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南亞裔鐵鎚黨又再出動，繼今年3月成功以大鐵鎚擊爆尖沙咀金至尊珠寶金行櫥窗，掠去

一枚價值526萬元鑽戒後，昨晨再有3名南亞匪公然以鐵鎚擊毀尖沙咀周生生珠寶金行櫥窗，20秒內掠去9件總值2,400萬

元的鑽飾，乘坐電單車逃去，過程被途人用手機拍下，警方事後在佐敦尋獲涉案電單車，又在九龍公園內檢獲一件相信是

劫匪逃走時遺下的約值100萬元鑽飾，油尖警區重案組已接手案件調查，呼籲目擊者或有資料提供人士與警方聯絡。

近年鐵鎚扑櫥窗玻璃劫案
日期

2017年
3月10日

2017年
1月28日

2016年
12月29日

2016年
1月8日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事件

一名南亞裔蒙面男匪徒，以大鐵鎚擊爆尖沙咀彌敦道金至尊珠寶金行櫥
窗，掠去一顆價值約526萬元鑽戒，犯案全程僅6秒。

兩名南亞裔男匪徒，用鐵鎚擊爆中環國際金融中心1樓Montblanc（萬
寶龍）的玻璃門及3個飾櫃，盜走逾40隻總值逾100萬元名錶。

4名男匪徒以鐵鎚擊毀銅鑼灣利園商場地下Chanel專門店玻璃門及飾
櫃，掠去總值200萬元貨物逃去。

5名男匪徒用鐵鎚犯案，擊爆荃灣如心廣場手袋專門
店「時尚站」側門櫥窗，3分鐘內掠走40個包括Hermès名牌手袋，總
值約200萬元。

劫案現場為尖沙咀廣東道30號新港中心周生
生珠寶金行。

蒙面匪揮15磅鎚砸爆櫥窗
昨晨10時許，兩名身穿深色長袖上衣、長褲，

分戴口罩、勞工手套、鴨舌帽和漁夫帽男子，帶
同一個手拖篋到達上址門外，突從篋內取出兩把
15磅重大鐵鎚，不發一言猛向櫥窗砸下去。
僅約6秒至7秒，櫥窗玻璃已被扑開一個約8

吋大缺口，匪徒隨即伸手入內掠去一批鑽飾。與
此同時，另一同黨則以手機致電接應的同黨，未
幾已見一名戴頭盔的男子駕駛一輛藍色電單車馳
至，手持鐵鎚的兩名匪徒迅速登車。一車3人沿
廣東道往梳士巴利道方向逃去，整個過程僅約
20秒。
據悉，當時有不少途人經過目擊劫案，有人

更即時用手機拍下過程，並懷疑3名劫匪均為南
亞裔人。未幾，大批警員奉召到場調查，證實無
人受傷。經翻看途人拍下的劫案片段後，警員分
頭在附近兜截，惜僅在現場金行門外檢獲劫匪留
下的一個手拖篋及一個紙袋。

3匪疑遮膚色穿長袖衣
油尖警區(刑事)李經晞總督察表示，經珠寶行

點算證實共有9件，每件由90多萬元至1,000萬
元的鑽飾被劫去，全部鑽飾總值約2,400萬元。
李經晞總督察續指，從片段中所見，3名劫匪均
穿上長袖衣物，相信是刻意隱瞞其膚色，現時仍

未能確定對方是否南亞裔人。而涉案的電單車，
初步證實是一輛失車。
昨日下午5時許，警方終在佐敦文匯街電單車

泊位發現該輛涉案電單車及一個頭盔，但車牌已
被人拆掉。
警方其後接獲市民報案，聲稱在九龍公園內

的香港文物探知館附近拾獲一件鑽飾，其後證實
該件約值100萬元的鑽飾與案有關，不排除劫匪
乘電單車經由梳士巴利道轉入九龍公園徑後，落
車經九龍公園分頭逃走，其中一人則繼續駛賊車

