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東北闖立會判囚
12人准上訴終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2014年反東北撥款的
13名激進示威者，企圖強闖立法會大樓而被判「參與非
法集結」罪成，早前經律政司提出覆核刑期後，全部由
社會服務令改判即時入獄8個月至13個月。其中12人
申請前往終審法院的上訴許可，上訴庭聽畢理據後，昨
頒下判決，就其中4項理據批出上訴許可證明書。終院
稍後將排期審理。
12名正在服刑的上訴人合共提出11項法律爭議，聲
稱具有重大而廣泛重要性，上訴庭昨就其中4項爭議，
批出上訴許可。4項爭議包括：非法集結原本沒有判刑
指引，上訴庭頒新指引時，可否追溯至本案；上訴庭在
覆核刑期時，是否應根據下級法院的事實裁決；被告干
犯言論或集會自由的刑事案，法庭判刑時應否考慮被告
人獲基本法及人權法保障；在判刑時是否需要考慮「公
民抗命」之類動機。
法庭頒下判詞後，12名上訴人即時由犯人欄被押返

羈留室，等候囚車載返監房。
包括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等13名被告，原本被判80

至150小時社會服務令，但律政司指刑期過輕向上訴庭
申請覆核刑期，上訴庭今年8月改判13人即時監禁8個
月至13個月，指法庭有必要判以阻嚇性判刑，以阻止
他人干犯同類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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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門演習 模擬「蛇匪」越柙

南亞幫大廝殺 一死兩危
5人遭7同鄉追斬浴血遊樂場 公園留50米恐怖血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

景源）牛頭角花園大廈對

開兒童遊樂場前晚深夜發

生謀殺案，5名南亞漢遭7

名同鄉揮刀追斬，其中3

名南亞漢分別頸、胸及背

部中刀浴血送院，經搶救

後一人傷重不治，另外兩

人情況危殆。警方事後拘

捕兩名有黑幫背景的南亞

裔兄弟，初步相信與黑幫

內訌尋仇有關。

遭斬死的南亞漢Hamed（25歲），頸部因大動
脈中刀，大量出血，在聯合醫院經搶救，至昨

日午夜零時35分證實不治；另外兩名傷者分別為
Singh（23歲）及Mohammad（25歲），兩人分告
右胸及背部等多處中刀重傷，經搶救後現在伊利沙
伯醫院留醫，情況危殆。據悉3名死傷者均是本港
土生土長的巴基斯坦裔人士，持本港身份證，能操
流利廣東話。警方正了解各人背景及遇襲原因。

警截獲私家車拘南亞裔兄弟
案發時有車Cam拍下部分傷者逃命過程，現場遺
下大攤血漬及長長血路，異常恐怖。警方事後在黃
大仙截獲一輛私家車，拘捕車上一對分別26歲及39
歲南亞裔親兄弟，其中兄長為車主，兩人同有黑幫
背景。東九龍總區反黑組已接手跟進，稍後會對兇
徒斬人動機展開調查。
現場為牛頭角道花園大廈對開兒童遊樂場涼亭。
前晚11時許，5名南亞漢在上址涼亭聊天期間，突
有一輛七人車馳至停在對開馬路邊，車上迅速跳下
7名分持利刀及鐵通的男同鄉，衝入公園不由分說
向各人揮刀襲擊，其中3名事主走避不及，當場被
斬傷，刀手逞兇後返回七人車逃去。

打的去醫院 車廂留血漬
3名傷者遇襲後，其中Singh負傷自行截乘的士到
聯合醫院求醫，以致的士車廂後座留有大量血漬，

他經搶救後再轉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情況危殆。
另外兩名傷者則在現場由救護車分送伊利沙伯醫

院及聯合醫院搶救，當中被送聯合醫院的Hamed，
因頸部重創卒告不治，警方將案改列作謀殺案處
理。
事後警方調派大批警員封鎖公園通宵蒐證。現場

所見，除涼亭位置留下大攤血漬外，另有兩條分別
長約40米及50米血路，一條通往公園對落的定安
街，另一條則通往牛頭角道。探員在現場檢獲一支
水喉通、一隻染有血漬的拖鞋及一個染血旅行袋。

「天眼」蒐證緝捕5兇徒
天光後，警方再召來機動部隊警員在現場附近一

帶協助搜索證物，並向附近的南亞裔人士問話。
另在前晚遇襲期間逃脫，無受傷的兩名南亞裔男

子，事後在醫院協助警方了解情況，再由探員陪同
返回現場向探員講述遇襲及逃走經過，部分探員則
到定安街及定富街附近，向商舖查問及索取「天
眼」片段蒐證，設法緝捕其餘5名兇徒歸案。
消息指，今年5月1日晚上11時許，曾有兩批為

