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刀手截車圖斬人 疑涉黑幫尋仇

門夾腳急升 婆婆險送命
街坊援手拉出鬼門關 升降機急上23樓再落5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繼兩個多月前上水名都一升降

機故障引致女住客遭夾腳墮槽底死亡意外，前晚銅鑼灣一大廈再發生幾近

「翻版」事故，一名老婦在步出升降機期間門突然關上遭夾腳，老婦及

時由其他住客協助拉出後，升降機隨即向上升及下降十多層樓，老婦受傷

送院治理。警方列作「有人意外受傷」案處理，涉事升降機需暫停運作等

候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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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升降機繼續暫停使用被圍封涉事升降機繼續暫停使用被圍封，，
等候機電署及保養承辦商人員檢查等候機電署及保養承辦商人員檢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住客表示住客表示，，門門佈滿生銹佈滿生銹痕跡痕跡。。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有街坊指大廈的升降機已經好有街坊指大廈的升降機已經好
舊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查疑車遭衝撞 警轟兩槍未截停

■■銅鑼灣一大廈再發銅鑼灣一大廈再發
生幾近生幾近「「翻版翻版」」門門
夾腳奪命事故夾腳奪命事故。。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友光記者劉友光 攝攝

事故中，78歲事主逃出升降機時失足
跌倒，頭部及手部受傷，幸傷勢不

嚴重，清醒送院經治理，昨日已無礙出
院。
現場為銅鑼灣信德街1號至7號美蘭閣，

樓齡達42年，共68個單位，大廈兩部升降
機，品牌為東芝，為大廈興建時安裝，保養
承辦商為好歷香港升降機有限公司。

10天前剛做例行保養
據悉，涉事2號升降機，過往無發生須呈
報事故，上一次例行保養日期為7月21日，
上一次由註冊升降機工程師檢驗日期為去年
12月15日。
消息稱，前晚9時許，老婦與一名同層男
住客使用2號升降機，其間升降機到達寓所
樓層開門後，男住客先行步出，但老婦尾隨
期間升降機𨋢 門突然關上，老婦猝不及防其
中一腳被夾住，前行男住客見狀協助將老婦
拉出，升降機隨即直上至23樓再下降至5樓

始停止，老婦被拉出時失平衡跌倒撞傷，
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警員到場調查，初步無可疑，涉事升降

機需暫時停止運作，等候機電署進一步檢
查確定事故原因。

門生銹 常要維修
昨晨，香港文匯報記者再到現場了解，

但見涉事升降機繼續暫停使用被圍封，機
電署人員及承辦商人員先後到場為升降機
作詳細檢查，其間亦有區議員到場了解事
故。
有住客表示，大廈的升降機已經好舊，

𨋢 門佈滿生銹痕跡，過往不時需要暫停使
用進行維修，昨晚見2號升降機被圍封暫停
使用，以為又發生故障待修，其後始知發生
意外，更有住客因而受傷送院治理，對大廈
升降機安全問題非常擔憂。
機電工程署表示，正聯同升降機保養承辦

商檢查及測試涉事升降機，初步發現升降機

沒有發生急升情況，而是升降機機廂位置感
應器發生故障，導致升降機未能準確停在目
的地樓層。升降機將會由註冊升降機承辦商
修理及進行全面測試，證實機件正常運作
後，才可恢復運作。

根據資料，近期接連發生涉及升降機嚴重
事故。今年5月11日，上水名都巴黎閣一名
女住客在7樓大堂準備步入升降機時𨋢 門突
然關上，女住客未能及時後退，其中一腳被
𨋢 門夾困，女住客隨升降機向上升至倒豎

葱，繼而從𨋢 門墮下升降機槽底死亡。
同年4月8日，荃灣海灣花園2座一對夫

婦在搭乘升降機返家期間，升降機突然由16
樓急升至頂層樓46樓才停下，夫婦被拋起
撞向升降機箱天花，一度重傷命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現年52歲的前輔
警陳劍雄，24年前（1994年）夥同黨設局在酒
店房間禁錮及打劫一名舞女，他更將女事主強
姦，事後兩人被捕，陳棄保潛逃匿藏內地，直至
近年在泰國及緬甸邊境教會工作，今年1月獲牧
師鼓勵下返港自首。陳前日在高院承認搶劫、強
姦、非法禁錮、未有依期歸押共4罪，但昨在暫
委法官宣判前得悉被告犯案時，「未有依期歸
押」罪於翌年9月才生效，法官遂在控辯雙方同
意下將該控罪撤銷，被告另3罪獲判監8年。