往文匯街棄車。大批警員其後奉召到九龍公園及
棄車現場搜索，惜無進一步發現。
消息指，遇劫的珠寶金行事發時剛開門營

業，職員正將珠寶鑽飾從夾萬逐一放入櫥窗。警
方正循犯案手法，如何處理贓物等方向展開調
查，暫未知是否與今年3月同區彌敦道金至尊珠
寶金行遭人以同一手法打劫的案件有關。目前交
由油尖重案組第一隊跟進。
警方呼籲任何人目睹案發或有資料提供人

士，致電36619351與調查人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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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鎚匪20秒搶2400萬鑽飾
3歹徒白晝鬧市扑爆櫥窗 有市民九龍公園「執到寶」

鄭錦滿偷書輕罰3000元 官斥自私愚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螳螂捕
蟬，黃雀在後。6名配備電槍、牛肉刀及私
家車的省港劫匪，前晚圖謀打劫尖沙咀香檳
大厦一間錶行，詎料4名內地匪徒甫抵錶行
門口，迅即被恭候多時的重案組探員制服，
隨後再於附近街道截停兩輛疑作接應的七人
車，拘捕兩名本地男主腦。6人被通宵扣
查，警方相信已成功搗破一個省港械劫集
團，從而阻止劫案發生。

兩港主腦招攬4內地人

被捕的6名劫匪，包括兩名本港男子及4
名內地男子，年齡介乎31歲至50歲。初步
顯示，兩名港男為集團主腦，4名內地人則
是非法入境者，分別來自黑龍江、吉林及湖
南省等地。他們全部涉嫌企圖行劫被捕通宵
扣查。
成為打劫目標的錶行位於金巴利道16號

至20號香檳大厦商場內，開業12年，案中
並無損失。
根據記錄，該錶行於4年前即2013年12

月29日，亦曾被3名省港匪幫以大鐵鎚擊毀
櫥窗打劫，其中一名本地及一名內地匪徒當
場被捕，被劫去的總值910萬元名錶最終失
而復得。
消息指，警方刑事情報科早前接獲線報，

指一個由省港匪徒組成的匪幫擬打劫該間錶

行，遂展開深入調查及部署。
及至前晚，情報顯示匪幫開始出動隨時落

手，情報科人員遂聯同西九龍總區重案組人
員掩至目標錶行外埋伏。
當晚8時45分左右，埋伏探員果見4名戴
鴨舌帽的內地男劫匪現身準備進入錶行，遂
一聲令下採取行動，當場將4名男子按在地
上制服拘捕，並在他們身上搜出2支約9吋
長電槍、兩把約19吋長牛肉刀，以及一批
索帶、手套等證物。探員隨後分別在金巴利
道及科學館道路截停兩輛七人車，拘捕車上
兩名本地男子，由於兩車均被套上假車牌，

警方相信是用作接應同黨用途。
現場消息指，錶行東主的母親張太案發時

正與兩名職員在店內，突驚聞店外傳來吵鬧
聲，步出查看赫見多名男子激烈糾纏，初時
還以為有人打架，連忙拉閘，事後才知店舖
險遭打劫，不禁抹一把冷汗。
警方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鄭麗琪女警司

(行動)表示，初步調查相信被捕疑匪落手前
曾進行「踩線」，至於他們有否其他行劫目
標，或涉及過往其他罪行等，仍有待深入調
查，案件目前交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第四隊
跟進。

6匪圖劫錶行 中伏門口落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學期伊始再有學生
輕生，令社會再次關注年輕人壓力問題。有調查
訪問有補習的高中學生，發現大部分人面對的最
大煩惱是學業，最大壓力來源是沒有信心應付文
憑試，而父母期許也是主要原因，有防止自殺機
構促請父母應多與子女作感受上的溝通，亦應着
重全人發展，而非只側重學業，機構又指有自殺
學生家長不知兒女面對壓力，呼籲學生不要隱藏
情緒及壓力。
調查機構「遵理潮指數」與香港撒瑪利亞防止

