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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童涉拆櫈腳助捅事主下體
有人除皮帶當鞭用 官斥行為惡劣 涉案 8 童全部還柙

童－黨－欺－凌

天水圍天恩邨令人髮指的童黨欺凌女童案件，
繼日前 3 名被捕女童上庭應訊，其餘 5 名涉案男

13 歲至 15
5名男童被告，年齡介乎
歲，當中兩人為兄弟關係，全部被

分涉拆木櫈腳及除皮帶交被捕女童，用作向事主

控一項傷人罪。
昨日除一名被告由祖母陪同外，其
餘被告的父母也有到庭聽審，有被告
與父母凝望及互相安慰，其間一名被
告更掩口痛哭。

鞭打及捅下體施虐。裁判官指案情極之嚴重，各

第五被告認毀事主手機

童被警方控以一項傷人罪，昨日在屯門法院少年
法庭提堂，暫時毋須答辯。案情透露，5 名男童

人不准保釋，案件押後至 8 月 24 日提訊，與其他被
告一同提堂。連同早前提堂的被告，被捕 8 名涉案男
女童全部需要還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控罪指，5名男童於今年7月11日，
在天水圍天恩邨非法及惡意傷害女童
X。控方在庭上首度披露案情指，根
據女童事主X的證供，5名男童在案發

時拆散兩張木櫈，再將櫈腳交給兩名
涉案女童向 X 施襲；有被告用不知名
物體打 X 背部兩次；有被告曾脫下皮
帶交給女童鞭打 X；有被告則毀壞 X
的手機。
控方指，5名男童有份參與攻擊或從
旁鼓勵襲擊，各人在警誡下有不同程
度的招認，首被告稱看到 3 名被捕女
童 襲 擊 女 童 事 主 X， 但 他 本 人 無 參
與；次被告則指 3 名被捕女童有份施
襲；第三被告承認將皮帶交給被捕女
童用來鞭打 X，他本人則用木櫈腳打
X；第四被告稱看到被捕女童施襲；

第五被告承認損毀X的手機。
辯方在庭上，以現金 500 元至 1 萬元
為各被告申請保釋。
裁判官指，案情極之嚴重，案發當
日女童 X 被脫去衣服，遭人用各被告
拆下來的木櫈腳狂毆，更有人用木櫈
腳捅 X 下體，有人甚至用火機及煙頭
燒 X 的陰毛、手腳和頭髮，又有人向
X 頭部及身體吐口水，再有人用可樂
淋濕X。
裁判官表示，指控相當可怕惡劣，
最終駁回辯方申請，5 名男童需要還
柙，案件押後至 8 月 24 日，連同案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鄧偉明）旺角一間需要車
主留匙的露天停車場，繼早前
連接發生匪徒冒認車主偷車案
後，昨日再有一名車主往取回
瑪沙拉蒂跑車時，發現擺放在
車尾箱內一隻價值逾 15 萬元的
勞 力 士 Daytona 手 錶 不 翼 而
飛，於是報警；警方暫列車內
盜竊案處理，未有人被捕。
現場為旺角聯運街及亞皆老
街交界一個露天停車場，因平
日車輛進出問題，職員會需要
車主留下車匙，以便有需要時
「褪車」，車主須向職員出示
泊車單始能取回車匙，但早前
上址停車場在三星期內兩度發
生賊人假扮車主取匙偷車案。
詎料昨日再發生車內盜竊名
錶案，因車門未有發現被撬痕
迹，不排除被人用匙打開車門
盜竊財物，需要車主留匙停車
場的保安問題，再次引起關注
(見另稿)。
據悉，遇竊瑪沙拉蒂跑車，
2010 年出廠，2011 年 1 月中首
次登記，車價約 169 萬元，現
時登記車主為 22 歲姓黎青年，
報住將軍澳景林邨；但他已搬
出多時，家人對其工作及近况
不太清楚。
至於失竊的勞力士 Daytona
手錶，是黎於 2016 年以 15.75
萬元購入，日前黎擬將手錶轉
售，但最終未能達成交易，黎
將手錶連同單據放入錶盒，暫

時藏在跑車的車尾箱，再用物
件遮掩及鎖上尾箱。
消息稱，6 天前黎將瑪沙拉
蒂跑車駕至旺角上址露天停車
場，因應停車場要求留下車
匙，取過停泊單據便因事離港
出境。直至昨凌晨約 3 時，黎
返回上址停車場取回跑車，其
間打開車尾箱檢查手錶時，赫
然發現只餘錶盒及單據，手錶
則不翼而飛，於是報警。警員
到場調查及翻查停車場閉路電
視蒐證，不排除涉熟人或知情
者所為，案件交由旺角警區刑
事調查隊第六隊跟進。