「未依期歸押」未生效獲撤罪
被告陳劍雄，案發時28歲，任職手機銷售

員，曾擔任輔警。另同案被告黃榮德，當年亦曾
擔任輔警，1995年經審訊後裁定搶劫、非法禁
錮及盜竊罪成，判囚7年。
暫委法官布思義昨判刑指，陳以虛假藉口誘騙
女事主到案發酒店房間，顯然是有預謀犯案，強
姦罪亦是在有預謀的搶劫中發生，事主遭侵犯前
已受驚多個小時，無力抵抗，而被告長時間交合
亦令事主感到痛楚。
布官續指，就算事主是舞小姐及同意收錢開
房，但她享有的法律保障，不會少於拒絕性交而
被強姦的女士，法例同樣保障她的尊嚴及權利，
而強姦情節對事主留下的影響亦不會小於其他控
罪。

經考慮後，將總量刑起點定為12年監禁，在
減去認罪扣減後，判處被告入獄8年，另充公被
告的保釋金。
案情指，1994年時X小姐26歲，是銅鑼灣

Today's World Nightclub的舞小姐，當年9月9
日晚上被告陳劍雄光顧該夜總會，先後有4名舞
小姐陪坐，最終以1,700元約X外出開房。兩人
晚上9時許抵達酒店登記上房，約1小時後黃榮
德頭戴毛冷面罩現身，將X綑綁及用膠紙封嘴。
兩名被告隨後搜掠X的手袋，逼她說出家居

地址、電話、傳呼機號碼，及提款卡密碼。
黃其後取去X的信用卡往澳門買金飾，留下
陳看守X。發卡銀行證實事主的信用卡，由
1994年 9月 10日凌晨1時43分至3時36分期
間，被分開5次購入總值約3萬元金飾。
至於留下看守X的陳，則在10日凌晨2時許
為X鬆綁，並在X拒絕下將她的衣服脫光及與X
性交，X感劇痛。完事後，陳再將X綑綁困在廁
所，又取去她的勞力士腕錶，直至凌晨3時15分
才棄下X離開。
警方同年10月6日拘捕兩名被告，陳承認看中

涉案夜總會「富有」的女事主，並與黃商討設局
打劫。陳否認強姦，堅稱X是出於自願，他亦答
應事後會將「肉金」存入她的銀行戶口，但最終
因他遺失戶口號碼，未有付款。
陳又指事後獲分得1.4萬元贓款。

姦劫舞女潛逃23年 前輔警囚8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屯門發生疑
涉及黑幫的截車刑事毀壞及縱火燒車案。一
名疑曾策劃11年前一宗黑幫同門槍殺案遭判
監20年，早前才出獄的男子，昨駕七人車載
同妻子途經新福路，突遭另一輛私家車撞
停，車上跳下3名南亞裔刀手，扑爆七人車
的擋風玻璃，更圖拉開車門襲擊車內夫婦，
幸不成功。事主忙將車駛往附近的新界北交
通部求救，約十多分鐘後，警方證實刀手的
私家車被棄於洪水橋縱火焚毀，女事主則因
受驚過度不適，需送院檢查，警方反黑組已
接手調查案件動機。
遭刀手伏擊險遭斬傷夫婦， 其中丈夫兼
司機姓鄧（42歲）。消息指，鄧有黑幫
「新×安」背景，與屯門區另一鄧姓黑底
猛人「大鼻歪」屬同門，兩人早在2007年

