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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
二獎：$956,200 （2注中）
三獎：$76,680 （66.5注中）
多寶：$8,000,000

下次攪珠日期：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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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暖爐焚宅燒死貓 265住客寒夜疏散

梁游前助理鍾雪瑩涉藏毒被捕

林建岳告鍾培生誹謗勝訴

「槍手」襲途人 BB彈射裂鏡
司機稱座駕多次遭射擊 氣槍疑改裝中眼可致盲

現場為西沙路錦豐苑錦薇閣對開，昨日午夜零
時10分左右，一名姓張（25歲）男住客駕私

家車，載同妻子外出駛經上址，車頂突傳來三四下
聲響，並見氣槍BB彈滾落車頭擋風玻璃，此時一
對男女途經，女途人亦突然大叫呼痛。
張落車查看，相信其私家車被人用氣槍掃射，女
途人亦被射中，懷疑附近有氣槍狂徒將途人和汽車
當活靶射擊，事態嚴重，立即報警。

花槽現近百粒BB彈
未幾，警員到場調查，惟該對男女途人已經離

去。
警員證實張的私家車車頂有輕微刮花痕迹，地上
遺有多粒BB彈，並發現附近一個交通指示牌上的魚
眼倒後鏡有4處疑遭槍擊出現的裂痕，遂在附近展
開搜捕「槍手」行動，惜無發現，但在現場的花槽
內發現近百粒BB彈。
昨日下午3時，警方再派遣大批機動部隊人員返

回現場巡邏及蒐證，其間分別到錦薇閣和錦荷閣的
低層單位調查，並向居民進行問卷調查，以搜查線
索，追查「槍手」身份。
座駕遭槍擊的姓張男住客事後說，他每周駕車進

出屋苑六七次，過去1年已最少10次被氣槍射擊，
同時有其他司機有同一遭遇，雖已向管理處投訴及
報警，但一直無人被捕。
他希望警方認真跟進事件，將氣槍狂徒繩之以

法。
有街坊透露，平日見有男童在公園玩氣槍，數月

前更有一名姓張（11歲）男童在屋苑錦葵閣對開，
被一名玩氣槍的男童意外射中左眼角流血，要送診
所醫治。
另一名姓張女住客指，平日經常途經案發現場，

坦言感到擔心。

民記社區主任：威力料超法例規定
民建聯馬鞍山社區主任吳啟泰及龔美姿指，近半年
未曾接獲有關槍擊的投訴，他曾見不少十五六歲的少
年，在錦豐苑與頌安邨交界玩氣槍，但都是在文具店
以數十元購買、沒經改裝的氣槍。但今次事件的氣槍
能射爆鏡片，估計使用的氣槍已經改裝，焦耳超出法
例規定的兩焦耳，殺傷力較大，途人如被射中眼睛，
後果不堪設想。
他稍後會聯絡法團及警民關係組商討跟進事件，

居民如有資料提供可隨時聯絡他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馬鞍山錦豐苑有氣槍狂徒出沒。一名男住客昨午夜駕

私家車外出，車頂突傳來數下聲響，並見氣槍BB彈滾落擋風玻璃，其後更驚聞女途人

尖叫，懷疑有人用氣槍將途人和汽車當活靶射擊。大批警員事後到場調查及搜捕「槍

手」，惜無發現。有當區社區主任指，過往無接獲相關槍擊投訴，惟現場有魚眼倒後

鏡出現4處槍擊裂痕，相信「槍手」使用的氣槍經改裝，威力非同小可，途人如被射中

眼睛，後果不堪設想。

■居民胡小姐對氣槍
傷人事件感到擔憂。

■吳啟泰(右)及龔美姿呼籲居民提供氣槍狂徒資
料。

■現場地面遺下白色圓形
「BB彈」。

■魚眼倒後鏡有4處疑遭槍擊的裂痕。■警方機動部隊人員在屋苑花槽搜索氣槍子彈。

■數月前一名姓張
男童在屋苑錦葵閣
對開，被一名玩氣
槍的男童意外射中
左眼角流血。圖為
姓張男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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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把電暖爐放在電源插座之
下，或在較潮濕的地點例如浴室
內使用（可供浴室用的除外）。

