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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態男劫夜歸女「冇錢就除底褲」

賺快錢害死人 DR兩被告候懲
周向榮聞判雙眼緊閉 陳冠忠目光呆滯望家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DR醫學美容集團女顧客陳宛琳2012年接受注

射療程後死亡，另有兩名女顧客受傷，集團創辦人周向榮（63歲）、實驗室

技術員陳冠忠（32歲）及女醫生麥允齡（36歲）同被控誤殺罪，案件在高等

法院經過近4個月審訊，6男3女陪審團退庭商議兩天後，昨一致裁定周向榮

罪成，7對2大比數裁定陳冠忠罪成，麥允齡則未能達成有效裁決。法官下令

將周、陳兩人還柙，今日再聽取求情，控方表示需要向律政司尋求指示，看

如何處理麥的案件。

「綿羊仔」避狗炒車 準新郎枉死

前「熱狗」李政熙襲警罪成 官指警員認人可靠

死者丈夫：唔會原諒佢哋
還
－
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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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向榮被陪審團一致裁定誤殺罪成，
即時還柙。 資料圖片

■陳冠忠被陪審團大比數裁定誤殺罪成。
資料圖片

■陪審團未能就麥允齡是否有罪達成
有效裁決。 資料圖片

高等法院6男3女陪審團裁定兩名男
被告誤殺罪成，女死者陳宛琳丈夫楊
錦開在散庭後召開記者會，表示歡迎
法庭裁決，情緒頗為激動。
楊錦開指，裁決可以還太太一個公

道，對裁決感到很開心，第一時間拜
祭亡妻，將好消息轉告。

不過楊對妻子的不幸仍未能釋懷：
「唔會原諒嗰啲人為搵快錢做呢啲行
為，任何人都唔會原諒佢哋！」
楊先生在記者會上一度哽咽，指5年
來提起太太都好心痛、非常難過、好
疲倦，自己身兼母職，要照顧子女。
家屬的律師表示，會繼續協助家屬向

肇事者提出民事索償。

麥美娟促速規管醫學美容
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批評，政府事發

後高調表明要規管醫學美容，但近年
進展緩慢，十分不理想，促請政府加
快進度，避免醫學行為被包裝成美
容，希望今次的裁決可以令到業界明
白，任何行為都有可能導致顧客喪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女死者陳宛
琳（左）。

死者家屬
提供照片

■立法會議
員 麥 美 娟
（右）陪同
死者丈夫楊
錦開（中）
會見傳媒。

■李政熙襲警罪成，還柙候
懲。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去年8月立
法會選舉論壇中，激進團體「熱血公民」
及「本土力量」在場外對峙衝突，前「熱
血公民」（熱狗）成員李政熙 ( 31歲 ) 更
涉嫌襲擊維持秩序的警員，被警方落案起
訴。案件在九龍城裁判法院經審訊後，裁
判官羅德泉接納警員認人可靠，昨日裁定
李政熙兩項襲警罪罪成，更質疑李政熙父
親提出的所謂兒子不在場證據說法可疑。
案件押後至本月28日判刑，其間被告須還
柙。
案情指，去年8月23日有線電視在九龍

城「香港兆基創意書院」舉行立法會選舉
論壇，代表「本土力量」的九龍西選區候
選人何志光，在論壇上狙擊候選人黃毓
民，雙方支持者在場外衝突。論壇完結
後，「熱血公民」及「本土力量」兩派人
馬對峙，其間被告疑拉扯警員劉鍵培及高
級警員林志成。而另一名當時有份襲警的
前「熱血公民」成員朱寶生 ( 23歲 )，今
年7月11日已承認控罪，被判入獄4星期。

網民：要拉埋佢老竇
案件在高登討論區引起熱議，不少網友

勁食花生。網民「日向夏」更恥笑李政熙
敢做唔敢認，「好心有做就要認啦，保護
『教主』(黃毓民)咁大功績都否認，好啦就
算佢驚坐(監)否認都唔緊要，但係蠢×到搵
佢自己老豆(竇)夾假口供，萬一查起上黎
(嚟)入(拉)埋兩父子都入去坐，邊×個出埋
d(啲)屎橋好×死咗佢啦。」網民「cityus-
er」更指：「佢老豆(竇)俾(畀)假證供企圖
妨礙司法公正，要拉埋佢老豆(竇)。」

旺暴一被告准離境 保金升10倍
另外，去年農曆年初二旺角暴亂，「本

土民主前線」黃台仰及梁天琦等8人被控
暴動罪。案件日前進行閉門預審，黃台仰
及李東昇缺席聆訊，法庭下令其餘6名被
告不得離港及須交出旅遊證件。
案中一名被告林倫慶昨申請於本月18日