疑為爭奪紅油及毒品利益頻頻衝突，同年6
月鄧更出錢及策劃，串謀另外最少3名同黨
僱用殺手向「大鼻歪」落手，惟殺手槍支
臨場卡彈，令「大鼻歪」逃過一劫。
鄧與另外兩名同黨事後落網，同年11
月，他被判監20年，直至早前始出獄，警
方目前正設法緝捕4名涉案男子，當中包括
1名司機及3名南亞裔刀手歸案，以追查事
主遭遇伏擊是否與過往江湖恩怨有關。
案發昨日下午1時14分左右，鄧姓男事
主駕駛一輛本田七人車，載同妻子途經屯
門新福路時，突遭另一輛白色私家車撞向
右邊車身截停，隨後車上跳出3名持刀的南
亞裔大漢，不由分說，扑爆七人車的擋風
玻璃，並試圖拉開車門繼續襲擊車內事主
夫婦，幸當時車門已反鎖，未能打開。

男事主驚魂甫定，慌忙踩油開車逃走，刀
手亦立即跳上由同黨駕駛的私家車追截，幸
在約100米外的良信街是新界北交通部，男
事主立即將車剷上閘口行人路求救，刀手見
狀，亦知難而退，迅速驅車逃去。
未幾，大批警員到場調查，證實夫婦並無

受傷，惟右邊車身凹陷，右車頭擋風玻璃亦
告爆裂，車上女事主其後報稱受驚，感到頭
暈不適，要由救護車送往屯門醫院治理。

刀手逃離現場 疑放火燒車
相隔約十多分鐘後，警方再接獲巿民報
案，指在約4公里外的洪水橋亦園路有一輛
白色七人車着火焚燒，消防員到場將火救
熄，但全車已嚴重焚毀。
經調查，警方相信該車與新福路撞車及

刑毀車輛案有關，遂將案件列作刑事毀壞
及縱火交由屯門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
跟進。

■被撞停扑爆擋風玻璃的七人車駛至新界北
交通部閘口求救。 網上圖片

■■現場一輛現場一輛
貨車擋風玻貨車擋風玻
璃中彈璃中彈，，警警
員 在 場 蒐員 在 場 蒐
證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劉
友光）中環律政中心發生企圖縱火
案。一名不滿因破產遭扣起長俸的
七旬退休公務員，昨日到律政中心6
樓向接待處投擲天拿水樽及縱火，
由保安員制伏及將火救熄，疑犯因
縱火時被燒傷，由救護車送院治
理。警方暫列縱火案處理。
被捕老翁姓鄭，73歲，疑精神有
問題，涉嫌企圖縱火罪名，犯案時
手部被火燒傷，清醒送院治理，未
有大礙。

不滿因破產遭扣起長俸
據悉，鄭為退休醫管局男護士，
1999年退休，一家五口依靠鄭每月
1.3萬元長俸生活。但2003年鄭因嗜
賭欠下40萬元債務需要申請破產，
其間遭公務員事務局按規例暫緩向
其發放長俸。
至2007年鄭的破產令獲解除後，

鄭不滿相關部門處理其退休金及發
放長俸問題進行訴訟但被判敗訴。
2008年鄭疑因不滿下，分別向公

務員事務局發恐嚇電郵及兩名負責
其個案的破產管理主任發匿名恐嚇

信，揚言「做損人不利己的事」及
「燒死人」，因而被捕及控以3項刑
事恐嚇罪，被判感化1年，需接受心
理及精神科治療。鄭因連串訴訟，
拖欠律政司逾73萬元訟費，於2011
年再次自行申請破產，直至2015年
鄭獲法庭頒令解除破產令。
去年鄭又就其退休金遭扣押，提
出上訴至終審法院，但被上訴庭頒
下判詞駁回。
消息稱，昨午3時許，當時鄭身懷

天拿水樽及打火機到中環下亞厘畢
道18號律政中心東座，保安員因見
他形跡可疑尾隨監視，但見鄭到達6
樓民事訴訟部門接待處時，突然情
緒激動大聲叫嚷，並取出裝有天拿
水的玻璃樽擲向接待處，玻璃樽應
聲碎裂及天拿水四濺。
鄭繼而取出打火機縱火，部分天
拿水被燃點起火，鄭沾有天拿水的
手部亦著火燒傷，在場保安員上前
制伏鄭及將火救熄，報警求助。
警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以相關
罪名拘捕鄭，並交救護車送院治
理。案件交由中區重案組跟進，正
調查其犯案動機。

