為若他要掟磚應一早已做，不需等逃跑一段

時間後才擲磚，且當時混亂情況下難以肯定掟
磚的就是被告，故裁定其脫罪。
至於第四被告，法官指僅依賴一位警長的證

供，但其記事冊及證人供詞等有出入，法庭未
能肯定被告擲磚多少次，而警長亦是在一街之
隔遠距離觀察被告，法庭未能穩妥將其定罪，
故裁定他脫罪。

旺暴事件 57人已被提控
旺角暴亂事件共造成90名警員及35名市民

受傷。警方迄今共拘捕91名涉案男女，包括
80男及11女，最年輕只有14歲，最年長70
歲。
其中57人已被提控，罪名包括參與暴動、

煽動暴動、縱火、非法集結、襲警、拒捕、阻
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藏有攻擊性武
器、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有犯罪或
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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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清「佔」案 官准再押後審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

等20人，涉嫌在2014年非法「佔中」期間，於旺角「佔
領區」阻止警方及執達主任執行法庭禁制令清場，被控
刑事藐視法庭，其中黃浩銘等9名示威者否認控罪。案
件昨在高等法院續審。辯方認為有需要押後再向被告索
取指示，並希望控方盡早披露所有涉案資料。法官批准
再押後至今早再續審。
早前法庭透露，警方事隔三年找到新證據，內容包括

當時清場片段，辯方表示要就警方新提交有關片段，向各被
告索取指示。辯方又投訴警方遺失當中兩張記憶卡，卻沒有
令人滿意的解釋，指兩張記憶卡內的片段對辯方案情好有幫
助，要求警方再盡力尋找。但控方指在兩周前已知會辯方。
藐視法庭案的案情透露，當時有的士小巴團體及大廈業主

因受「佔旺」影響，分別入稟成功申請禁制令清場，至2014
年11月26日執達吏及警察按禁制令清理彌敦道時，案中20名
被告被指違抗法庭命令拒絕離開，最後被控藐視法庭。當中
有11名男女被告早前已認罪候判，包括黃之鋒、岑敖暉、周
蘊瑩、朱緯圇、張啟康、蔡達誠、司徒子朗、張啟昕、馬寶
鈞、黃麗蘊及楊浩華。其餘9名被告黃浩銘、朱佩欣、郭陽
煜、趙志深、陳寶瑩、關兆宏、熊卓倫、馮啟禧及麥盈湘則
否認控罪繼續受審。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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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被告孫君和。 資料圖片

■旺角暴亂案中的第三被告陳紹鈞。

■■左起羅浩彥左起羅浩彥，，楊子軒和連潤發楊子軒和連潤發。。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一對
到台北求醫的港人夫婦，昨晨乘飛機
抵台僅約1小時，在搭乘的士往診所
途中即遇上4車連環相撞車禍，事故
中港人夫婦及1名貨車司機受傷，其
中港婦送院證實不治，丈夫則受輕
傷，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已聯繫當地
有關部門了解情況，並派員到當地跟
進事件。
遇車禍喪生的港婦姓鄧（35
歲），現場消息指，她被救出時已無
生命迹象，疑似頸椎斷裂，頭皮有
10乘10公分被掀起，送院急救後證
實不治，同車受傷的丈夫姓梁（36
歲），他頭及耳朵有撕裂傷口，亦有
顱內出血現象，但仍清醒，需住院觀
察。
車禍中另一名傷者是姓吳（45
歲）當地貨車司機，他左大腿骨折、
肢體多處挫傷，送院時清醒。

抵台僅句鐘 原定即晚返港
消息指，梁氏夫婦昨晨9時許抵達
台北桃園機場，即截乘一輛的士擬往
台北市信義區一間婦科診所求醫，並

打算當晚10時許離台返港，豈料抵台
僅約1小時即遭遇橫禍，妻死夫傷。
事發昨晨10時許，梁氏夫婦所乘的

士沿中山高速公路北上，至近泰山路
段五股交流道附近時，突與兩輛貨車
及一輛貨櫃車發生碰撞。
據肇事貨櫃車姓葉司機透露，當時
其外側有兩輛貨車在減速車道行駛，
準備下五股交流道，其間該兩車先發

生碰撞，他扭軚閃避時失控撞及護
欄，在其後方的的士亦疑閃避不及失
事，但不確定是撞到貨櫃車還是撞到
護欄。
其後新北市消防局人員與警員到

場，先後將的士上受傷的男女乘客，
及受傷的貨車司機救出送院救治，惜
港婦傷重不治。當地警方表示，女死
者當時坐在後座，有繫安全帶，頭部

呈現後仰狀態昏迷，稍後將剖驗遺體
以確定死因。
至於港男則頭部、耳朵外傷，送醫
時清醒。車禍不排除與車輛未保持安
全距離變換車道引發。
香港入境處得悉事件後，已即時聯