▲案件中，車主價值 15.75 萬
元的勞力士手錶被盜，只餘下
單據及錶盒。

◀一輛停泊停車場跑車
一輛停泊停車場跑車，
，車主
取車時發現放在車尾箱的勞力
士手錶被盜，
士手錶被盜
，報警求助
報警求助。
。

車場貼免責條款 專家：車主難追討
對於停車場發生車內盜竊
案，法律界、保險業及汽車專
家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提醒
車主，將車停泊在留匙停車場要小心，切勿擺放貴
重財物，除一般車保不包括車內財物損失外，如果
停車場貼出免責條款，追討賠償會較困難。
大律師陸偉雄指出，車主如欲向停車埸追討賠
償，要先注意停車場有沒有免責條款，以及免責條
款內容是否合理，如果證實失竊案屬停車場職員疏
忽引致，例如職員將車匙亂放令車主遭盜竊，便可
向停車場追討賠償，並非有免責條款便一定毋須賠
償。
但如果車主曾將車輛停泊不同車場，則需要確定

&

財物在何處被盜竊，才能向涉事停車場追討賠償。
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羅少雄表示，車險不
保障個人財物，但一般個人財物保險則會受保，保
障範圍包括汽車內、家中、酒店及辦公室損失的財
物。
如果匪徒打破車窗盜竊，車保會賠償更換車窗費
用，個人財物保險則會賠償損失財物。
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會長李耀培提醒，將車泊在留
匙停車場要小心，不要將貴重物品遺留在車內，除
大多停車場都會有免責條款令追討困難外，車主本
身不認識停車場職員，可能有人「手腳唔乾淨」偷
竊財物，故車主在停泊前要先考慮清楚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不同理由索錢 受騙者最大62歲
據悉，陳的犯案手法，是從報章及網上
社交平台刊登徵友廣告，同時間結識不同
女性，專以單身或失婚女子為目標，年齡
不拘，並以假身份證等資料與目標交往。
當與目標建立感情及發展成情侶關係
後，便以不同藉口如投資大陸房地產、低
價兌換人民幣及結婚等理由索取金錢。
當陳得手後，便會即時封鎖對方社交媒
體賬戶及失去聯絡。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署理警司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早前由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發出《在涉及陪審
團的法庭程序中於法庭內使用流動電
話及其他器材》的新實務指示，昨日
正式生效，法庭使用者不可在有陪審
團參與的法律程序中，於法庭內使用
流動電話或任何其他有攝影或錄影功
能的器材。
昨日所見，除法庭入口處貼出相關
告示外，亦有職員在場提醒公眾，除
非經法官或司法人員准許，否則在庭
內需要關上手提電話及禁止使用有攝
影功能的器材，如果公眾無合適的袋
或口袋，便須要將有關器材放入法庭
提供的袋子內。與訟各方、法律代
表、執法部門人員及在指定範圍旁聽
的傳媒，則獲豁免。
根據資料，近月接連有市民在法庭內使用手
機拍攝，以致對審訊構成影響(見表)。根據普
通法，陪審制度是執行司法工作的重要一環，
此制度在憲法上受到基本法第八十六條保障，
陪審員必須不受任何實際或他們認為存在的干
預、壓力或分散他們注意力的事情所影響。
上月司法機構宣佈，由昨日(19 日)起於正在
進行有陪審團參與的法庭程序的法庭內，禁止
進行攝影及錄影，但在不牴觸可適用的法律及
法院大樓規則情況下，有關限制不影響法庭使
用者在任何時間於法院大樓其他公眾地方合法
使用流動電話的自由。

涉法庭內拍攝事件簿
6月14日

網上美男計 涉呃 8 婦 263 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前日
在油塘偵破連環網上情緣騙案，拘捕一名
年近六旬「愛情騙子」，涉嫌過去近 4 年
間向 8 名中年至老年婦人發展網戀，再以
不同藉口索取金錢，涉案金額達 263 萬
元；行動中，探員檢獲一批現金、手錶及
珠寶首飾等證物。
被捕男子姓陳，57 歲，持有澳門身份證
及報稱無業，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
名，通宵扣查。

同案 3 名 12 歲至 15 歲被捕女童，日
前先後被控傷人罪，在屯門法院少年
法庭提堂。控方指，女童事主 X 除遭
毆打外，財物也有損失，稍後警方在
為 X 錄取詳細口供後，會考慮加控其
他罪名，獲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至 8 月
24 日提訊，並以案件性質相當嚴重為
由，拒絕 3 名被告保釋申請，需要還
押懲教署看管。

■法庭禁錄影器材阻偷拍。 資料圖片

內地男同車場兩遭偷車
根據資料，今年 3 月初，一
名經常來港旅遊探親的 62 歲姓
陳內地男子，因向友人借用七
人車代步，於上址停車場月租
車位。同月 9 日陳往取車時發
現被偷車，職員翻查閉路電視
證實一名南亞裔男子冒認司機
將車駕走，於是報警。
事後陳再向友人借來一輛名
貴跑車，因月租期未過繼續停
泊，並按要求留車匙。詎料同
月 27 日凌晨，一名男子到停車
場向 74 歲職員聲稱是跑車車
主，因泊車單留在車內，要求
先取車匙再交泊車單，但男子
取過車匙即駕車逃去，職員報
警。
陳接報到場了解時，對兩度
遭人冒認車主偷車深感不滿。

