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怪客槍嚇港鐵職員 再闖銀行亮槍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

景源、劉友光）近月網上

出現一名「網上情緣」騙

徒，涉嫌利用網上交友程

式不斷結識女性，再以自

己生日為藉口，要求對方

送贈名貴生日禮物，最少

18人「中招」，涉案金額

近10萬元。警方接獲舉報

經調查，昨日根據資料拘

捕一名涉案男子帶署扣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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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禮物情騙案 平貨呃貴嘢
疑犯涉哄18女網友中計 款項近10萬元

陶君行倒撼後車拒認罪

警方提醒市民小心網上陷阱
■謹記網上交友要留神，提高警覺，不要盡信網友提供

的身份或相片等

■將網友的相片於網上搜尋，確認相中人是否另有其人

■不要隨便在社交平台披露個人資料及照片

■不要接受網友提出不當要求，如借錢、投資邀請、

借出銀行戶口或傳送個人私密照片等

■切記有假網站的可能性，不要支付任何金錢利益給網

友，或提供戶口及密碼給對方

■設立網絡私隱管制，保障個人資料

■懷疑遇上騙案，應保留聊天記錄作證據，並報警求助

■或致電24小時【防騙易】熱線18222尋求協助

被捕男子姓周，25歲，涉嫌以
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名，昨

午周由探員黑布蒙頭及鎖上手銬
押返警署，案件由深水埗警區刑
事調查隊第五隊跟進。

邀女方約會氹有發展機會
據悉，周的犯案手法，是透過
網上交友程式認識多名本地女
性，花數日至數星期時間與對方
熟絡，再邀請對方外出約會，並
在約會期間先向女方送上一些價
值不高或是冒牌首飾等物博取歡
心，然後趁機聲稱自己約會當天

生日，要求女方送贈貴重生日禮
物。
女方因剛接受禮物「唔好意

思」，及覺得雙方有發展機會，不
惜花費金錢送贈名貴生日禮物，部
分女事主更被騙得一再送贈禮物。
直至男方突然失去聯絡後，女事

主始如夢初醒，懷疑受騙報警。

受害女事主22歲至36歲
消息稱，今年6月下旬，警方相

繼接獲18名年齡由22歲至36歲女
事主報案，指懷疑遭人以生日為
名要求送贈名貴禮物，包括智能

手機或名貴服飾等，介乎2,000元
至6,000元，涉案金額合共約9.5
萬元，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人
員經深入調查，鎖定一名25歲姓
周目標男子涉案。
昨晨約11時，探員根據資料突

擊搜查馬鞍山區一住宅單位，拘
捕姓周目標男子及檢獲一批懷疑
用作送給女事主的平價飾物帶
署。
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督察謝

佑謙呼籲，市民如有任何懷疑或
就案件有資料提供，可致電3661
8885與深水埗警區人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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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劉友
光）一名「懷槍客」昨相隔兩小時相
繼大鬧沙田及屯門區，分別在港鐵站
擎槍指嚇職員及銀行內掏槍擺枱面要
求開戶，大批警員荷槍實彈趕至搜捕
及疏散人群，經部署成功拘捕男子及
繳械，初步相信只是仿製手槍，正深
入調查其持槍犯案動機。
被捕男子姓林，22歲，報稱無業，
涉嫌管有仿製槍械罪名。屯門警區
（刑事）總督察張寶月表示，初步調
查林無精神病記錄，對答尚算正常，
其在港鐵站犯案原因涉不滿職員服務
態度，但在銀行犯案動機則有待確
定，正循他精神狀况及家庭背景深入
了解。

IG 鬧港鐵「垃圾」素質差
據悉，林曾任職地盤工，但已失業
一段時間，未婚，與家人同住天水圍
區。昨日兩宗案件事發前，林曾在社
交媒體Instagram上載相關圖片，內容
涉及「垃圾港鐵……服務素質不是人

