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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傷人」狂徒 剪插保安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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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
「揩天」
失常襲擊逃遁 居民人心惶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大埔發生懷疑「隨機傷

■探員在梯間檢獲疑兇所遺
下的一支盛有天拿水的啤酒
樽等證物。
樽等證物
。

人」恐怖血案。一名保安員前晚在太和廣場附近一樓梯
間巡邏時，無故突遭一名不認識男子持剪刀瘋狂襲擊，
保安員猝不及防被剪刀連插多下，渾身浴血負傷逃跑及
呼救，驚動途人報警。傷者由救護車送院治理，兇徒則

■「隨機」
傷人案中，
無故遇襲男
保安員頭及
手被鉸剪插
傷流血，由
救護員即場
進行包紮止
血。
網上短片
截圖

逃去無蹤，警方正展開追捕。昨日，太和邨居民及網上
對事件議論紛紛，更因涉案狂徒仍逍遙法外，令人心惶
惶。
歲，
遇襲男保安員姓梁，38
頭部及手部有多達 7 處遭剪

刀插中傷口，幸傷勢不嚴重，清
醒送院治理，情況穩定。

巡樓梯突施襲 途人報警送院
現場為大埔港鐵太和站通往太
和廣場一條樓梯。消息稱，前晚
9 時許，梁姓保安員如常進行巡
邏至上址樓梯時發現一名男子坐
在梯間，由於不時有人在梯間吸
煙，故未有為意。
不過，當梁行過該男子身邊後，
男子突然起身及掏出一把剪刀撲向
他襲擊。梁猝不及防連環被剪刀插
中受傷流血，並負傷逃跑及大聲呼
救，由途人發現報警。
當梁跑至廣場近喜和樓出口
時，因見兇徒未有尾隨追截及逃
去無蹤，遂坐下梯級喘氣休息，
未幾救護員趕至為他進行包紮止
血後，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現場檢天拿水啤酒樽
警員到場調查，在案發梯間檢
獲一支盛有天拿水的啤酒樽，懷
疑兇徒所遺下，初步傷者與兇徒

互不相識，不排除有人「揩天」
失常隨機襲擊他人，並翻查附近
閉路電視片段蒐證。
警方將案件列作傷人案處理，
並通緝一名年約 30 歲至 40 歲中
國籍男子，身高約 1.7 米，蓄短
髮，案發時身穿深色上衣。案件
由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跟
進。

居民感驚訝提高警覺
「隨機傷人」剪刀狂徒仍然在
逃，昨日邨內居民人心惶惶。有
居民指出，太和邨一向治安良
好，故對血案感到驚訝，為安全
起見，盡量少出夜街或行經僻靜
樓梯處，並囑咐家人出入小心，
希望警方能盡快將兇徒繩之以
法。
遇襲保安員接受包紮治理短片
被人上載至 facebook 後，亦引起
網民熱議。有網民留言「大家要
小心 d（啲），朋友！希望傷者
早日康復！」有相信是太和邨居
民則留言指：「 兇徒仲未捉到，
驚驚！」「大家真係要小心
啲……」

隨機傷人 隨意目標
「隨機傷人」意思，即犯
3
案者與遇襲者基本不認識，
彼此之間無任何仇怨或任何
關係，只是犯案者隨機或任意選擇襲擊目標。
專家指出，隨機傷人或甚至殺人的犯案者，大
多數性格孤僻，在學業或事業上有挫敗，甚至曾
遭別人欺凌，以致缺乏成就感及內心充滿仇恨，
覺得世界不公平，從而作出傷人行為作報復，或
想做一些「大事」使人記得自己。
有部分犯案者則患有精神病，因分不清現實或
幻覺，襲擊不認識的人。
此外，近年愈來愈多人因長時間沉迷玩電子遊
戲，少與別人接觸及良好溝通，令思考知覺有障
礙，出現精神分裂症狀，當思考過程中產生偏
差，無法接受正確訊息或產生錯誤判斷下，無故
作出極端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近年「隨機襲擊」案事件簿
2018年12月20日
一名男子在大埔太和廣場附近一樓梯間無故持剪刀向途經男保安員施襲，保安
頭及手被連插多下浴血受傷，兇徒傷人後逃去無蹤，傷者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未有生命危險。警方正追緝在逃兇徒下落。
2017年6月16日
一名 48 歲男子，繼早前在油麻地租住床位縱火逃走被通緝期間，再手持剪刀在
區內無故向途人施襲，兩名男途人背部被刺傷，其中一人負傷尾隨跟蹤兇徒及
報警，警員趕至拘捕兇徒及將傷者送院治理。
2017年4月20日及22日
一名 30 歲男子，於兩日間在灣仔區無故用手襲擊 5 女 1 男途人後逃遁，過程被
其他人拍攝及上載互聯網。同月 25 日，警方經調查在深圳灣口岸拘捕涉案男子
帶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證
券公司女經紀與交收女文員串謀，7
年內盜竊及出售客戶總值逾1.1億元
股份，並偽造紀錄掩飾罪行，至證
監會將要查賬，公司才揭發罪行，
最終公司需花費 1.56 億元為受害客
戶回購被盜股份。涉案兩人早前承
認串謀盜竊及串謀詐騙罪，昨在高
等法院分別被判囚11年3個月及7年
半。
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訛騙案調查
組總督察陳思敬散庭後表示，相信
今次判決可對同類案件起阻嚇作
用，並呼籲證券業界加強規管，包
括定期檢查、委託獨立專業會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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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賬離港圖自殺 累公司執笠
案中73歲首被告巫秀華，犯案時
為中華太平洋證券有限公司的客戶
經紀；次被告許芳婷、44歲為證券
公司的交收文員。案情指，巫在該
證券公司負責代客戶買賣股票，許
則負責管理客戶賬目和草擬交易記
錄等。巫自2005年起開始盜竊客戶
股份，並利用其親戚在證券公司開
設的兩個證券戶口出售股份圖利，
許則負責偽造紀錄掩飾。
兩人串謀輸入假存賬數據至證券

