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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女遊台遇害 男友涉拖篋棄屍

「本民前」煽動人群挑釁警方
督察：水樽擊眼女警險盲 男警遭扑穿頭 有同袍倒地不省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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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稱被擄釘「十字架」
「釘書健」拒認報假案

■■督察麥寧峰督察麥寧峰
出庭作供出庭作供。。

督察麥寧峰庭上供述，2月8日案發當晚約10
時15分他接到消息，指砵蘭街發生交通意

外，有人受傷，惟警方嘗試走到現場處理不果，
麥隨後到場支援。當時黃台仰站在高處，用擴音
器講話，在場人群隨即起哄。麥指雖然之前未有
見過黃，但他為方便工作，會在公眾活動前先進
行資料搜集。麥寧峰續說，「本土民主前線」的
社會角色慢慢引起社會關注，而黃台仰是「本民
前」的重要人物，故對其背景有一定認識。

「佢哋用擴音器講咗啲嘢」
午夜12時15分，麥寧峰帶同小隊成員返回豉

油街重整裝備，包括頭盔、黑色長警棍等。凌晨
1時半左右，砵蘭街及戲院外已站滿大約200
人，當時人群未有聽取警方指示離開，且情緒持
續激動，「本民前」成員聚集於警方高台10米以
外空地，當中包括黃台仰及梁天琦，麥即指「佢
哋用擴音器，講啲嘢刺激群眾去挑釁警方」。警
方發出「3、3、4」警告，要求在場者在十分鐘
內離開。
麥寧峰表示，他於當日曾分別用胡椒噴霧及長

警棍，成功將兩名年約二三十歲男子驅散。接近
凌晨2時，有30名蒙面示威者在砵蘭街及快富街
交界出現，並把床墊放在街上。凌晨4時15分，
他目睹該批蒙面人在西洋菜南街及山東街附近放

火及掟磚。

女督察稱黃發出「321」指示
女高級督察吳倩儂憶述當晚暴亂情況，她表示

當黃台仰發出「3、2、1」指示後，人群即衝向
警方防線，吳指因受到猛烈衝擊，故警員依從警
司莫慶榮指示，往亞皆老街方向推進，到達街尾
位置則聽到「砰」一聲，警方隨即遵照莫警司指
令，快速前進到亞皆老街查看。扺達亞皆老街時
獲悉有交通警員倒地，警員即包圍及保護該名交
通警員，直至救護車到達救援。
吳又指於凌晨3時50分，警方到達山東街與彌

敦道南行線設下防線，當時有100名至150名戴
口罩的示威者聚集，群眾則以拋物線方式將磚頭
掟向警方，有警員因而受傷，亦有人搖晃路牌，
引致路牌倒下。

示威者專掟腳 警防線失守
至4時左右，部分人群跑近警方，把磚頭擲向
警員腳部，警方防線失守，節節後退。其間有示
威者「快速、近距離」施襲，有警員跌倒地上，
人群則繼續用磚頭襲擊，有警員倒地不省人事，
一名警署警長手部受傷。從片段中見到，身處在
砵蘭街的男警員，其頭部受傷流血，也有受傷警
員須由其他同僚協助抬離現場。

吳倩儂說她本人因與集結人士有碰撞，導致右
膊扭傷，同時亦被磚頭擊中，導致左大腿、小腿
擦傷及瘀傷。
另一證人，警署女警長洪佩思表示於案發凌晨

4時，指揮官指示警員撤退，當時卻有警員被圍
攻，她在奶路臣街曾揮動警棍驅趕人群，其間右
手拳頭遭硬物擊中，雖然她戴上頭盔，但頭部仍
被硬物擊中數次，她指當時感到頭暈而跌倒地
上，並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治理。經診斷後，發現
其右手中指及無名指有骨裂情況。

旺暴案主審
法官彭寶琴昨
日頒令，禁止
公眾人士在法
庭內用手提電
話作文字模式
通訊，同時要
將流動通訊器
材關上。
案件昨甫開

庭時彭寶琴即
頒 發 上 述 禁
令，不過就表
明法律團隊及
記者不受禁令
影響。
法官表示這

樣做是為免可
能騷擾審訊進
行。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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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斜死火溜後 巴士掃欄撼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藍田

德田街昨晨發生巴士急速溜後驚險意
外。一輛雙層九巴上斜期間突然失去動
力，整部巴士連同多名乘客沿着斜路一
直溜後，其間曾剷上行人路，消息指當
時車上大部分是學生，車長頸及腰部受
傷，須送院治理，乘客則無恙。
九巴發言人證實，昨晨7時許，一部
從油塘開出的14D雙層九巴駛至德田街
左轉入連德道時，巴士失去動力溜後，
左車尾碰到行人路欄杆，巴士引擎及車
尾損毁。
涉事巴士已送往驗車中心，警方現正