可接受……」及「銀行服務，屯
門……」未知是否將怪異行為與網友
分享。

警沙田站荷槍實彈搜捕
消息稱，昨晨8時許，一名男子在沙
田港鐵站A3出口處，向57歲姓黃港鐵
男職員查詢如何前往附近一間商場，
但疑因不滿黃服務態度，男子突然從
所攜文件袋內掏出一支類似手槍物體
指向對方，其後轉身逃去，黃驚魂甫
定報警。大批穿着避彈衣警員趕至調
查，其間一度荷槍實彈在站內及附近
一帶搜捕，但未有發現。
至昨晨10時許，一名男子到達屯門
市廣場2期地下匯豐銀行分行表示想開
設戶口，由24歲姓陳女職員帶往會面
室坐下安排期間，男子突然從文件袋
內掏出一支懷疑手槍物體放到枱上，
陳見狀大驚藉故離開房間暗中報警。
大批警員趕至調查，為安全起見先
疏散銀行內數十名職員及顧客後，隨
即採取行動拘捕涉案男子及繳械，初

步相信手槍無子彈及只是仿製槍，但
是否曾經改裝及來源，則有待進一步
檢驗確定。
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三十八章《火

器及彈藥條例》第二十條「仿製火器
的管有」，任何人管有仿製火器，即
屬犯罪，可處監禁兩年。

■■約會時藉口生日騙取女網約會時藉口生日騙取女網
友贈送名貴禮物被捕友贈送名貴禮物被捕「「網上網上
情緣情緣」」騙徒騙徒。。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攝

■■檢獲一批疑用作送給女事主博取歡心的檢獲一批疑用作送給女事主博取歡心的
平價飾物平價飾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香港眾
志」秘書長黃之鋒指在去年7月1日遊行
至金紫荊廣場示威期間，被警員在無宣佈
拘捕他的情況下鎖上手銬及禁錮，遂入稟
小額錢債審裁處向警務處處長索償4.5萬
元。暫委審裁官昨裁定警務人員當時使用
合理及合乎比例的武力，以免黃之鋒作出
危及自己及他人安全的行為，又批評黃之
鋒的行為破壞了社會安寧，裁定他敗訴，
除被撤銷索償外，另需支付律政司8,062
元訟費連利息。

官批黃破壞社會安寧
暫委審裁官何世文裁決指，接納4名警

務人員證供，即黃之鋒被帶上警車期間一
直激烈掙扎，不停舞動手腳，令兩名警員
受傷，又曾將下身放軟不願上警車，警員
亦曾警告黃不要掙扎，否則會上手銬。
法官認為，當時黃的行為，已構成「破壞
社會安寧」，肇事警員當時為黃上手銬，並
非當他是疑犯或要拘捕，而是因應實際環境
使用的合理及合乎比例武力，以保護其及其
他人免受身體傷害，有確切的需要。
法官續指，黃之鋒並非普通市民，他懂

得使用不同方法拒絕上警車，而他當時情
緒激動，故對黃之鋒供稱他上警車後隨即
安然坐下「沒有掙扎」，難以令人信服，
情節生硬，與事件背景格格不入，又認同
「一個人需一段時間由激動情緒冷靜下
來」。法官強調，為黃之鋒上手銬時間應
只有5分鐘，到達警署已即時解除，根據
肇事警員供詞，認為他們有認真考慮何時
為黃之鋒解除手銬。

法官又指，當時同被警員帶走的示威者如梁國
雄及黃浩銘等人，沒有被上手銬，質疑為何警方
會特別針對黃之鋒，因而拒絕接納他的證供。

■■涉嫌持槍大鬧港鐵站及銀涉嫌持槍大鬧港鐵站及銀
行被捕男子行被捕男子。。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陳俊傑實習記者陳俊傑攝攝

■警方檢查疑犯所持手槍，相信只是仿
製槍械。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陳俊傑攝

■■大批探員趕至屯門大批探員趕至屯門
拘捕拘捕「「懷槍客懷槍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上
月底屯門醫院一名男病人疑淋浴時
被硬物插肛門，其後檢查發覺直腸
有兩厘米長傷口，最後流血不止死
亡，院方報警。消息指，法醫驗屍
報告顯示，初步死者直腸內傷口屬
舊患。警方正繼續跟進調查。
據悉，法醫驗屍報告顯示，死者

的肛門並無新形成傷口，而直腸內

對上約10厘米的一處兩厘米傷口有
潰爛，與屯門醫院早前公佈說法一
致，但經驗屍顯示該傷口屬舊患，
料其中一個說法指是花灑塞入肛的
可能性不高。消息稱，屯門警區重
案組正就案件繼續展開調查，亦會
向有關醫護人員錄取口供。
上月底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