數約30人的南亞裔男子，分持鐵通及開山刀在上址
附近的定安街集結「講數」，其間有人不斷叫囂及
推撞，驚動居民報警，惟在警員趕抵前，眾人已聞
風先遁，警員僅在上址遊樂場檢獲一支鐵通。
警方正調查兩宗案件是否有關聯，包括是否涉及

黑幫內訌尋仇而大開殺戒。

「先聽到有人用
印度話嗌交，之後
仲有玻璃聲，再過

多陣就見到有人由山坡處碌落
嚟……」謀殺案發生期間，正在牛
頭角定安街路邊私家車內與友人聊
天的男司機「安仔」稱，一共看見3
名南亞裔男子慌張地走過定安街，
車Cam更拍下過程，當中兩人往觀

塘道方向逃去無蹤，另一名右胸及
背部受傷的男子傷口深可見骨，但
對方似乎不知痛，一度在路邊來回
踱步。
「安仔」續稱，他曾上前向該名

「踱步」傷者詢問是否需要協助報
警，對方即以廣東話回應：「啱啱
有人幫我報咗，唔該晒。」隨後傷
者的手提電話響起，並自行步上牛

頭角道登上到場的一輛救護車送
院。
「安仔」估計，該名傷者中刀後

一度負傷匿藏上址草叢，及見刀手
離開後才「碌落斜坡」。他指，上
址遊樂場平日經常有大批南亞裔人
士聚集，懷疑對方早前可能與兇徒
有恩怨，才被尋仇追斬。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遇襲的3名南亞
裔男子，據悉均
是在香港土生土

長的巴基斯坦裔人士，持有香港永
久居民身份證，自小在東九龍區居
住長大。
案中遭斬死的男子 Hamed（25

歲），據悉生前與多名青年同鄉，
租住兇案現場附近的定富街與定安
街交界一單位。
案發後，多名認識死者的南亞青

年到現場了解情況，他們指死者的
家人已獲悉噩耗，非常傷心，考慮
將遺體運回巴基斯坦家鄉安葬。遺
體稍後將由法醫進行剖驗，以確定
死因。
另有人指，死者當時只是剛巧經
過看見友人遇襲，上前企圖制止
時，詎料無辜遇害。
至於遇襲受傷的Mohammad（25

歲），其胞兄「阿文」表示，兩兄
弟在港出世及長大，胞弟已婚，在

地盤工作，育有一名約 1歲大女
兒，與家人同住牛頭角樂華北邨一
單位。
他指胞弟的肝及背部受傷，要做

手術，他坦言不明胞弟遇襲原因。
另一命危傷者Singh（23歲），據悉
與Mohammad同在地盤工作。
兩名僥倖逃過同鄉毒手的21歲和

25歲南亞裔男子，則分別任職肉販
及運輸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目擊者：傷者碌落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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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襲者土生土長 持港人身份證

■■發生兇案的涼亭被圍封調查發生兇案的涼亭被圍封調查。。

■■遇襲南亞漢友人得悉事件後互相安慰遇襲南亞漢友人得悉事件後互相安慰。。

■遇襲南亞
漢負傷走下
石級樓梯，
留下一條長
長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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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為應付
重大事故及災難做好準備，提高公眾安
全，警方聯同入境處、消防處、醫管局
等多個部門逾400人，昨在上水污水處
理廠進行一項重大事故跨部門演習，模
擬有「蛇匪」搶車越柙，撞入有政府官
員出席的開放日活動現場，並挾持多名
人質，釀成多人死傷情景。其間，警方
新成立的專責反恐及大型事故相關罪行
的專責小組亦首次亮相參與演習。
演習昨晨在上水虎地坳道污水處理廠

舉行，模擬一批非法入境者從上水新屋
嶺扣留中心押解返回內地途中，有4名
曾干犯嚴重罪行的「蛇匪」突然發難，
挾持車長並搶走囚車。被騎劫的囚車，
其後又撞倒警方護航電單車及其他囚
車，最終衝入上水濾水廠開放日嘉年華
活動場地，當時正有大批政府官員和市
民出席活動，囚車除撞向觀眾席外，又
波及美食車觸發氣體罐爆炸，引致多人
死傷。
演習又同時模擬有疑犯離開囚車後，

再搶走另一輛私家車逃亡，闖入附近一
個漁護署正舉行種花活動的花圃，疑犯
挾持多名職員及學生作為人質；警方接
報後派出衝鋒隊、機動部隊及談判專家
組到場展開游說，要求疑犯釋放人質；
由於案情十分嚴重，警方有組織罪案及
三合會調查科（俗稱「O記」）新成立
的專責反恐及大型事故相關罪行的D組
專責人員，亦奉召到場調查和蒐證。另
一方面，醫管局及民安隊亦派員到場救
治死傷者。

