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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機裝貨起火 地勤逃生跌傷

第七被告認發訊息「玩緊暴動」
稱去旺角「邊食花生邊影相」聽指示幫掘磚推倒路牌

去年農曆新年期間旺角發生騷亂，其中11名

男女激進示威者被捕並控以暴動、襲警、刑事

毀壞等共14項罪名。其中唯一女被告棄保潛

逃，1名被告早前已承認暴動罪等候判刑，其

餘9名被告否認控罪，但早前被裁定表證成

立。案件昨於西九龍法院續訊，其中第七被告

鄧敬宗選擇自辯，但上周五因身體不適，延至昨日

才完成自辯。法官將案件押後至本月19日作結案

陳詞，並決定於明年1月8日作出裁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槍」擊解放軍官邸
無業漢聲稱無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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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被告鄧敬宗昨供稱，事發當晚與朋
友「黑柴」到旺角打桌球，其間到朗

豪坊附近吃魚蛋時，看到有市民開始與防暴
警察對峙，故與「黑柴」在旁看熱鬧近1小
時。
及後，他在花園街、通菜街看到「有人燒
嘢、掟嘢」，遂「邊食花生邊影相」，又在
山東街和通菜街影火堆。
鄧表示，他與「黑柴」看熱鬧至翌日凌晨

後，在洗衣街公園休息，待清晨有巴士開通
才返家。至清晨時分離開公園後，於豉油街
遇到第八被告李卓軒。

鄧稱陌生人給手套叫掘磚
在控方盤問下，鄧承認當日有一位不認識

的人給他一對手套，並在其指示下掘出路磚
再交給對方，鄧見對方將磚掉到地下分成兩
半，再執起擲向警員；同時間他亦與「黑

柴」嘗試推倒路牌，兩人將數個路牌推倒
後，就沒有再參與，只在一旁看熱鬧。鄧亦
承認，當日曾透過WhatsApp錄音向朋友發
語音訊息說：「我哋喺度玩緊暴動。」

官認為交警證供與本案無關
另外，辯方原打算傳召當日向天開槍的交

通警員黃慶威作供，但黃認為自己與被告或
本案其他人無關，申請拒絕被傳召為辯方證

人；但辯方認為黃的供詞與自衛的抗辯方向
有關，而且其開槍合法與否影響暴動事件性
質，故望可傳召黃。法官認為，黃姓交通警
的證供與本案沒有相關性，故不准許傳召為
辯方證人。
案件押後至本月19日作結案陳詞。
本案原有11名被告，包括侍應莫嘉濤

（18歲）、女子李倩怡(18歲)、清潔工人鍾
志華（30歲）、演員何錦森（37歲）、侍

應霍廷昊（24 歲）、無業陳和祥（71
歲）、運輸工人鄧敬宗（28歲）、無業李卓
軒（20歲)、冷氣學徒林永旺（22歲）、冷
氣技工葉梓豐（18歲）及無業吳挺愷(25
歲)。他們共涉14項罪，包括10項暴動罪、
2項襲警罪、1項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
及1項刑事毀壞罪。
其中唯一女被告李倩怡棄保潛逃台灣，而

被告吳挺愷早前已承認暴動罪。

■■第七被告鄧敬宗承認曾發訊第七被告鄧敬宗承認曾發訊
息息「「玩緊暴動玩緊暴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向天開槍交通警黃慶威不向天開槍交通警黃慶威不
准傳召為辯方證人准傳召為辯方證人。。