就意外原因展開調查。
根據現場消息，涉事九巴雙層巴士由

59歲姓張車長駕駛，由油塘開往彩虹，
巴士上有多名乘客，當中大部分為學

生，當巴士從德田街康逸苑巴士站駛出
至連德道燈位，轉燈後繼續左轉入連德
道，張姓車長事後表示，巴士突然失去
動力，沿着斜路溜後，他扭左軚欲救車
但不果，不久巴士已掃毀路邊兩個鐵
欄，再剷上行人路，撞向康逸苑外牆及
花槽始告停下。
警方及救援人員到場，發現巴士車尾

損毀，張姓車長報稱受傷需要送院，幸
好未有乘客受傷。警方稍後將涉事巴士
拖走，調查意外是否涉及機件問題。
有工會成員指出，巴士為自動波排

檔，設有系統鎖車，當巴士因意外死
火時，系統會將各個車轆鎖上，連軚
盤亦無法轉動，以防溜後釀成意外，
今次無故溜後撞欄再撼牆，情況較為
罕見。■巴士（箭嘴）沿斜路一直溜後，車尾撞中屋苑外牆及花槽。

■受害人潘曉穎 ( 右 )，上月偕同姓陳男友
( 左 ) 到台灣旅遊。 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15歲私
影少女應約到已婚中年漢的旺角住所拍
照，其間被對方虐殺，中年漢事後藏屍行
李篋，帶回酒店房間再姦屍，惟事後在垃
圾站棄屍時被人發現落網，被控謀殺罪
名，案件在高等法院經審訊後，陪審團昨
退庭商議三小時，一致裁定被告謀殺罪名
成立。有辦案探員庭外透露，調查過程並
不簡單，或許「天有眼」，很快便搜集到
足夠證據，卒將被告繩之以法。
被告劉璋輝（37歲）否認2014年12月

8日在旺角甘芳街寓所內，謀殺15歲少女
郭惠明。劉表示願意承認誤殺罪，但不獲
控方接納。法官薛偉成昨形容被告犯案手
法兇狠恐怖，對一名年輕女子做出連串暴
力襲擊，法例訂明謀殺罪行須判終身監
禁，惟被告是透過微信相約事主，希望控
方能聯絡社交媒體營運商，了解社交媒體
有何責任，考慮日後向年輕女子作出防範
受傷害警告字眼，作出改善。案件押後至
本周五才正式判刑。
被告劉璋輝早前於自辯時稱，當日在

家要求事主換衫拍照三次但她沒遵從，被
告在失常下拿茄汁樽扑她的頭，又因好色
而將酒樽和藥水膠樽蓋塞她肛門。當時聽
到一把充滿權威的「血祭」聲音後，便隨
手揑着事主的頸，再用膠紙圍其頸及臉。
被告形容事主失去呼吸心跳後，他把事主
放入行李篋帶到酒店，並與事主性交。
他一度想租屋把事主永遠藏起來，但

價錢不合，遂回酒店後再次跟事主性交。
事後他回家與妻子過夜後再回酒店，然後
棄屍於垃圾站。

香港文匯報
訊 （ 記 者 葛
婷）民主黨成員
林子健（釘書
健）聲稱被操普
通話的內地人員
擄走禁錮毆打，
並於大腿位置釘
上 21口釘書釘
而形成一個個
「十字架」，警
方經調查後懷疑
他報假案，控告
他一項誤導警務人員罪，及後將控罪修
訂為「明知地向警務人員虛報有人犯
罪」。案件昨於九龍城裁判法院答辯，
林子健否認指控。案件押後至6月15日
進行審前預審，林子健獲准以現金5,000
元保釋候審。
被告昨在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陪同下

離開九龍城法院，他在庭上否認一項
「明知地向警務人員虛報有人犯罪」罪
名，控罪指，林子健（42歲 ) 於2017年8
月11日在瑪麗醫院明知地向偵緝警員黃
繼霈虛報有人犯罪，即8月10日下午在
油麻地介乎咸美頓街與碧街之間一段砵
蘭街一帶被拐帶。

辯方將傳召病理學專家
辯方指需要時間尋找專家證人，當中

包括病理學家，要求將案件押後一段較
長的時間，控方則表示共有172名證人，
主任裁判官吳蕙芳表示，裁判法院不宜
處理這麽多證人，不會容許傳召百多名
證人出庭。
辯方又指知悉控方主要依賴閉路電視

的錄影片段作證，而辯方對影片連續性
沒有爭議。
根據香港法例，任何人明知地向警務

人員虛報有人犯罪，或提供虛假資料或
作出虛假的陳述或指控以誤導警務人
員，必定留下案底，最高可判監6個月和
罰款1,000元。
有法律界人士早前質疑，林子健聲稱

案發後，只在前往醫院接受治療期間為
警方錄取了一份初步口供，之後對於警
方約見他再錄取一份詳細口供的要求，
他卻「告病假」。
因此警方控告林子健「報假案」的理

據，就只能基於這一份初步口供的內
容，林無論在記者會及其他訪問中說了
什麼，最多都只可能作為參考。林子健
向警方錄取口供時說了什麼，也只能待
案件稍後公開聆訊時才知曉。