■除特別設計的型號外，一般電暖
爐不能作晾烘衣物之用。

■電暖爐普遍功率較高，可能達
2,500瓦特或更高，不能與其他
高耗電量電器共用電源。

■建議購買有恒溫功能的電暖爐，
及避免通宵連續使用。

■油式電暖爐頗重，過度傾側或翻

倒，可能對附近小孩構成危險。

■油式電暖爐從表面看不出暖爐發
熱板的高溫，意外或長時間觸摸
可能灼傷肌膚。

■準備離開房間或不用暖爐時，應
關掉電源。

■應定期檢查及清潔電暖爐，清潔
前必須拔掉電源插頭，並待機身
冷卻後才開始清潔。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9名
「香港眾志」及社民連成員，在2016
年11月「反釋法遊行」不理警方勸喻
堵塞馬路，事後被控告煽惑他人擾亂
公眾秩序及非法集結等合共7項罪名，
案件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進行審前
爭議，辯方早前以無法進行公平審訊
及濫用司法程序為由，申請永久終止
聆訊，裁判官經考慮後，昨拒絕有關
申請，並將於今午開庭聽取其中兩名
被告林朗彥及林淳軒的答辯，二人早
前已表明會認罪。
包括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在內的9名示

威者，遊行期間跟警方對峙近4小時，
各人於去年4月被警方上門拘捕。
案件早前進行法律爭議時，裁判官

以公眾利益為由，豁免控方披露4份警
方行動指令文件中被遮蔽的敏感內
容，辯方即以得不到公平審訊申請終
止聆訊。
裁判官黃雅茵昨解釋拒絕終止聆訊

原因，指有關警方行動指示的文件，控
方已提供一份刪去機密資料的版本給辯
方，不存在公眾利益凌駕被告人權利的
情況，辯方不能繼續聲稱得不到公平審
訊或控方濫用程序。
裁判官指，法院只會在非常例外的情

況下，才會行使終止聆訊的權力，諸如
案件不可能進行公平審訊、審訊即使公
平卻存在濫用司法程序等，可見門檻甚
高。
至於辯方質疑未有傳召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就「豁免披露」證書作供，解釋他
向法庭撰寫豁免證明書的內容，黃官認
為考慮到張司長的職能，及證書未有不
清晰或令法庭不滿之處，決定毋須傳召
政務司司長到庭作供，這樣並不會構成
程序不公。
由於永久終止聆訊申請被拒，案件

將進入正審階段，控方透露屆時會傳
召 57 名證人，預料審訊需時至少 2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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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天氣寒
冷，不少家庭會使用電暖爐取暖，惟使
用不當或機件故障，隨時釀成嚴重事
故。青衣長康邨一單位，昨凌晨女戶主
與年幼兒子開啟電暖爐入睡期間，疑電
暖爐過熱短路，燒着被單一發不可收
拾，幸母子及時逃生保命，消防員到場
將火救熄，惟單位嚴重焚毀，一隻英國
短毛貓葬身火海，大廈逾265名住客一度
冒寒疏散到天台及樓下暫避。
現場為長康邨康華樓17樓一單位，住

有姓卓（34歲）女子及其年約10歲兒
子，兩人並無受傷。慘遭燒死的英國短
毛貓，據悉已養了近10年。昨晨有房屋
署人員到起火單位協助戶主善後，女戶

主的胞兄亦到來幫忙執拾。
事發昨日凌晨3時40分左右，上址單

位突然冒出大量濃煙，迅速充斥走廊，
屋內更是火光熊熊，不少住客見狀紛紛
報警。
消防員到場，立即出動一條喉及一隊
煙帽隊進行撲救，約20分鐘後將火警救
熄，惟單位已嚴重焚毀，大廈外牆及走
廊均被濃煙熏黑。
其間證實原在屋內的一對母子及時逃

生，無人受傷。另外大廈有約50名住客冒
着攝氏11.5度低溫疏散至天台，另有約215
名住客亦自行走到樓下暫避。
消防員事後經調查，初步不排除女戶

主在屋內房中通宵開啟一部電暖爐取

暖，疑電暖爐過熱致短路起火並燒着被
單引發火警，事件無可疑。
惟另有消息指，不排除有人疑將衣服

放在暖爐機頂，擬進行烘乾致過熱肇
禍。
有居於起火單位樓上21樓，半夜被迫

冒寒疏散的一名招姓男住客稱，他在睡
夢中被濃煙嗆醒，起身察覺樓下單位起
火，忙打開大門逃生，當時走廊已充斥
濃濃黑煙，伸手不見五指，幾乎透不過
氣來，幸其有濕毛巾掩鼻，很快已和其
他街坊沿樓梯走到樓下暫避。
另有住客疑匆忙逃生，僅穿睡衣或單