■■被告承認被告承認，，當日向朋友當日向朋友
發語音訊息說發語音訊息說：「：「我喺度我喺度
玩緊暴動玩緊暴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赤鱲角
香港國際機場昨午發生罕見火警，有工
人操作升降台替一架美國客機運送貨物
期間，機艙口突然冒煙起火，迅速波及
機尾尾翼，一名地勤人員跳落3米下地
面逃生時受傷，機場消防趕抵將火救
熄，惟一批貨物連升降台已嚴重焚毀，
肇事航機亦被迫取消起飛，受影響乘客
需改搭其他航班，當局及航空公司初步
不排除是升降台漏油肇禍。
涉事的為編號AA192的美國航空客
機，當時停在停機坪42號機位。根據機
場航班資料顯示，該航班原定昨傍晚6
時10分起飛前往美國洛杉磯，詎料客機
在起飛前約半小時發生火警。
火警發生在下午5時29分，當時一批
已裝入集運箱的行李，正由升降台升高
至近機尾附近的機艙口，其間升降台和
一批貨物突然冒煙起火，火乘風勢，集
運箱迅速陷入火海，期間一名在升降台
上工作的姓陳（59歲）地勤工人，面部
被燒傷，他被迫跳落3米下地面逃生，

當場腳部骨折，無法動彈，救護車將他
送往北大嶼山醫院治理。多輛消防車趕
到，開動滅火喉，並以化學泡沫灌救，
至下午5時53分將火救熄。
機管局發言人表示，事發時肇事航機
上沒有乘客，惟受火警影響，該航班要

取消起飛，受影響乘客由航空公司安排
改搭其他航班繼續行程，機管局正調查
事件原因。
另外，國泰航空一班CX157空中巴士

A350客機載着約278人，昨中午12時48
分由本港前往澳洲布里斯班，起飛約1小

時後遇上強烈氣流，全機劇烈搖晃達10
多分鐘，導致1名乘客及6名機組人員受
傷，客機於下午3時48分轉飛菲律賓，急
降馬尼拉機場，7名傷者被送往當地醫院
治療。至傍晚6時29分，客機接載其餘乘
客及機組人員再起飛前往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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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
參加中旅社華東5天團、上周五在上海失蹤
的一名患腦退化症港人，經4天找尋，昨終
在距離失蹤地點約8公里外楊浦區一間醫院
尋回，與家人團聚，他並無受傷，惟無法表
述失蹤經過，及如何度過流浪日子。中旅社
證實，事主昨已獲安排返港。
失蹤4天有驚無險被尋回的香港男子姓高

（58歲），上周二由一名院舍義工朋友陪
同，參加中旅社一個華東5天旅行團，惟至
上周五下午在上海南京東路步行街自由活動
期間，他與義工朋友失散後失蹤。
其友人和領隊遍尋不獲，即日向當地公安

報案，及通知事主家人和入境處協助，惜連
日一直無發現。
昨日上午，上海楊浦公安分局出入境辦公
室接獲指揮中心指令，指轄區一醫院報案，
有一名港人獨自前來檢查，但精神恍惚，擔
心其安全。經多番詢問和核查，滬警方確定
此男子就是走失港人。從接到報警再到成功
聯繫上旅行團，過程僅約1小時。
至當日中午12時許，旅行團和駐滬辦相