退休翁闖律政中心 掟天拿水樽圖縱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
疑因考牌「肥佬」而遷怒於運輸
署考牌主任（考牌官）的男「學
神」，前日涉嫌傷人後潛逃9小
時，當晚在北角落網。他被指推
撞考牌官及刑毀冷氣機開關掣，
涉嫌普通襲擊及刑事毀壞被捕，
惟其否認指控，暫獲准保釋候
查，8月下旬再向警方報到。
至於遇襲受傷的考牌官昨仍休

息，未有上班。
被捕男「學神」姓許（21

歲），身有多處紋身。據悉他是
汽車維修技工，過往有打架案
底。
案發前日下午2時半左右，許

在銅鑼灣大球場徑掃桿埔駕駛考
試中心應考輕型貨車（貨Van）
路試，獲通知成績不合格。
詎料有人得知考牌「肥佬」

後，認為是監考的一名姓金（41
歲）考牌官作祟，即上前與該名
考牌官理論，更涉嫌出手傷人後
逃去。
警員其後到場調查，證實遇襲

考牌官曾被推跌，手腳受傷及感
到腰痛，須送往醫院敷治。

現場中心內亦有冷氣機開關掣被壓毀。
警方遂將案件列作普通襲擊及刑事毀壞跟
進，並根據考生的登記資料追查該名涉案
在逃考生下落。
事隔約9小時，當晚11時半，一名姓許

青年突到北角警署向警員聲稱他沒有推撞
考牌官及刑毀冷氣機開關掣，警員在核實
其身份後，將其拘捕。
案件目前繼續由灣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

七隊跟進。

打
考
官
潛
逃
9
小
時
「
紋
身
學
神
」被
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屯
門發生警員查案遇襲開槍事件。數名
重案組探員昨晚在街頭埋伏調查一宗
刑事毀壞案期間，遭疑犯駕車撞向探
員突圍，一名警長喝止無效拔槍向私
家車射擊最少兩槍，但私家車高速逃
去無蹤，混亂中警長受傷需送院治
理。直至昨晚深夜，警方仍封鎖現場
進行調查，一名男子疑腳部中槍受傷
到醫院求診，正調查是否與案有關。
涉事警長閃避可疑車輛時手腳擦
損，傷勢不嚴重，送院經治理，未有
大礙。

現場為屯門青海圍近置樂花園。消
息稱，事發昨晚9時許，當時數名重
案組探員就近日一宗停泊上址的運菜
車多次遭人刑事毀壞案件埋伏監視，
其間發現一部可疑私家車出現，兩名
男子落車行近運菜車進行破壞，探員
隨即現身採取行動，兩名疑犯見事敗
返回接應私家車逃走。
探員喝令停車下，但機不單未有按

指示停車，更突然踩油加速衝前撞向
探員，一名警長見狀大聲喝止無效
下，即拔出佩槍向可疑私家車連開最
少兩槍還擊，但未有擊中目標。

眼看私家車將要撞中警長之際，幸
警長及時避過，但遭私家車趁機高速
逃去無蹤，在場其他探員追趕無果
下，隨即報告上峰要求增援，附近街
坊聽到開槍巨響，亦紛紛報警。
事後大批警員接報趕至封鎖現場調

查，並根據資料在附近一帶展開搜捕
涉案私家車，並在現場搜索警長開槍
的彈頭及蒐證，開槍警長因閃避時手
部擦損受傷，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元朗現一中彈男
直至昨晚深夜，警方一度在元朗區

發現懷疑涉案私家車，並有一名懷疑
腳部中槍受傷男子到醫院求診，警方
正調查是否與案有關。
根據資料，這宗是1個多月內第二宗
開槍案件。今年6月26日，一名44歲
保鏢公司女負責人與家族中人因遺產
糾紛，先在酒樓飲茶商議無果，再到
鰂魚涌公園傾談時涉向4名姨舅開槍施
襲後逃去。
警員接報趕至經搜查在太古城中心

四期拘捕涉案女子，在其身上起出半
自動手槍及子彈，4名傷者由救護車送
院經搶救，兩死兩傷。

7月31日(第18/085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2,645,330 （1注中）
三獎：$114,700 （61.5注中）
多寶：$20,834,771

下次攪珠日期：8月2日

24 27 43 44 46 3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