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將軍澳工業邨昨晨揭發

入口薯仔混有戰時手榴彈事件。卡樂B四洲有限公司香港工場職員

在處理一批法國入口薯仔時，發現一個疑似手榴彈可疑物品，於是

報警。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到場檢查，證實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製

手榴彈，已經失去撞針，有危險性；人員經即場進行引爆後，檢走

碎片作進一步處理。警方列作「發現炸彈」案處理。

法國薯仔驚現一戰手榴彈
將軍澳卡樂B廠發現無撞針 警即場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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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巴士司機涉多次非
禮及強姦女兒案，日前審訊期間女童突推翻口供，
聲稱自己誣衊父親，司機終獲判無罪釋放。不過，
警方發現女童突改口供疑另有別情，早前拘控一男
兩女涉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至昨日再以同一罪名
拘控兩名男子，即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兩被告
暫毋須答辯，還柙至下月8日與早前被控3男女一
併再提堂審訊。
昨被拘控的兩名男子分別36歲及63歲，被控於

2018年10月20日至今年1月16日期間，串謀妨礙
司法公正，威嚇女童X在法庭上作出虛假證供。

據悉，兩名被告涉嫌兩度慫恿X作假口供，其中
一次是駕車到女童住所樓下，要求她及家人登車商
談；另一次則到女童家商談，兩次均聊及有關案
件，並要求她作供時表現差一點。
兩名被告昨日於屯門裁判法院提堂，控方申請
將案押後，以待進一步調查。兩被告申請保釋但
被拒，還柙至3月8日與早前被控的3人一併再
訊。
裁判官再度頒令，禁止傳媒發佈任何可能披露

女童X及各被告身份的資料，包括姓名、職業、
被告與X的關係等，直至另行通告。

涉迫女童認屈父性侵 警再拘兩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年廿八洗邋遢」，警方根據線報
昨凌晨展開代號「犁庭掃穴」打擊
非法賭博行動，搗破荃灣區一個非
法麻雀賭檔，共拘捕22人及檢獲大
批賭具等證物帶署調查。
被捕22人，14男8女，本地人，
27歲至69歲，其中42歲姓樊女主持
涉嫌「經營賭博場所」罪名；其餘
21人為賭客，涉嫌「在賭博場所內
賭博」罪名，全部帶署扣查。
消息稱，荃灣警區特別職務隊聯
同特遣隊根據線報經調查，鎖定川
龍街67號一單位被不法分子經營非
法麻雀賭檔。
昨午夜約零時，人員進行代號

「犁庭掃穴」行動，突擊搜查上址
目標單位搗破非法麻雀賭檔，當場
拘捕女主持及賭客共22人，檢獲5
張電動麻雀枱、10副麻雀、約1,300
元水錢及3,500元賭款等證物。

就現場所見，有女賭客被押上警
車時手上仍持剛購買的年花，相信
是她行完花市後未有回家，便趕到
非法麻雀館耍樂，最終被捕收場。

警冚非法麻雀賭檔拘22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年
廿八正當其他家庭合力大掃除或計劃新年節
目，卻有家庭飽受喪親之痛。一名男子疑不
堪病魔折磨下，昨午在馬鞍山富安花園寓所
大廈打開升降機門墮下槽底重傷昏迷，由消
防員救出證實死亡；警方列作「自殺」案處
理。
男事主姓陳，41歲，與家人同住恒信街2號
富安花園8座一單位。據悉，陳原任職升降機
技工，因有嚴重長期病患影響工作，數年前需
提早退休治病，但疑因病情未有改善萌生死
念，即將過年前在寓所大廈墮升降機槽自殺。
消息稱，昨午12時許，當時陳獨自離家外

出後，未幾大廈保安員即聽到升降機槽內傳
出巨響，經查發現有人昏迷倒臥升降機槽
底，大驚報警。
消防員趕至攀落升降機槽救出被困事主，

救護員經檢驗證實已經死亡，毋須送院。警
員封鎖現場調查，證實死者為大廈41歲姓陳
男住戶，不排除涉升降機故障意外，聯絡機
電署派員協助檢查升降機，初步未有發現故
障問題。