投訴被人用硬物插入肛門，其後情

況轉差，醫生進行大腸內窺鏡檢查
確認病人直腸位置出現一處約兩厘
米長的傷口，經治理傷口及電腦掃
描發現其直腸穿孔，其間病人因傷
口流血不止，最後死亡。
院方因家屬指死者曾表示在淋浴

時遭硬物插肛，認為事件已超越普
通醫療事故，決定報警，懷疑涉案
的兩名病房助理現正休假。

病翁疑遭插肛亡 驗屍揭腸傷屬舊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劉
友光）屯門及葵涌昨日再揭發九巴
遭人「椅裡藏針」案件，分涉59M
及235M路線，警方同列作「求警協
助案處理，暫未有人被捕。這是8天
第8宗同類案件，造成最少兩名女乘
客受傷，另3天發生6宗九巴「鎅
椅」案，警方至今仍一案未破。
首宗「椅裡藏針」現場為葵芳巴

士總站，涉事235M線來往安蔭及葵
芳站。消息稱，昨晨11時許，一輛
235M線九巴準備開出時，59歲姓陳
車長接獲乘客通知，指發現上層有
一張座椅遭人放置一支約8厘米長針
灸用的針，陳知會公司及報警。
警員到場調查及檢走利針帶署作

進一步檢驗，案件交由葵青警區刑
事調查隊第七隊跟進。
另一宗「椅裡藏針」現場為屯門

公路轉車站，涉事59M來往屯門碼
頭及荃灣站。消息稱，昨午12時
許，一輛往荃灣59M線九巴駛至屯

門公路轉車站時，有乘客通知27歲
姓葉車長指上層近車頭座位底有3支
針，車長報警。
警員到場調查，分別發現一支約6

厘米長及兩支約4厘米長的針，另上
層再有兩個座位被毀壞，案件交由
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六隊跟進。
根據資料，上月27日至前日(3日)

為止，荃灣、觀塘、沙田、油麻地
及葵涌相繼揭發6宗「椅裡藏針」事
件，分涉59M線、17號線、81號
線、46號線及48X線，最少兩名女
乘客受傷送院治理。
另外，本月1日至3日為止，長沙

灣、觀塘、沙田、荃灣及將軍澳共
揭發6宗九巴「鎅椅」事件。

巴椅「藏針」停不了 8天8宗零拘捕

▲探員檢走一支約8厘米長針灸用的針
帶署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探員到屯門中轉站登上發現
「椅裡藏針」巴士進行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社民連前主席陶君
行涉在去年倒車與後方車輛碰撞，引致後車損壞
及女司機受傷，並在警員到場前離開，他被警方
以傳票方式控告「不小心駕駛」、「發生意外後
不停車」及「沒有報案」三項罪名。
陶昨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否認全部控罪，質疑證

人是誇大傷勢及車輛的損壞程度以討賠償。裁判
官將案件押後至下周五（13日）裁決。
現年52歲的陶君行被指去年12月27日，在觀塘
宜安街準備將停泊在路邊的私家車駛走時，倒車
疑撞毀後方的私家車，被撞私家車的女司機石詠
恩疑頸痛受傷，事後要到醫院驗傷，但陶在警員
到場前已駕車離開。
被撞私家車女司機石詠恩，是家庭主婦，她表

示當日駕車在上址等候丈夫李冠雄下班，車輛被
撞後，鬼面罩和泵把損壞，自己亦感到頸部拉
傷。陶其後下車查看車輛的損壞情況，與陶的同
行友人表示可賠償500元。
她指陶其後與到場的李爭論，陶曾向兩人說：

「你都傻嘅，你架車都無爛到。」李於是要求報
警處理，陶當時回應「你咪報囉」，但陶在警員
到場前已駕車離開。
石表示其後有到聯合醫院治療頸部傷勢，又稱

「去到家都仲有覆診」。
辯方葉賜豪大律師則在盤問時指，石從未向警

方提交「X」光及醫生報告，案發時亦未有向陶提
及自己受傷，質疑石誇大傷勢以便向陶提出索
償。但石否認此說法。而李則強調自己有向陶提
及太太受傷，稱當時向陶說：「咁唔掂喎，家
有人受傷，而你又話無撞車。」不過，葉指李的
警方口供中並無提及他有向陶稱有人受傷，李承
認的確無提及，但強調當時在現場有說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