繫當地有關方面了解情況及跟進，並
已派員前往當地醫院探望傷者，提供
適切可行協助。

■重傷港婦由的士內救上抬床時已陷昏迷，救護人員正替其急救。 網上圖片
■台北車禍中受傷貨車司機在車廂內
待救。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電
騙停不了，中學生亦中招！暑假伊
始，警方在短短6天內已接獲12名
中學生遭遇電騙案的報告，共被騙
35萬元。而最新一宗電騙案受害人
為一名21歲就讀理工大學的本地女
生，她前日往西區警署報案稱被騙
去3.8萬元。
警方同日亦拘捕一名21歲赴台就
讀的準女碩士生，懷疑有人趁暑假
返港，卻淪為電騙案收錢騙徒，她
最少涉及4宗騙案，共協助收取150
萬元騙款。
根據警方資料，在本月3日至9日
接獲的33宗「假冒官員」電話騙案
舉報中，共有12名18歲以下的中學
生墮入電話騙局，當中5人是海外留
學回港放暑假的學生。
至於今年首5個月接獲的374宗電
話騙案舉報，較去年同期增加 36
宗，損失金額近1.3億元，較去年同
期增加近2,500萬元。當中仍以「假
冒官員」的手法佔絕大多數，達到
253宗，較去年同期增加80宗。
最新一宗被騙的女事主是一名21
歲就讀理工大學的本地女生，她指
早前接獲一名操普通話、自稱是內
地海關人員的男子來電，電話之後
轉駁至另一名聲稱為內地公安的男

子，指事主涉嫌干犯刑事罪行，要
求她依指示匯款作為調查之用；女
事主遂於上周六及周日(15日及16
日)，先後匯款共約3.8萬港元到一個
指定內地銀行戶口。女事主其後向
家人提及事件，始懷疑受騙，並在
前晚7時許到西區警署報案求助。

每次報酬1.4萬 料涉四案
另外，警方在本月8日接獲一名19

歲少女報案，指早前接獲一名自稱
是政府部門人員的陌生男子來電，
聲稱她涉及一宗刑事案件，要交出
保證金候查，少女遂按指示，在葵
青區將5萬港元交予一名女子。
東九龍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後，

迅速鎖定一名目標姓劉（21歲）女
子，並在前日凌晨於天水圍區將其
拘捕，當場檢獲1.4萬元現金。
據悉，被捕女子從本港赴台灣就

讀，正計劃攻讀碩士課程，她早前
才放暑假返港，惟有人竟為每次1.4
萬元報酬，淪為電騙案騙徒，負責
外出收取騙款。
警方相信她至少與4宗在7月8日
至15日發生的電話騙案有關，涉及
騙款約150萬元。警方呼籲懷疑被騙
的市民盡快致電2726 6285與東九龍
總區重案組3A隊人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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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香港連場風雨下，荃灣老
圍村昨凌晨一幅面積約10米乘
10米、搭建在一座興建中村屋
外圍的棚架突然塌下，壓落毗
鄰露天停車場，一名正在停車
場欲取回車上物品的男子，疑
因當時戴着耳機聽不到異響，
走避不及被棚架擊中頭部，一
度倒地失去知覺，幸送院救治
後撿回一命。現場另有兩輛私
家車被壓中，輕微損毀。
被擊中男子姓陳(33歲)，頭頸
及腰部受傷，送院後回復清
醒，需留院觀察，情況穩定。
他表示是工程公司東主，住在

老圍村，被壓中的兩輛私家車
均是他所有，因為準備賣車，
於是將車上的物件逐一取走。
事發於昨凌晨3時許，荃灣老

圍路老圍村一座興建中村屋，其
外圍搭建的一幅約10米乘10米
的棚架，突然整幅倒塌，壓落對
開露天停車場內的兩輛私家車。
當時姓陳事主正站在兩車之間，
走避不及被擊中倒地。
據同行友人稱，當時因風雨交

加，事主又戴着耳機，疑因此沒
有聽到異響。事主則表示，事發
時已經收拾妥當，剛關車門上鎖
之際，突有物件壓下擊中其頭
頸，他隨即失去知覺。

聽不到塌棚聲「耳機男」遭扑暈

■村屋棚架
塌下壓中兩
輛私家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