警檢獲一支升降機門匙
其間警員翻查閉路電視片段，發現事主離

家乘升降機登上15樓後便告失蹤，初步疑事

主因病厭世，用鎖匙打開15樓升降門墮槽底
自殺；警員在電梯大堂檢獲一支升降機門
匙，初步無可疑，死者遺體由仵工舁走。
機電署發言人表示，事後派員到場經調
查，初步確認涉事升降機運作正常，相信事
故是有人擅自打開升降機層站門所導致。為
審慎起見，涉事升降機需經徹底檢驗確認其
安全後，才會恢復運作；另署方亦會安排屋
苑其餘40部客用升降機進行檢查，預計今日
完成。
根據資料，前年富安花園業主立案法團就

屋苑外牆工程進行招標，其間有居民指法團
無事先聘請顧問公司進行招標，參與投標工
程承辦商亦無標示工程總造價，只標示每戶
需繳付維修費由每戶兩萬元至10萬元不等，
但全屋苑戶數集合計算，工程總額高達逾億
元。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熱線︰
23892222
生命熱線︰23820000
東華三院芷若園熱線︰18281
社會福利署熱線︰23432255
明愛向晴熱線：1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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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封鎖
現場調查。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友光 攝

■警員相信事主用特製鎖匙打
開升降機門(同款匙孔)墮下槽
底自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友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
名內地遊客早前在旺角一間參茸店
購買西藥，店員游說他購買中藥蟲
草，便可獲免費贈送西藥，遊客付
款時發現較其預期金額貴10倍，始
知蟲草藥材非「每両」計，而是以
「每錢」計價，但藥材已磨成粉，
不能退貨。遊客其後向海關投訴，
昨日關員到涉案店舖調查，以涉嫌
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拘捕兩名職員。

兩疑人曾反抗 終被制服
被捕兩名男職員分別25歲及57
歲，他們涉嫌在銷售蟲草的過程中
應用虛假商品說明，違反《商品說
明條例》，被帶署調查，被捕期間
兩疑人曾作反抗，但終被制服。關
員又在店內檢走一樽蟲草、磅及磨
粉機等證物。

付款時職員收取10倍價錢
海關版權及商標調查科不良營商
手法調查課指出，涉案店舖開業約
兩年，今次揭發的犯案手法與以往
不同，該名首度來港的內地遊客，
原本只打算購買保健西藥，但店員
聲稱能提供優惠，若購買蟲草，其

購買的西藥即可
免費，以吸引顧
客落入圈套。雖
然該店在蟲草的
包裝上列明以
「錢」為計價單
位，但字體較
小，遊客未必能
仔細留意價格單
位。
海關於早前接

獲事主投訴，指
曾在旺角西洋菜
南街一間參茸海味店購買西藥時，
有職員游說他購買中藥材蟲草，可
免費獲贈西藥。事主不虞有詐，問
價後以為可以1,680元購買「一両」
蟲草，豈料付款時職員卻收取10倍
價錢，始知蟲草是以「每錢」計
價，且蟲草已磨成粉末，不能不
買。海關接獲投訴後展開調查，至
昨午到所指店舖「放蛇」，將涉案
兩名職員拘捕。
海關透露，臨近農曆新年，接獲
有不法商戶利用不良營商手法銷售
貨品的舉報，將會加強旺角區藥房
及參茸海味店的巡邏，以保障遊客

不會被騙。
海關提醒商戶須遵守《商品說明

條例》的規定，任何人在營商或業
務過程中將虛假商品說明應用於任
何貨品，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
高可被判罰款50萬元及監禁5年。
消費者則應光顧信譽良好的商戶，
亦應留意商品的計價單位，獲取更
詳細資料，包括所選商品的價格，
再作交易決定。若市民懷疑受騙，
可致電海關 24 小 時 熱線 2545
6182，或透過舉報罪案專用電郵賬
戶 （crimereport@customs.gov.hk）
作舉報。

賣蟲草「両變錢」參茸店兩職員被捕

■海關將涉案店舖職員帶走調查。

■警方展示檢獲的麻雀牌及現金。 ■多名男女賭徒被帶署調查。

現場為將軍澳工業邨駿昌街9號卡樂
B四洲有限公司香港工場。根據資

料，日本卡樂B食品株式會社與香港四
洲集團於1976年合作，引入卡樂B蝦條
及薯片等小食，1994年再成立卡樂B四
洲有限公司及西貢設廠；至2000年廠
房遷至將軍澳工業邨現址。
消息稱，昨晨9時許，工場廠房內正
處理一批由法國運抵本港準備用作製造
產品的薯仔，職員將大批薯仔倒進機器
進行篩選程序期間，機器出現異常反
應。職員起疑，經檢查發現一個被污泥

