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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貨幣炒家天台撒錢 疑誘人落疊

深水埗降鈔票雨
博宣傳釀大混亂

深水埗區昨日有
人在大廈天台撒下
大量鈔票，造成逾

百人街頭爭相搶拾混亂場面。大律師
陸偉雄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
公眾地方撒錢造成混亂行為或會被控
觸犯《公安條例》，而市民在公眾地
方拾取鈔票亦有可能觸犯盜竊罪，絕
非「地上執到寶問天問地攞唔到」。

破壞安寧可判監1年
陸偉雄解釋，有人在高處將大量鈔
票撒落街的行為，除可能會被檢控
「亂拋垃圾」罪名外，倘涉事者明知
行為會引起混亂，並且事前在社交平

台張揚或作為宣傳，就有可能觸犯香
港法例第二百四十五章《公安條例》
第十七B（2）所列的罪行。
該法例規定，「任何人在公眾地方
作出喧嘩或擾亂秩序的行為……意圖
激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或其上述行
為相當可能會導致社會安寧破壞，即
屬犯罪」，一經定罪，可判罰款5,000
元及監禁12個月。
在事發前，有人（幣少爺）在face-

book直播及預告會有錢從天而降，即
使這人並非親自上天台撒鈔票，但有
理由被懷疑有份參與行動，倘被證實
與撒錢落街的人合作，亦會涉「夥同
犯罪」（joint enterprise）而被檢控。

拾遺不報或犯盜竊罪
陸偉雄亦指，香港絕非「地上執到
寶問天問地攞唔到」，事件中拾錢途
人同樣可能因拾遺不報而犯法，因為
鈔票屬具有價值的財物，市民如在公
眾地方拾取明知不屬於自己的鈔票，
即屬不誠實挪佔及剝奪他人的財產，
有可能觸犯盜竊罪。
他以2014年灣仔解款車跌錢事件為

例，有市民因拾遺不報而被控盜竊
罪，即使有人事先張揚會撒錢落街，
拾取的市民取亦要向警方證明鈔票是
該人所撒落街的鈔票，故呼籲市民切
勿貪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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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傻分不
清楚」派
李少玲：
當時我見到

以為拍戲！

Dong Yung
Jet：
行 為 藝 術

呀？！

「實事求是」
派
Ming Ming Chow：
派俾（畀）啲有需

要嘅人好過啦！

Y.W. Fung：
玩還玩，但掉錢

落街係犯法，公

眾安全條例……

「突破盲腸」派
Kam Wa Kwong：
掉 10 萬就全香港新聞

頭版頭條，一級叻仔

啦，我地（哋）呢啲注定

一世做窮L……

樂樂：
小財唔出大財唔入，

掟30萬落樓呃返300萬

「唔執輸」派
Chak Pan Lee：
有冇十八區派發

時間表？

Raymond Lam：
只望有緣能參與

執錢。

昨日下午2時許，有「幣少爺」之
稱的姓黃男子在其facebook直播

影片。片中，他駕駛林寶堅尼跑車駛
至深水埗黃金商場對開路邊停下，繼
而落車站在路中由他人協助拍攝下大
聲宣佈：「今日12月15日係fcc公佈
交易賽的大日子……有無人相信錢係
可以從天而降的？」

「幣少爺」預先宣佈錢從天降
當「幣少爺」說話完畢及高舉雙手
時，身後隨即傳來一陣喧嘩聲。他與
拍攝鏡頭同望向福華街與桂林街交界
處，大量紅色「紙張」突陸續開始從
天而降。其間，市民抬頭向上望發現
「紙張」是有人由大廈天台不斷撒
下。初時，大部分市民也只是用手機
拍攝，但當發現撒下的「紙張」原來
全屬100元且夾雜少量1,000元面額鈔
票，紛紛不顧一切瘋狂搶拾。
根據網上片段所見，數以百計市民不理

安全走出馬路俯身執錢，有人更冒險爬上
車頂、港鐵站出入口上蓋或大廈簷篷上執
拾散落的鈔票，更互相搶奪身旁市民手上
鈔票，其間有駕車經過的司機知道有錢從
天而降，亦不顧一切將車停在馬路中心落
車搶拾，場面非常混亂。有大廈低座單位
住戶則用長夾伸出窗外夾取簷篷上的鈔票。
一時間笑聲及喧嘩聲不絕於耳，猶幸未有
發生車禍或高處墮下受傷意外。

警籲市民交出鈔票免惹官非
警員接報趕至封鎖現場調查時，大
部分錢鈔已被搶拾一空，不少市民早
已「盆滿缽滿」離去，僅餘一些零星
散落隱敝處或難以拾取位置的鈔票。

警員即場要求市民將所拾獲的鈔票
全部交出，否則可能會被檢控。同
時，警員在附近一帶街道收集撒落鈔
票，又登上大廈天台尋找涉案者，但
未有發現。警方暫列在公眾地方行為
不檢案處理，由刑事偵緝科調查，暫
未有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登上「幣少爺」