自殺會合作，於本年7月下旬至上月上旬以問卷
方式訪問了來自全港共1,624名中四至中六的補
習學生，了解高中生現時面對的煩惱來源、學業
壓力程度及如何處理壓力及情緒。
調查結果顯示，76%受訪高中生所面對的最大

煩惱是學業，而學業壓力主要來源，以10分為
「極大壓力」，平均分最高項目為約7.8分的
「沒有信心應付文憑試」，超過230人評此項目
為10分。而「擔心日後的就業出路」及「希望可
考入心儀學系」平均分則分別為約 7.78 及約
7.74，排在第二及第三位。

「父母期望升大」亦成主要壓源
「父母期望考進大學」也是受訪高中生主要壓力

來源，達偏高水平的7.3分。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
殺會總幹事曾展國表示，父母應多與子女作感受上
的溝通，亦應着重全人發展，而非只側重學業，削
弱家庭作為子女避風港的角色，反令學生壓力「爆
煲」，家長亦不應將子女與其他人比較。

此外，有超過40%受訪者面對學習壓力時不會
找人傾訴及求助，主要原因為覺得沒有必要、不
想麻煩別人及不想別人知道。曾展國形容情況為
警號，指學生不尋求援助可能令問題不能得到解
決。他指曾有自殺學生家長不知兒女面對壓力，
呼籲學生亦不宜隱藏情緒及壓力。
在選擇向認識的人傾訴及求助之學生中，大部

分傾向尋找朋友，曾展國認為是「幾大問題」，
因為同儕未必懂得如何幫忙，分析指可能部分學
生覺得學校「只着重成績及操行」，建議學校照
顧學生在兩者以外的需要。
本年度開學時接連有學生自殺引起社會關注，

曾展國表示看不到本年學生自殺數字特別高，可
能是個案集中在同一時期發生引起關注。
他指，機構的網上聊天室及求助熱線接獲的個

案數字都有上升，但熱線個案中年輕人所佔比例
由約20年前的20%降至現時的約5%，反映年輕
人溝通方法有變。

76%高中補習生 最煩惱是學業

■曾展國（左）表示，父母應多與子女作感受上
的溝通。右為梁賀琪。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過去4
個月本港已錄得4宗日本腦炎病例，
當中3名患者的感染源頭與天水圍有
關。民建聯於當區進行問卷調查，發
現市民對日本腦炎認知不足，如有
47%居民不知日本腦炎患者康復後，
仍有機會出現嚴重後遺症，僅有25%
人知道接種疫苗可以預防日本腦炎。
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指政府要加強對市
民宣傳日本腦炎，又表示將向政府爭
取資助區內居民接種日本腦炎疫苗。

近半不知或出現嚴重後遺症
民建聯於上月下旬在天水圍5條屋
邨進行問卷調查，成功就區內居民對
日本腦炎的認知訪問974人，雖然有
78%人表示聽過日本腦炎，但只有

15.1%人知道病毒經三帶喙庫蚊傳
播，有41.1%人誤以為白紋伊蚊是傳
播媒介。另有47%居民不知日本腦炎
患者康復後，仍有機會出現嚴重後遺
症。
此外，不足25%人知道昏迷、神志

不清或頸部僵硬是腦炎病徵，只有
13%人知道目前未有針對腦炎的特定
治療方法，亦僅有25%人知道接種疫
苗可以預防日本腦炎。
調查也有觸及區內蚊患狀況，73%

居民每周會被蚊子叮咬至少一次，當
中28%每周被蚊叮數次、21%每天都
會被蚊叮咬。另有29%人身上同一時
間曾有至少10粒「叮痕」，5%人更
有20粒或以上。31%受訪者表示區內
蚊患嚴重或非常嚴重，另有62%人會