■■林子健昨庭上否認林子健昨庭上否認
控罪控罪，，事後獲准保釋事後獲准保釋
候審候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虐殺私影少女案 無業漢謀殺罪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元朗南生
圍對開山頭前日下午發生山火，火勢猛
烈，滾滾濃煙直竄半空，火舌往山下燃
燒，一度靠近單車徑及行人路，消防員聯
同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合力灌救近17小
時才把大火救熄。惟多塊芒草田已被燒
焦，南生圍附近山頭一片灰白，散發焦土
氣味。消防處初步調查後，發現火警蔓延
速度異於尋常，認為火警起因有可疑，已
交警方調查。
山火發生於前日下午3時左右，現場見

到三條各長十多至二十米的火線，向附近
一帶山頭蔓延，消防員到場灌救，要用水
泵灌救，政府飛行服務隊派出直升機，協
助投擲水彈，至前晚十時許，消防員仍與
烈火搏鬥，遠至Yoho Town的住客亦表示
目睹火龍。
直至昨晨8時，南生圍山火燃燒近17小

時後大致救熄，火勢終於受控，現場多塊
芒草田燒焦成為灰燼，估計涉及近百畝
地，現場白灰飄散，彌漫焦土味。而南生
圍著名木橋「婚紗橋」，則奇蹟地未受到

山火波及。
不過相隔僅7小時，消防員於昨午2時

54分又接報南生圍對開又出現山火，河邊
草叢冒出濃煙。消防到場發現兩條各長約
20米的火線，決定用山草拍打及背泵撲
救。下午4時許，政府飛行服務隊派出直
升機到場，多次在上空投擲水彈，至下午
約5時15分，大火終被救熄。
消防處指不用疏散居民，亦無人要送院。

南生圍山火燒近17句鐘

■被告劉璋輝(左)謀殺罪成候懲，右為遇
害少女郭惠明。 星島日報圖片

■現場見到南生圍山頭三條火龍。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就讀香港
專業教育學院 ( IVE ) 的 22歲女生潘曉
穎，上月偕同男友到台北旅行慶祝情人
節，其間疑遭殺害棄屍草叢。台灣警方昨
晚於竹圍捷運站的後山山坡發現一具女
屍，初步相信是失蹤一個月的潘女。消息
稱，警方事後在男友身上找到女死者的信
用卡，隨即以盜竊罪將他拘捕扣查，了解
是否與命案有關連。
潘曉穎與就讀大專院校副學士的19歲姓
陳男友，今年2月13日到台北旅行並慶祝
情人節，但一直未返港，潘曉穎父親本周
日(11日) 親自往台灣尋女，最後要報警求
助，及後驚聞女兒被人埋屍荒野，傷心不
已。

失蹤一個月台警發現屍體
消息指，台灣警方昨晚於竹圍捷運站的

後山山坡草地下，發現一具女屍，屍身已
開始腐爛，台警憑女屍衣着及其他搜出的
證物，相信為失蹤一個月的香港女生。據
悉，有人用行李篋收藏屍體，於捷運中山
站搭淡水線到竹圍站，運屍16個站後才到
附近山坡草叢埋屍。
據潘女和男友入住酒店的閉路電視片段

所見，2月17日凌晨時分陳男協助女友推着
行李篋，其間陳男更一度單手拿起旅行
篋，神態自若，顯示裡面物品並不多。
至早上11時 26分，陳男卻戴上黑色口
罩，獨自一人推着粉紅色旅行篋離開該酒
店，當時行李篋狀甚笨重。
潘女離港前曾向家人透露，從台灣返港

後才與家人過農曆年，但潘父一直等不到
女兒返港，找女兒男友查問，有人表示與
潘女已分手，不知道她的行蹤。潘父決定
先在香港報警求助，然後再與友人親自到

台灣尋女，並向台灣警方進一步求助，台
警翻查潘女出入境記錄，相信她一直未有

離台，及可能已遭不幸，遂透過國際刑警
組織要求香港提供協助。

■酒店閉路電視拍到姓陳男友( 前 )單手拿起
一個旅行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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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本

土 民 主 前

線」前發言

人梁天琦等

5名激進示威者，涉參與2016年

農曆新年旺角暴亂，被起訴煽動

暴動、參與暴動、非法集結和襲

警等罪名，案件昨日在高等法院

續審。在前線執勤的男督察作供

指，有示威者將自製盾牌、口罩

及潛水眼鏡傳遞到梁天琦及黃台

仰所在位置，之後「有人用擴音

器講咗啲嘢，刺激人群去挑釁警

方」，然後示威者便不斷指罵警

方及投擲硬物，有女警被水樽擊

中左眼，有男警員頭部被掟磚受

傷流血，更有警員遇襲倒地不省

人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