公司電腦系統、發出載有假數據的
月結單及向聯交所報假資料。
直至 2012 年 11 月 16 日，巫得悉
證監會將要查賬，並於 3 日後一度
離港。同月 22 日，許在中環企圖
跳橋自殺，證券公司高層始對兩人
起疑心，調查後揭發事件。據悉，
警方於 2012 年底接手調查時，該
證券公司已結業。
涉案兩人最終被控串謀盜竊及串
謀詐騙罪，指她們於2005年1月12
日至 2012 年 10 月 24 期間，串謀偷
竊屬於上述證券公司財產的上市公
司股份，總值約1.102億元。
兩人早前承認控罪，高等法院法

■陳思敬在庭外呼籲證券業界加強
規管。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官昨判刑時指，兩被告精心策劃犯
案長達7年，須以兩項控罪最高刑罰
為量刑起點。由於兩人認罪，女經
紀又年事已高，女交收文員曾協助
警方調查，故兩人均獲酌量減刑，
分別判囚11年3個月及7年半。

男死者為「么鳳」族人
外－遇－殉－情－案

經紀「報大數」 呃買家落格 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婷）一名地產代理公司董事，
涉嫌兩度向一對夫婦買家所購
入的兩單物業價格「報大
數」，意圖誘使對方交易時，
較真實價格共多付逾 1,500 萬
元。涉案董事被控兩項欺詐
罪。案件昨於屯門裁判法院提
訊，被告毋須答辯，暫准保釋
外出，案件押後至明年 1 月 10
日，轉至區域法院審理。
報稱商人的被告蟻樂祺、31
歲，是兩間地產代理公司的唯
一董事和持牌地產代理。控罪
指，被告於 2014 年 10 月 12 日
至 11 月 21 日期間，向夫婦何
鏡榮與譚玉貞訛稱，天水圍嘉
湖山莊一個商業單位業主開價
3,200 萬出售，但實情是賣方
只 打 算 以 1,900 萬 元 轉 讓 物
業。
被告先以投資公司股東身
份，與賣方訂立臨時買賣合
約。其後被告沒有向買家夫婦
披露自己擁有該投資公司權益，並
意圖誘使對方以 2,856 萬元向其投資
公司購買該商業單位物業，較原先
業主開價相差約950萬。
蟻又涉嫌於 2014 年 12 月 19 日至
23 日，再度隱瞞業主開價約 2,600
萬元出售九龍青山道工廠大廈的兩
個單位，意圖誘使該對夫婦支付
3,142 萬元買入該項物業，「報大
數」差額逾 540 萬元。

核數師核數等，以減低證券公司員
工違規風險。

前日灣仔揭發的婚外情男女協同自殺殉情
案，據悉男死者為著名涼果店「么鳳」的家
族成員。警方昨日繼續展開調查，分別到殮
房蒐證及向獲救女事主錄取口供了解案情。
警方暫列自殺案處理，交由灣仔警區重案組
第一隊跟進。

傳人稱「大舅父」任倉務管理

據悉，62 歲男死者朱偉坤為著名涼果店
「么鳳」的家族成員，么鳳第三代傳人在公司稱
朱為大舅父。2015 年，么鳳在銅鑼灣富明街重開
時朱亦有份出席開張儀式，而么鳳在官方網頁上
載的店舖門外大合照中亦有朱的影蹤。他任職么
鳳的倉務管理，協助打理家族生意。
昨晨 10 時許，朱偉坤的家人到西環殮房辦理認
屍手續事宜，約逗留 1 小時離去，未有回應。其
間，有重案組探員到達殮房調查及檢取證物。案

中 獲 救 的 60 歲
姓張女事主昨日
情況已轉趨穩
定，由警員陪同
下由律敦治醫院
■協同自殺女事主昨日由警員
轉往其他醫院繼
陪同下轉院繼續治理。
續治理。
消息稱，警方將循「自殺協定」方向調查，稍後
重案組探員會向張錄取口供，不排除會以相關罪名
向張作出拘捕。
各有家室的朱及張原為小學校友，數年前兩人
在舊生聚會中重遇發展婚外情，近期疑事件曝光
令 兩 人 備 受 壓 力 相 約 自 殺 殉 情 。 本 周 三 （19
日），兩人租住灣仔利景酒店房間後，於房內用
烈酒送安眠藥尋死。翌日上午，酒店職員發現報
警，朱被證實當場死亡、張昏迷送院救回一命。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劉友光