薄底衫，甚至赤腳逃落樓，在低溫寒風
下苦不堪言，非常狼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016年
大年初二凌晨發生旺角暴亂，第三批牽涉5
名男子的暴動罪案件，早前經審訊後，其
中3人被裁定一項暴動罪成同被判刑，案
中被判監3年的次被告羅浩彥，服刑半年
後昨於高等法院申請保釋外出等候上訴，
上訴庭法官彭偉昌聽取有關理據後，駁回

有關申請。羅浩彥須繼續服刑。
申請人羅浩彥（21歲、運輸工人）沒有
律師代表，他於庭上親自陳詞，表示上訴
時會爭議呈堂影片及相片中男子並非他本
人，即使片中人是他，羅指他當時只是在
場觀看，沒有參與暴動。
此外，他提到母親早前入院，現已回家

休息，希望可保釋外出照顧她。
彭官指，根據呈堂片段所見，該名示威

者雖然戴上口罩，但其衣着、髮型等均與
羅的外表一模一樣，證據確鑿。
至於羅稱「我只係揸住個樽，無任何舉

動」，彭官表示「破壞社會安寧係唔需要
動作」，而羅當時也的確手持玻璃樽面向
警察，作出威嚇使用暴力的行為。
至於羅提及母親有病，彭官指家人抱恙

在法律上並不是有力的保釋理由，故最終

拒絕其申請。
同案另外兩名罪成被告楊子軒（19 歲）
和連潤發（26歲），去年8月分別被判入
教導所和監禁3年。
案件原審時原有5人涉暴動罪受審，惟法官
裁決時認為無足夠證據顯示其中兩人有掟磚，
而作供警員在庭上的說法與之前存在「重大差
異」，難以接納其證供，遂裁定兩人罪名不成
立，是旺角暴亂案中首次有牽涉暴動罪的被告
經審訊後脫罪。

旺暴揸樽男囚3年 申保釋等上訴被拒

■發生火警的長康邨康華樓單位，外牆被嚴重
熏黑。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麗新集團昨
日公佈，就去年「香港電競音樂節」林建岳
入稟控告鍾培生誹謗一案，在鍾培生沒有呈
交抗辯書及經訴訟雙方同意下，高等法院已
於上月9日頒發林建岳勝訴的判決。林建岳
歡迎高等法院的判決，並希望事件可以告一
段落。
林建岳表示，他自履行公職以來，一直遵

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執行既定的嚴

謹政策和程序，去年「香港電競音樂節」也
依照既定政策和程序，嚴格採取公開招標方
式產生承辦商。
他續說，自己多年來為服務香港社會不遺餘

力，今後將一如既往，致力推廣及鞏固香港的
「亞洲盛事之都」形象，希望社會各界一起，
共同維護和提升香港各項盛事的美譽。
去年的「香港電競音樂節」由香港旅遊發展
局主辦，林建岳為旅發局主席。

安全使用電暖爐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務處大
埔特別職務隊，於昨晚7時到「青年新政」
梁頌恆及游蕙禎的前助理鍾雪瑩位於大埔汀
角村的寓所，經搜查後搜出3克大麻草、37
個懷疑藏有大麻的膠囊、兩樽共12mL的大
麻油及6粒大麻種子，因涉嫌藏有危險藥物
被捕。

強闖立會 阻擋救人

鍾雪瑩與梁頌恆及游蕙禎，和另外兩名梁
游的前助理楊禮康及張子龍，涉嫌於2016年
11月2日試圖強闖立法會宣誓，令5名保安員
受傷，其後被控參與非法集結罪及企圖強行
進入的交替控罪。立法會保安劉健偉此前在
庭上供稱，在梁游及其助理衝擊立法會造成
混亂時，他從對講機得悉其女同事暈倒，即
趕至案發會議室門口幫忙救人。
他說，被告鍾雪瑩當時阻擋住通道，自己

遂要求對方讓開，讓他進入人群中救人，但
鍾就罵他道：「救咩人呀！死開啦！」案中
另一被告、男助理張子龍則不斷用粗言責罵
他及阻擋他上前。另一保安員陳志超則在庭
上供稱，鍾雪瑩及張子龍，和兩人後方的大
批人當時不斷衝前。
審理此案的裁判官於上月2日裁定各被告

全部表證成立，案件繼續審理中，下次聆訊
將於本月28日進行。

■鍾雪瑩(左)
因涉嫌藏有危
險藥物被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