至25日離港，獲高院法官批准，不過其原
來2,000元保釋金就提升10倍至兩萬元現
金，另加兩萬元人事擔保外出。林可於本
周五（15日）下午2時後到法院取回護
照，返港後於本月27日早上10時前交還
證件，屆時保釋條件會回復至原有的2,000
元現金擔保。

夫婦挨斬案 3男被捕

8天兩波友同一球場猝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西貢大坳門
路前晚發生奪命車禍，5名「綿羊仔」電單
車發燒友，駕車遊車期間，其中兩人疑為閃
避衝出馬路的狗隻失事倒地受傷，當中一名
已與女友拍攝結婚照的準新郎，疑因頭部撞
及石屎渠壆重傷昏迷，搶救無效證實不治，
家人事後趕到醫院證實噩耗，傷心欲絕。
疑避狗失事枉死的準新郎陳×南（43

歲），人稱「南哥」，送往將軍澳醫院時頭
部重創昏迷，搶救延至昨日午夜零時36分證
實不治；另一名男傷者溫×豪（39歲），則

告左手骨折，經敷救治後，情況穩定。
消息指，死者從事運輸業，是「綿羊仔」

電單車發燒友，8年前以約3.7萬元購入一架
本田Forza 250紅色電單車。
另外陳早前才與未婚妻往台灣拍攝婚紗景

照，並在本月4日將照片上載facebook與友
人分享，又透露準備明年4月共諧連理，一
眾友人紛紛留言祝福，惜如今陰陽永隔。車
禍發生後，友人在網上留言悼念「南哥，一
路好走！RIP」、「好朋友走了，南，一路
好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落馬洲一間
燃油運輸公司停車場，前日傍晚突遭5名刀
手闖入斬傷東主夫婦及一名男職員，其中女
傷者手臂幾乎被斬甩，經通宵手術後昨成功
駁回，情況仍然危殆，警方不排除案件涉及
生意糾紛，案發後5小時，當晚已拘捕男東
主舊拍檔的3名男下屬扣查，目前正設法聯
絡該名舊拍檔，以及追查5名刀手下落。
被斬傷的東主夫婦，男傷者姓楊（47
歲），妻姓吳（42歲），同告受傷的男職員
則姓黃（44歲）。據悉楊原與舊拍檔做運輸

燃油生意，後來拍檔自立門戶自組公司，惟
兩人一直有金錢糾紛。3名傷者其後分送沙田
威爾斯醫院、上水北區醫院及元朗博愛醫院
救治，警方則將案件列作傷人及刑事毀壞案
展開調查，初步不排除案件涉及生意糾紛。
前晚11時許，探員掩至落馬洲惇裕路拘捕

3名涉嫌與案有關的男子 ( 29歲至33歲 )，將
各人通宵調查，警方初步相信3人並非刀
手，無黑幫背景。至昨晚6時50分左右，探
員再將當中兩名疑犯押往元朗朗屏邨鏡屏樓
及玉屏樓兩個目標單位搜查。

■機動部隊警員返回油美苑停車場一帶搜索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

■有區議員印製海報提醒油塘
居民注意出入安全。

■發生風化案的
停車場對開空
地。

■女街坊直呼：
「個賊係咪心理
變態？」

陪審團自前日上午9時30分開始退庭商
議，到昨午近17小時得出結果，周向榮

聞悉自己有罪後，即時雙眼緊閉，向庭警交回
審訊時用過的文具後便返回囚室。
被定罪的陳冠忠則目光呆滯望向旁聽席的
家人，而本身是基督徒的麥允齡，在犯人欄內
表現激動，面帶淚光，離庭後在會議室跟律師
團隊商討對策。

案件超時 陪審「免役」10年
法官感謝陪審團的付出，指案件已超時多
日，有陪審員為此案犧牲生意和假期，批准他
們未來10年都不用出任陪審員。案件押至今
天求情，法官表明不會立即判刑，或會留待至
下周一或周二才宣判。
根據控方案情，女死者陳宛琳2012年10月
3日，到DR集團旗下銅鑼灣「美塑醫務中
心」接受CIK療程，惟當晚因感到不適送
院。化驗結果顯示，陳所注射的CIK製品內
含多達10億個膿腫分枝桿菌，主診醫生形容
情況為「人生中見過最災難性的個案」。陳因
而患上敗血症，導致多重器官衰竭，相隔6天
後便告不治。
控方案情提到，3名被告及其他DR職員
2012年初曾一起前往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
就CIK療程「受訓」短短兩天，返港當晚集
團即宣佈推出療程，聲稱療程有保健功效，惟
CIK實際上是尚處於實驗階段的治癌療程。