關工作人員已到達警方處，事主終能與家人
及親友團聚，即日返港。

事主無法表述失蹤經過
消息指，事主經醫院檢查證實身體健康，

並無受傷，由於他無法表述失蹤經過，故此
無法得知他失蹤的日子到底是如何度過，及
如何獨自從黃浦區南京東路到達楊浦區五角
場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曾參與2011年區議
會選舉但落敗的男子方鏗強，涉先後用丫叉及氣槍
擊毀般咸道及九龍塘的駐港解放軍宿舍及官邸的玻
璃窗，及後被警方拘控兩項刑事損壞及一項無牌管
有槍械罪，警方調查期間，在其手機備忘錄中發現
寫有「大報復的延續」、「槍擊解放軍高級軍官官
邸」等字眼的標題及內容概要。案件昨於區域法院
開審。
控方開案陳詞透露，報稱無業的被告方鏗強，於
2015年12月1日至約去年1月20日其中一日，於無
合理辯解下，用一支黑黃色丫叉將金屬彈射向西營
盤般咸道88號般含閣軍人宿舍（下稱般咸道宿
舍），導致該處B座1樓書房玻璃受到損壞。
另於去年1月17日，被告於沒有合法辯解下，用
一支啡色手柄的黑色氣槍將金屬彈射向九龍塘歌和
老街1A號解放軍高級職員官邸（下稱歌和老街官
邸），導致該處3樓房間的窗玻璃受破壞。
被告於同年8月15日於香港國際機場入境時，被
入境處人員截停，再交由警員正式以刑事毀壞罪拘
捕，被告於警誡下稱「我無做過」。不過，其後於
錄影會面下承認，案發時因與太太爭執後心情不
好，喝了大量酒精，對自己行為沒有記憶，只記得
用氣槍向九龍塘一所住宅射了一槍至兩槍，然後乘
地鐵到深水埗後把氣槍丟掉。

手機備忘寫「大報復的延續」
警方其後在被告的西營盤住所搜獲上述氣槍、

4,300多粒塑膠彈、及600多粒金屬彈。警方又在被
告的手機備忘錄中，發現寫有「大報復的延續」、
「槍擊解放軍高級軍官官邸」等字句。
在西營盤軍人宿舍工作的解放軍下士何東方作供

稱，去年1月20日已發現有玻璃窗損毀，但沒有即
時報警，至2月13日接到上司通知才報警。辯方問
及該宿舍有多少人工作時，何表示不方便透露，僅
確認除他及上司外，還有其他人。

弒母疑兇數年前已患抑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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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繼續調查葵涌葵盛東邨弒母
倫常悲劇動機，由於疑兇仍留醫深
切治療病房，故暫未能錄取口供。
不過，警方根據一包寫有疑兇名字
的精神科藥物追查，證實他患有抑
鬱症。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對悲劇感難
過，指涉案家庭無申請長期護理居

家安老服務，將全面檢討是否涉及支援
不足問題。
發生弒母跳樓悲劇的葵盛東邨盛安樓
單位，昨晨重門深鎖，鐵閘被鐵鏈鎖
上。姓李（34歲）疑兇仍在瑪嘉烈醫院
的深切治療病房留醫，情況已由危殆轉
為嚴重，但仍未適宜接受警方錄取口
供。慘遭斬首式殺害的女死者廖玉桂
（77歲），法醫昨晨10時許開始進行剖

屍檢驗，其間有探員到場調查。
在盛安樓現場，昨仍有不少街坊對悲

劇議論紛紛，一名與女死者相交廿多年
的老街坊馮太透露，廖原是越南難民，
嫁給港人「阿武」後，誕下兒子「阿
輝」，一家三口原住牛頭角樂華邨，約
10年前才搬到現址單位。「阿武」生前
在食環署任職，患有精神病，多年前患
腸癌離世。「阿輝」曾在電訊公司工作
多年，2011年辭職後，與友人合資開物
業公司，專門買入舊屋，裝修翻新後再
賣出。
馮太透露，兩個月前她探望廖時，對

方曾透露「佢(阿輝)覺得做人好冇意思，
同我講『你死咗我就去㗎啦』。」似乎
早有先兆，惟廖當時只以為是兒子擔心
未能應付其身後事，故曾請求她幫忙。

張建宗：檢討是否支援不足
消息指，警方目前仍調查案件動機，

包括案發前疑兇的精神狀況等。警方根
據兇案單位檢獲一包寫有疑兇名字的精
神科藥物追查，證實他原是葵涌醫院精
神科病人，數年前已患有抑鬱症，上月
27日曾到西九龍精神科中心覆診，醫生
當日診斷其情況為穩定，並預約明年2
月15日覆診。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回應對事件感到