的facebook專頁查看，除直播天降鈔票
短片外，他還發帖稱「……今日既
（嘅）主題係劫富濟貧……我幣少爺今
日企係（喺）度話俾（畀）你地（哋）
知，只要你有夢想，就所有事情都係有
機會發生，錢就係從天而降。」
其後，他再在 facebook 發帖，稱
「劫富濟貧，嚟緊可能（喺）香港唔同
既（嘅）地方都會有錢從天而降……」
「幣少爺」的言論，與昨日有人從

大廈天台撒錢行為「不謀而合」，不

排除有人藉天台撒錢作宣傳，但此舉
因引起混亂或已觸犯《公安條例》，
市民若不交出所拾鈔票亦可能因拾遺
不報而干犯盜竊罪（見另稿）。
民建聯九龍西立法會議員蔣麗芸昨

日指，有關行為引起市民瘋狂爭搶，
雖無人受傷，但已產生混亂，要求警
方跟進及調查有關金錢是否合法所
得，而市民使用有關金錢是否違法，
警方有需要交代。
民建聯另一位九龍西立法會議員鄭泳

舜則表示，自己在事發後第一時間收到
街坊片段，同時聯絡警方，要求到場處
理，維持秩序，「該處行人多、地方
窄，又有車輛進出，部分100元被撒在
大廈簷篷及馬路上，擔心市民為執拾而
危險。」他對肇事者涉嫌罔顧公眾安
全，拋錢引起現場混亂予以譴責，並希
望警方徹查今次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正當虛擬貨幣總市值由今年1月

8,350億美元跌至上月底不足1,400億美元，市值蒸發逾80%，令不少在高

位時加入「挖礦」者損失慘重，有從業員更被告上法庭。昨日，懷疑有從事該

行業者突在深水埗區從大廈天台大撒鈔票，企圖達至吸引人投資虛擬貨幣的

宣傳效果，導致市民爭相衝出馬路或爬上危險位置互相爭奪，場面一度混

亂。警方須封鎖現場維持秩序，幸未有釀成受傷意外。有法律界人士提醒市

民，天台撒錢行為或觸犯《公安條例》，而拾錢市民亦可能惹上官非。

撒錢執錢皆可惹官司
��1�

深水埗街頭有大量百
元紙幣從天而降，引起
市民瘋狂撿拾，網傳事

件由 facebook 專頁「幣少爺──新世代礦
業」主理人、自稱「幣少爺」的黃鉦傑所策
劃。黃鉦傑本名關梓傑，24歲，自稱早年曾
在快餐店和地盤打工，其後儲了幾十萬元，
靠投資虛擬貨幣「賺大錢」，前後獲利達8
位數字，更透過公司持有兩架意大利名車，
又租住西貢一間連泳池獨立屋。

售礦機涉款兩千萬
他於今年初開設專頁，介紹區塊鏈技術及投
資虛擬貨幣心得，自稱「香港區塊鏈第一

人」。他其後又轉為推銷虛擬貨幣filecoin，主
打礦機買賣及託管合約，初期每部礦機售2.5萬
元，後加至2.75萬元，據稱已賣出約800部，
推算涉款最少2,000萬元。他不時會在專頁炫
富，展示大疊現金等。專頁獲逾1.4萬人追蹤。
黃鉦傑的出位行為吸引不少人包括傳媒的

注意。數月前，有傳媒「放蛇」參加其主辦
的課程，發現追捧他為教主的大有人在，一
晚可錄得近20萬元收入。他在接受電子傳媒
訪問稱自己投資加密貨幣的威水史，也提及
他推銷的礦機。惟有兩位買家就投訴，有關
加密貨幣上線日子一拖再拖，欲退款卻遲遲
未能成功，懷疑自己被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幣少爺自誇炒「虛幣」暴富
0�$0�$

■■深水埗街頭昨日突深水埗街頭昨日突降降「「錢雨錢雨」」，，途人紛紛途人紛紛
「「翹首以盼翹首以盼」」。。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 有市民冒有市民冒
險爬上簷篷險爬上簷篷
執鈔票執鈔票。。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幣少爺幣少爺」」高高舉雙手在舉雙手在fbfb
直播大叫直播大叫「「有無人相信錢係有無人相信錢係
可以從天而降可以從天而降」」，，隨即有人隨即有人
從其身後大廈天台撒錢從其身後大廈天台撒錢。。

網上短片截圖網上短片截圖

■女途人無奈將執到的鈔票交予警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 13歲嚴姓男童稱不知道執錢犯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深水埗一大廈天台深水埗一大廈天台
昨日有人昨日有人（（紅圈所示紅圈所示））大大
撒鈔票撒鈔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8年12月

16
戊戌年十一月初十 十六冬至
港字第25111 今日出紙3疊6張半 港售8元

星
期
日大致天晴 日間乾燥

氣溫18-23℃ 濕度6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