控方又指，首被告周向榮希望「搶頭啖
湯」賺錢，搶先在未有妥當準備下推出療程，
次被告陳冠忠亦是在集團推出療程前數月才開
始嘗試培植CIK細胞，陳是為了取悅上司而
推出未預備好的產品。控方指周作為DR集團
旗下多間公司，包括涉案實驗室等的擁有人及
實際控制人，未有確保血製品由適當資格人員
配製，只將有關工作交予本身沒有醫務化驗師
等專業資格的次被告負責，惟次被告卻未有為
製品驗菌，有關做法更是獲得周批准。兩人行
為違反謹慎責任，構成嚴重疏忽，是導致女事
主死亡的主因。

第三被告麥允齡未達有效裁決
針對第三被告麥允齡，控方早前指她未完
成專科訓練便轉投DR，成為「類似」美容專
家，月入高達20萬元，稱她是借出自己作為
醫生的公信力，令客人認為集團形象專業及獨
立，但麥根本不應向病人施以毫無必要的療
程。
控方指出，麥違反其責任未有核實製品已

經合資格人士配製和驗菌，亦沒有詳細告知女
死者陳宛琳接受療程的風險。
麥早前出庭自辯時堅稱：「我真係相信

（CIK）係可以幫到病人」，並確信產品有做
病毒同細菌測試。她又一度在庭上哭訴，若她
知道施行療程會有嚴重及明顯致命風險，絕不
會為陳做療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油塘油
美苑昨凌晨發生匪夷所思的變態打劫案，
一名身穿短裙長靴的夜歸女子，遭一名陌
生男子從後箍頸打劫，匪徒得知事主無錢
後，先揮拳毆打發洩，再逼令脫下及交出
身上胸圍和底褲，其間有人又即場上演一
幕真情剖白「我3年無拖拍……可唔可以
做我女朋友？」又要求事主說出手機號碼
並企圖非禮，幸在危急關頭有休班警員跑
步途經，匪徒不敢久留，僅取去胸圍及底
褲逃去。區內居民直斥匪徒行為變態，警
方呼籲市民提供資料協助緝捕匪徒歸案。

箍頸掩口 扯頭髮撼牆
現場為油美苑澤美閣近停車場位置，遭
遇變態匪徒截劫的女事主姓曾（38歲），
後腦受傷流血，衣服亦沾染血跡，幸送院
時清醒，惟傷口要縫上3針。警方目前正
設法通緝一名年約30歲至35歲，身高約
1.6米至1.7米，中等身材，曲短黑髮，操
本地話，案發時身穿淺色上衣及深色長褲

的涉案男子歸案。
案發昨日凌晨2時50分左右，女事主收

工後乘巴士返抵油塘中心巴士總站落車，
徒步返回寓所。
當她途經上址停車場位置時，迎面走來

一名陌生男子，迅即被對方從後箍頸掩口
恐嚇「打劫！攞晒啲錢出黎，唔係殺死
你！」當女事主聲稱「冇帶銀包」時，即
遭對方扯頭髮撼牆，再推落地揮拳毆打，
並喝問「你同乜嘢人住」。
據悉，其後男匪徒疑相信事主身上真的

無錢，竟嚷道「冇錢就除底褲」，喝令事
主脫下底褲及胸圍，曾女一度反問對方
「喺街度點除？係咪我除咗，你就走？」
匪徒即威脅：「係，唔除我幫你除！」
曾女無奈就範，伸手入衫內脫下胸圍及

底褲交予匪徒。

稱「3年無拖拍」盼事主做女友
詎料有人得逞後，仍意猶未盡，再上演
一幕真情剖白，向女事主聲稱「我3年無

拖拍……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又解釋
「我唔係想傷害你」，其間又要求說出手
機號碼，並意圖搶去事主的手機，及企圖
非禮。女事主驚慌反抗，千鈞一髮之際，
剛巧有一名跑步的男途人經過，匪徒不敢
久留，取去胸圍及底褲迅速沿油塘中心方
向逃去。
女事主驚惶甫定，馬上向該名男途人求

助報警，事後才知對方是一名休班警員。
未幾大批警員，包括多輛衝鋒車到場兜截
變態匪徒，惜無發現。警員其後翻看附近
大廈閉路電視錄影片段蒐證，並將女事主
送往聯合醫院敷治。
及至下午4時許，20多名機動部隊警員

返回現場一帶搜索證物，並向居民作問卷
調查，約1小時後離開。
觀塘刑事調查隊第六隊主管蕭洛輝督察

表示，警方非常重視案件，已列作行劫案
跟進，呼籲任何人如目擊案發經過或有資
料提供，可致電6277 4468與調查人員聯
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香港仔黃竹
坑硬地足球場8天兩度揭發有人踢波後猝死意
外。一名身穿球衣的男子，昨清晨被巡邏保安
員發現昏迷球場邊觀眾席，救護員到場證實已
死去多時，身有屍斑，由於事主最近患感冒，
前晚與友人踢波時一度流鼻血，警方不排除他
獨坐場邊休息昏迷無人發現，直至昨日天光失
救致死。本月5日亦有一名的士司機在同一球
場踼波時昏迷，送院不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