或加控被捕女童罪名

法庭內禁用拍攝功能器材

車場留匙泊跑車 車上名錶被盜

其他被告一同提堂，其間警方繼續進
一步調查。

高院 11 樓 27 號庭在一宗販毒案開庭前，
一名因不服工傷案被判敗訴男子在公眾旁
聽席上，疑舉起手機向法官席及書記方向
拍攝，涉嫌刑事藐視法庭被捕帶署扣查。

5月23日
■探員在「愛
情騙子」寓所
檢獲現金、名
錶、首飾及懷
疑假身份證明
文件等證物。
俊業表示，早前警方先後接獲 8 名年齡介
乎49歲至62歲女子報案，分別於2014年7
月至 2018 年 4 月間，透過網上社交媒體及
報刊刊登廣告結識一名男子，被對方以不
同理由索取金錢，但事後男子失去聯絡，
懷疑受騙，8 名女事主合共損失約 263 萬
元，當中最大一宗騙案事主損失約 122 萬
元。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人員經深入
調查後，鎖定一名姓陳目標男子與案有

■57 歲網上情緣「愛情騙子」被黑布蒙頭、
鎖上手銬押署扣查。
關。直至前日(18 日)晚上約 8 時，探員根據
資料突擊搜查油麗邨仁麗樓一單位拘捕姓
陳目標男子，並檢獲9部手提電話、8隻名
錶、4 萬元現金、2 張懷疑假身份證明文件
等證物帶署。由於案件仍在調查中，不排
除有更多受害人。
警方資料顯示，近年網上情緣案件亦有
上升趨勢。2018 年首季涉及網上情緣騙案
共接獲 119 宗，較去年同期上升 230%，當
中90%受害人為女性，年齡介乎31歲至60

地盤工 9 樓墮槽喪命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蕭景源、鄧
偉明 ) 尖沙咀昨晨發生奪命工業意
外，一名技工在電梯槽內工作期間
疑失足由 9 樓高處墮下，傷重不
亡。
這是 14 個月內第三宗同類工業意
外，業界呼籲做好安全措施，防止
再發生同類意外。
男事主姓劉，53 歲，已婚，與妻
子育有一名仍在求學兒子，為家中
■商廈地盤昨日發生工人墮電梯槽 ■墮電梯槽工人遺體由仵 經濟支柱。據悉，劉為資深平水墨
斗工人，一般負責根據建築圖則去
奪命工業意外。
工舁走。

歲。2017 年警方共接獲 235 宗同類型案
件，損失金額約 1.08 億元；較 2016 年同類
型 案 件 數 目 上 升 106% ， 損 失 金 額 上 升
13.7%。
警方呼籲市民網上結交朋友時必須謹
慎，不應隨便披露個人資料及照片，對方
以任何原因要求索取金錢，不要輕易相
信，必須核實其身份。
如有任何懷疑，市民可致電反詐騙協調
中心24小時熱線18222查詢。

高院審訊一宗「佔旺」案期間，女子唐琳
玲涉嫌在法庭公眾席內拍照並上載至微
信，並與法官針鋒相對而被捕。6 月初唐
被裁定刑事藐視法庭罪成，判監 7 天及須
支付律政司近20萬元訟費，成為本港首宗
在法庭內拍照定罪案件。

3月6日
法庭審訊旺角騷亂案件期間，法官接到陪
審團紙條通知，認為公眾席上有人向着他
們拍攝。法官隨即下令警方跟進，警員入
庭帶走一名男子。翌日開庭，該名男子被
發現再到庭旁聽，由執達主任陪同離去。

2月23日
法庭在審訊梁天琦等 5 人涉旺角暴亂案期
間，一名自稱遊客內地男子，被其他旁聽
市民發現他在庭內拍照及以微信傳送出
去，男子由執達主任陪同離開法庭。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彈線」(即是劃線)，再由其他工種
的工人進行施工。
現場為尖沙咀中間道 15 號一個廈
商地盤，前身為中間道多層停車
場，當年由恒地以46.88億元投得，
計劃將將興建 18 層高的商廈，涉及
樓面34萬方呎，預計2019年落成。
消息稱，昨早 9 時許，劉在地盤
內一電梯槽棚架進行「彈線」工作
期間，疑不慎失足由 9 樓高處墮下
重傷昏迷，附近工友發現報警，消
防員趕至救出證實死亡，毋須送
院。警員封鎖現場調查，初步無可
疑，列作工業意外處理，聯絡勞工
處派員跟進，死者遺體由仵工舁

走。
勞工處發言人表示，高度關注今
次意外並已就事件展開調查，亦將
會向有關承建商發出「暫時停工通
知書」，停止其在該地盤的電梯槽
內進行任何工作，直至信納承建商
已採取措施消除有關危害，才可復
工。若調查發現有違例事項，定會
依法處理。

恒地發百萬恩恤金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發言人表
示，對意外感到非常難過，管理層
昨午到死者家中慰問家屬，並向家
屬發放100萬元恩恤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7月19日(第18/080期)攪珠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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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二獎：三獎：$81,900
多寶：$9,643,214

（53.5 注中）

下次攪珠日期：7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