考慮接種疫苗。
家庭醫學專科醫生朱偉星引述世界

衛生組織建議指，疫苗是預防日本腦
炎散播有效和無可替代的方法，現時
新一代的日本腦炎疫苗，適合9個月
以上幼童及成人接種，而臨床研究顯
示，9個月至18個月幼童接種1劑疫苗
28日後保護率超過99%，成年人接種
5年後保護率仍高達87%。
梁志祥指政府要加強對市民宣傳日

本腦炎，特別是從學生及家長入手，
不要只在腦炎個案出現才清潔社區。
他續指，將聯絡食物環境衛生署，冀
對方加強處理蚊患問題，又表示將向
政府爭取資助區內居民接種日本腦炎
疫苗，並已向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
德義反映。

僅25%圍城人知接種可防日腦炎

■民建聯調查發
現市民對日本腦
炎認知不足，梁
志祥（中）表
示，將向政府爭
取資助區內居民
接種日本腦炎疫
苗。

香港文匯報
記者文森攝

9月19日(第17/110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1,508,730 （0.5注中）
三獎：$49,670 （81注中）
多寶：$8,754,365

下次攪珠日期：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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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書罪成的鄭錦滿，被裁判
官批評行為自私和愚蠢。

■珠寶金行櫥窗被匪徒用大鐵鎚打爛。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遇劫的周生生珠寶金行遇劫的周生生珠寶金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攝

■■有途人拍下有途人拍下33
名劫匪駕乘電單名劫匪駕乘電單
車逃走一刻情車逃走一刻情
況況。。 讀者供圖讀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熱血公
民」副主席鄭錦滿涉嫌在公共圖書館內，
將9本簡體字兒童圖書丟進垃圾桶，被控
一項盜竊罪，昨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裁定
罪名成立。裁判官斥責鄭錦滿的行為自私
和愚蠢，擅用自己的方式處理書籍，剝奪
公眾借書的權利，惟最終僅輕判其罰款
3,000元。
報稱議員助理的鄭錦滿（29歲），被控

於2016年3月29日在何文田九龍公共圖
書館4樓兒童圖書館內，偷去屬於香港政
府的9本圖書，共值505元。他將過程拍

片，更號召其支持者用自己方式「銷毀」
簡體字書。

鄭狡辯為「公眾議題」犯案
辯方律師昨日在庭上求情稱，鄭錦滿是

基於「一己信念」犯案，又引用政府新聞公
告內容，指現時大量簡體字書籍出現，令兒
童出現「偏頗」，且「詞彙混淆」，故鄭的
行為並非「為私利」或一般歹徒所為，而是
為着「公眾議題」作出相關行為。
裁判官隨即表示不認同此說，批評鄭錦

滿把該等簡體書當作自己的財產處置，無

論其出發點如何，鄭的行為已構成不誠實
意圖。
辯方又稱，是案沒有涉及公眾安全及秩

序問題，未有為公眾帶來不便，也沒有人
模仿其行為。被告雖然沒有認罪，但在審
訊時「態度合作」，希望裁判官輕判。

官批剝奪公眾借書權利
裁判官王詩麗在判案時指出，鄭錦滿指

公共圖書館充斥60萬本簡體字書籍，故決
定用自己的方式銷毀與處理書籍，藉此表
達不滿及對抗「文化入侵」，以引起公眾

關注。不過，這種處理書籍的手法屬於自
私和愚蠢的行為，剝奪公眾借書的權利。
她續說，根據被告作供的表現，感化令
未必有效，考慮到今次涉案9本圖書只價
值505元，而所有圖書最終已尋回，故酌
情判處罰款了事。
鄭錦滿在庭外承認，盜竊罪乃不誠實罪

行，但稱對判罰感到「相當無奈」云云。
此前，鄭錦滿在「佔領」行動中，遭律
政司控告藐視法庭，指他違反禁制令，鄭
錦滿認罪，今年3月在高等法院被判囚3
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