今次演習共出動多個部門逾400人參
與，當中包括警方、消防處、入境處、
醫管局、醫療輔助隊、民安隊、水務署
及漁護署等，演習目的是提高各部門應
對重大事故的戰術、應變能力及加強部
門在緊急情況下的溝通合作。
據悉，警方「O記」新增設的D組，
轄下共有30多名警務人員，專責處理反
恐、大型天災及公眾活動引發刑事罪行
的調查及執法工作，今次也是D組首次
參加公開演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葛婷）3年前衝擊政府
總部東翼前地，非法集結罪成被改判監禁6個月的「香
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昨入禀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
核，挑戰入獄3個月以上者於未來5年不得參選的規
定。多名立法會議員批評，黃之鋒行為自私，為求戀棧
立法會議員的席位，不擇手段濫用司法程序挑戰司法。

陳恒鑌批行為自私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批評，黃之鋒的行為足以證

明其相當自私，雖然未有說口，但明眼人也看得出，他
的所作所為，全為自己參選而鋪路，為了做議員「什麼
事也夠膽去做」，濫用司法程序挑戰司法。他奉勸黃之
鋒不要浪費法庭的時間，讓法庭可以審理其他更為重要
的案件。況且，黃之鋒不斷進行司法程序，令人質疑其
資金來源，若從籌募得來的話，更須向公眾交代。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亦直斥黃之鋒行為自私，為

求取得參選資格，無所不用其極。郭偉強強調，「若有
刑事案底也不能出任保安工作，何況是香港的立法機
關，公眾對議員的要求將會更加之嚴格。」再者，近年
黃之鋒等人不斷搞亂社會秩序，罔顧法紀，這樣的人怎
麼可以擔任立法會議員。

黃之鋒戀棧議席
為私利申覆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一名
抵港逾期居留、懷疑精神有問題的內
地男子，前晚在中區終審法院外拿起
附近一個雪糕筒掟向大門，導致木門
輕微損毀，保安員聞聲出外喝止，有
人即時拿走該個雪榚筒，揚言要去中
聯辦搞事。警方接報後派人四出兜
截，約半小時後卒在西區發現該名男
子揮舞利剪，遂將其制服拘捕，目前

正調查其犯案動機。
被捕男子姓姜（35歲），據悉其早

前持雙程證抵港，惟證件近日已過
期，他涉嫌「刑事毀壞」、「盜竊」
及「逾期居留」被捕通宵扣查。
事發前晚11時20分左右，在中區昃

臣街8號終審法院門外，一名男子突拿
起門外一個寫有「清潔進行中」字句
的黃色雪糕筒，猛掟向終審法院出入

口的大門，發出巨響。法院一名姓戴
（66歲）男保安員見狀，立即上前喝
止。惟對方隨即再拿起該雪榚筒，並
揚言要去中聯辦搞事，並轉身向港鐵
中環站方向逃去無蹤，保安員於是報
案。
警方其後在西環正街16號對出截停和

拘捕該名男子。由於被捕男子神情有
異，警方正調查他精神是否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禮傑）警務處處
長盧偉聰昨日出席灣仔區議會會議時指
出，本港首9個月治安情況持續改善，共錄
得42,413宗罪案，較去年同期減少2,640多
宗，下跌5.9%，破案率是45.1%，上升0.5
個百分點，案件中兇殺及行劫等有所減
少，但街頭騙案及風化案卻錄得上升。
盧偉聰表示，本年首9個月共有78宗街

頭騙案，較去年同期上升4倍，金額達680
萬元，較去年同期上升6倍，當中58%為
「祈福黨」，錄得45宗，是去年同期3宗
的15倍。

「街騙」金額增6倍
網上情緣騙案方面有142宗，較去年同期

增加70宗，涉及7,800萬元，較去年減少

1,700萬元。而電話騙案有716宗，輕微下
跌16宗，但涉及金額大約2億元，較去年
增加4,000萬元，70%個案為假冒官員。盧
偉聰表示整體詐騙案有5,303宗，錄得1%
微跌。
風化案方面，盧偉聰指今年首9個月有48
宗強姦案，較去年上升9%，其中有88%案
件涉及相識的人，而涉及16歲或以下人士
有10宗。非禮案則有819宗，上升10.5%，
即78宗。

雪糕筒掟終院 怪漢西區落網

首9個月街頭騙案激升4倍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跨部門重大事故演習其中一項死傷救援跨部門重大事故演習其中一項死傷救援。。

■■「「疑犯疑犯」」逃離時搶逃離時搶
走一輛私家車逃亡走一輛私家車逃亡。。

■■事故演習中消防用假人做救傷示範事故演習中消防用假人做救傷示範。。

11月14日(第17/133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
三獎：$91,130 （49.5注中）
多寶：$9,691,762

下次攪珠日期：11月16日

1 15 20 28 33 43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