難過，會盡力協助有關家庭。他指該個
家庭沒有向社署申請長期護理或居家安
老等服務，女事主亦已有兩名外傭協助
照顧，但政府會全面檢討問題，汲取教
訓，包括了解照顧者不尋求政府協助的
原因，及是否涉及支援不足等。

張建宗表示，政府已預留資源加強社
區照顧服務，包括照顧者培訓及增加安
老院舍宿位，冀雙管齊下處理長者問
題。另又計劃加強短暫託宿服務給長期
照顧長者的家庭人士，可安排長者暫時
入住院舍一段時間，好讓照顧者得到歇
息，紓緩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前特首曾蔭權被控「行政長官接
受利益」案，昨進入第八天審訊，
時任曾蔭權副私人秘書、現任運輸
及房屋局副秘書長蔡傑銘作供，講
述他主理廣播牌照申請的情況。
蔡供稱，他於2012年3月回覆有

關檢討申報機制的獨立委員會秘書
之查詢時，指特首是自願跟隨政治
委任官員的守則申報利益；又指特
首亦自2007年7月起，奉行一個有

關規管他於私人旅遊中接受朋友邀請乘
坐私人飛機或遊艇的「內部守則」，而
特首於2011年4月首次應用有關守則。
蔡同意相關的守則並未有任何紀錄或文
件，認為所謂的「內部」即是指特首本
人，亦不反對指該守則只在特首的腦海
中。
控方質疑有關守則只在特首的腦中，

而特首的私人旅程有誰參與其中亦無人
知曉，是否有牽涉利益衝突根本無人知
道，更形容這為「秘密」。蔡同意這可

算秘密。辯方指，特首即使是以私人交
通工具到外地私人旅遊，都會獲安排24
小時保安，而當保安人員需向特首辦申
請批准贊助或津貼時，均會有官方文件
作記錄，故否認這些是「秘密」。
蔡同意他或政府是於2008年7月已知

雄濤有意提供聲音廣播服務，而他時任
商業及經濟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就此
事為行會討論準備文件時，並未受到曾
的任何干預或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青衣
担杆山路長安邨皇仁舊生會中學，昨
晨一名助理技術員在化學實驗室內進
行收集釋出的氯氣時，毗鄰科學實驗
室一班學生及老師疑遭波及，吸入濃
烈氯氣，其中8名學生感到不適，部分
人更出現作嘔及頭痛症狀，校方須報
警將各人送院治理，消防員調查後相
信無可疑，校方將檢討有關工作程
序。
疑吸入氯氣不適的8名學生，包括3
男5女，年齡13歲、14歲，送院時分
別出現作嘔、喉嚨乾涸及頭痛等症
狀。他們經治療後均無大礙，已全部
出院。
事發於昨晨10時27分，一名任職約
3年的助理技術員，在校內化學實驗室
將液體倒落固體物件，以收集釋出的
氯氣，供下一節化學堂作示範之用。
其間有約28名中一學生在毗鄰約3米
至4米外的科學實驗室上課，學生與老

師均聞到濃烈的氯氣氣味，遂轉往另
一課室繼續上課，惟未幾有多名學生
報稱身體不適，校方決定報警求助。
該校許湧鐘校長表示，已將事件通

知有關學生的家長。他強調有關收集
氯氣程序是依照化學實驗的程序做
法，過往亦沒有學生報稱不適情況，
不排除今次出現不適的中一學生，因
以往未曾聞過氯氣氣味，致感身體不
適，校方稍後會就事件開會檢討有關
工作程序，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青衣中學漏氯氣 8生送院 私人副秘：「內部守則」只存曾腦海
當
－
勞
－
貪
－
瀆
－
案

■機場消防開喉射向客機救火。 網上圖片

■升降台運送的貨物着火，並波及客機機尾。
網上圖片

■懷疑弒母男子證實患有抑鬱病。
資料圖片

■吸入氯氣不適學生獲送院治理。 ■■曾蔭權由太太陪同到庭曾蔭權由太太陪同到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