「天眼」
揭菲傭摑少主 僱主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九龍灣
揭發虐兒案件。一名男子昨日翻查家中安裝的監
控系統時，發現所僱外傭涉掌摑年幼兒子，於是
報警，警員到場拘捕外傭及將男童送院檢查。
遭掌摑男童，約 2 歲，面部有紅印，清醒由父
母陪同送院接受檢驗，未有大礙。被捕外傭，40
歲，菲律賓籍，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
待或忽略」罪名，帶署扣查。
據悉，男童與父母同住沐寧街啟德1號3座一個單

位，父母聘請外傭協助照顧兒子及打理家務。近日
夫婦懷疑兒子曾遭外傭虐待，但苦無證據，男僱主
遂在家中安裝監控系統拍攝外傭工作情况。
消息稱，昨午 1 時許，男僱主發現兒子面部有
紅印傷痕，起懷疑下翻查監控系統片段，發現兒
子曾遭外傭掌摑，於是報警。警員到場經調查，
根據片段證據拘捕外傭帶署，男童則由父母陪同
送院，案件交由秀茂坪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七隊跟
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工聯促港鐵檢討服務緩加價

串謀盜客逾億股份 女經紀女文員重囚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聶
曉輝）近半年
來，港鐵意外
頻繁，例如四
線訊號全線故
障、沙中線工
程失誤事件等
等，但港鐵仍
宣佈由下月 2
日起「全月通
■工聯會促港鐵暫緩明年加價計劃。
加強版」、
「港鐵都會票」及「屯門 示將按機制罰款港鐵 800 萬元，唯
─南昌全日通」等5款車票 港鐵翌日公佈明年對全月通相關車
加價，惹來社會不滿。工 票加價及結束車費優惠，變相將罰
聯會新界東總幹事鄧家彪 款加到乘客身上，做法確實令人失
昨日聯同區議員及社幹團 望！」
隊到港鐵總部遞交請願
他們高呼「港鐵服務差！票價時
信，表達對有關加價舉動 時加！」等口號，要求港鐵公司積
不滿的訴求，要求港鐵積 極檢討現時服務質素，暫緩全月通
極檢討現時服務質素，同 等 5 款車票加價計劃，同時「程程
時暫緩全月通等5款車票加 3%車費扣減」優惠至明年年底以
價計劃。
回饋乘客，並確保沙中線各車站結
構符合安全規格及技術許可情況下
鄧家彪批將罰款轉嫁乘客 採取分階段通車模式，以及加快落
鄧家彪指出，乘客對港 實東鐵線幕門工程，並將所有墮軌
鐵服務質素已存疑問，港鐵反而將 意外列入港鐵懲罰機制內。
他們同時建議政府考慮擴展現時
5 款車票加價，並於元旦日起結束
「 程 程 3% 車 費 扣 減 」 優 惠 。 他 「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將鐵
說：「港鐵服務質素已大不如前， 路交通意外受害人納入保障範圍，
早前『四線失陷』事故，政府已表 讓傷者家屬可迅速申請經濟援助。

醫局：整體內科病床佔用率 10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
港正逐步踏入冬季流感高峰期，醫院
管理局總行政經理張子峯表示，過去
4日每日有逾千人經急症室入住內科
病房，內科病床佔用率達108%，病
床流轉出現困難。他指出，醫管局已
因應冬季流感服務高峰期，於今年
10月向各醫院聯網撥款共約5億元推
行高峰期的措施，主要用作加開短期
病床，而周年計劃中預計加開的500
張病床，則會分配其中250張至內科
及50張至急症室。
醫管局昨日舉行記者會，講述公
立醫院因應寒冷天氣和流感高峰期
臨近所採取的應變措施。張子峯表
示，近日內科病房服務量急增，本
月 20 日的整體內科病床佔用率為
106%，合共有 11 間醫院達到或超
過 100%，最高病床佔用率是伊利
沙伯醫院的119%。

加開500床 增200醫護
他表示，流感高峰期間，公立醫
院每日接收約 100 名 90 歲以上病
人，年長病人受流感影響的風險較
高，會加重醫院負擔，當局已陸續
推出措施應對，包括於今個財政年
度加開約500張新病床。
同時，暫時約有 200 名非醫管局
醫生和護士，登記在公立醫院需要
人手的時段提供兼職服務。
醫管局老人科小組委員會主席莫
俊強表示，1991 年至 2016 年間，
80 歲以上的長者數目增加逾 3 倍，
人口老化是醫療系統面對最大的挑
戰，「2017/18 年度，冬季流感高
峰期入院的80歲以上長者，較非高
峰期時入院增加13%。」
他表示，希望透過加強社區服務
降低長者重複入院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