包裹的可疑金屬物品，從露出部分外貌
所見疑似手榴彈，隨即通知上級及報
警。
警員接報趕至調查，初步相信是爆炸
物品，隨即封鎖現場及通知爆炸品處理
課人員跟進，並將廠房對開空地相信是
同一批次的三大鐵籠薯仔封鎖，經檢查
再無發現其他可疑物品。

料德攻法投擲 當時無爆破
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到場經檢驗，證實
可疑物品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德國

製手榴彈，直徑約80毫米，重約一公
斤，外貌與普通薯仔相似，相信是當年
德軍攻打法國本土時由士兵所投擲，但
當時並無爆破，以致被泥土淹沒埋藏百
年。
直至近期，法國當地農場從泥士中收

集薯仔期間，手榴彈意外一併挖出，但
未有即時被發現，手榴彈隨薯仔一同
「漂洋過海」連過多重關卡順利抵達香
港始被發現，由於手榴彈已經失去撞
針，狀況不穩定存有危險性，需要即時
進行處理。

人員帶走碎片 進一步處理
昨午12時許，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將

手榴彈移出廠房外空地，並揭起地面數
塊水渠蓋將手榴彈放落約3呎深渠下位
置，再堆放沙包及消防員開喉戒備下進
行引爆，由於爆炸威力影響範圍有限，
引爆期間廠房內工人僅限制活動範圍而
毋須疏散；當傳出一聲巨響後，隨即有

大量碎片四散彈出，過程中無人受傷或
財物損毁，順利完成安全處理，人員將
手榴彈碎片檢走作進一步處理。
將軍澳區助理指揮官（行動）黃浩瀚

表示，調查相信手榴彈與薯仔同一時間
由法國進口，無證據顯示有刑事或恐襲
成分，至於手榴彈入境時為何未有被偵
測發現，警方將會與其他相關部門跟進
了解。

2016年法曾有類似事件
根據資料，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

國北部地區其中一個戰場，近年區內
經常掘出戰時炸彈。2016年，法國東
南部伊澤爾省有市民在超市購買一袋
產自北部的薯仔，返家準備烹調時發
現其中一個疑似石頭物體，其後仔細
查看懷疑物體是一次大戰時期手榴
彈，隨即將手榴彈置放花園及報警，
由警員到場將手榴彈檢走處理，幸未
有造成傷亡。

根據資料，昨在將軍澳被發現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手榴彈，初步
相信是德國製「Kugelhandgranate
1913」球形手榴彈，直徑約80毫
米，重約一公斤，以金屬外殼藏入

黑火藥，拉開撞針後約7秒至8秒即發生爆炸，金
屬外殼會爆裂成數十塊小碎片四濺激射，增加殺傷
力，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普遍用於襲擊壕溝內敵
軍。

重一公斤 難攻擊遠處敵軍
不過，「Kugelhandgranate 1913」球形手榴彈

的弱點，包括手榴彈重約一公斤，難以攻擊遠處敵
軍，由拉開撞針後計需約7秒至8秒始爆炸，如果
投擲時間掌握不好，可能給敵軍有時間逃走甚至拾
起手榴彈反擊；針對有關弱點，軍火專家經改良研
製出附有手柄手榴彈，容易投擲出較遠距離施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發生於
1914年6月的塞拉耶佛事件，奧匈帝
國皇儲及其妻子被塞爾維亞激進青年
刺殺身亡。同年7月28日，屬於同盟
國的奧匈向協約國的塞爾維亞宣戰，

俄國出兵援助塞爾維亞，德國要求俄取消援助不果
宣戰，並因法國未有回覆在德俄戰爭時保持中立，
德再向法國宣戰，其他同盟國及協約國的國家逐漸
加入戰爭，釀成第一次世界大戰。
戰事持續4年，德軍損失慘重及國內發生混亂

下，終於在1918年11月11日向法國求和簽訂康邊
停戰協定，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各國士兵及平民
合共逾千萬人死亡。戰後德國因面對非常苛刻的賠
償條款，造就希特拉上場及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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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持續4年 德求和終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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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榴彈引爆一刻手榴彈引爆一刻，，碎碎
片四射片四射。。 警方供圖警方供圖

■■警員封鎖廠房外相信是同一警員封鎖廠房外相信是同一
批次的三大鐵籠薯仔批次的三大鐵籠薯仔，，以檢查以檢查
有否其他可疑物品有否其他可疑物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德國製球形手德國製球形手
榴彈榴彈。。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