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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魔在修例風波中暴毆和欺侮反暴力、反破壞的市民，濫用私刑卻被煽暴文宣美化為「私了」，荼毒青少

年。藍田8名童黨有樣學樣，於本月初因私人糾紛，結黨並對兩名14歲男童施以酷刑及百般凌辱，威迫兩人進

行猥褻性行為，令兩名男童身心受重創。警方前日採取行動，在區內拘捕其中5名童黨，部分人是學生及自稱

黑社會，行動中檢獲約4.4萬元懷疑毒品，並全力追緝另外3名在逃同黨歸案。

學黑魔行私刑 童黨凌辱少年
迫兩14歲男童做出猥褻行為 警拘5人追緝3同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中年無業漢
昨晨持槍打劫旺角一間珠寶金行，向女職員淋
潑天拿水，再舉槍指嚇各人，兩分鐘內掠去逾
百萬元金飾離開。有醒目職員發覺匪徒所持疑
為假槍，立即追出並報警，雙方在街頭糾纏，
一名休班警署警長途經協助將疑人制服，金行
幸保不失。警方不排除匪徒趁新冠肺炎疫情持
續，致經濟不景鋌而走險犯案。
被捕男子姓李（52歲），報稱無業，有刑
事案底。昨晨11時18分，旺角亞皆老街36號
至38號一間珠寶金行剛開門營業，職員正整
理飾櫃內金飾，一名戴口罩男子闖進，先用一
樽懷疑天拿水淋潑兩名女職員，再亮出一支狀
似曲尺手槍的物件指嚇，並大叫：「打劫，拎
晒啲金出嚟！」
職員不敢反抗，按歹徒指示將一批珠寶交
出，包括26對龍鳳金鐲、88隻金手鐲及48條

金手鏈，總值逾百萬元，全部放進匪徒預備的
紅白尼龍袋，整個過程僅花兩分鐘，匪徒得手
後奪門而逃。

休班警與職員合力制服
有醒目職員發覺匪徒所持的疑似是假槍，

立即分頭報警及追出，在街口轉角位將對方截
停，雙方發生糾纏。一名休班警署警長剛好途
經，見狀上前合力將匪徒制服，交由接報趕至
的衝鋒隊警員拘捕，被掠金飾幸保不失。糾纏
間，一名金行男職員被匪徒咬傷左手背，事後
由救護車送院治理後已無大礙。
旺角警區刑事總督察吳德南表示，不排除
案中匪徒趁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致經濟不景鋌
而走險犯案。案件交由旺角重案組一隊跟進調
查，初步證實匪徒所用手槍為發射BB彈的玩
具氣槍，槍內並沒有BB彈。

獨行匪持玩具槍劫金行斷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天文台台長岑智明
將提早退休，由助理台長
鄭楚明接任。岑智明昨日
強調自己不是「被退
休」，而是想開展職業生
涯的「第二春」，今年4
月將到瑞士日內瓦擔任世
界氣象組織服務司司長。
在天文台工作逾30年、
擔任台長達9年之久，岑
自言經歷過很多「風雨」
和謠言，當中尤其難忘的
是超強颱風「山竹」襲
港。昨日回首，他以「笑
看風雲」作結語，因懷着
這個信念會「易過啲」。
岑智明於1986年2月加

入政府任職科學主任，其
後於2008年12月晉升為

天文台助理，並於2011年擔任天文
台台長一職。他昨午與傳媒茶敘時
表示，選擇提早退任是因為想趁56
歲，仍有時間轉換跑道，「喺一個
崗位太耐唔係咁好」；加上世界氣
象組織向他招手，故欣然接受。
他又認為氣象無邊界，只看香港

一個區域並不足夠，「愈睇得遠，
愈早預備」，希望日後促進國家間
氣象合作。
岑智明9年的台長生涯先後發出3

次「十號波」，而在他之前的五任
台長共只發出過1次「十號波」，
結果被坊間笑稱是「最吸風台
長」。對此，岑智明憶述最難忘還
是2018年9月中的「山竹」，形容
「直情係驚」，所以當年「山竹」
未進入香港800公里範圍，已發出
一號戒備信號；吹襲前6天亦與其
他政府部門商討，幸好最後安然度
過：「好彩無死人」。岑智明現在
退休，「十號波」會否隨之離去。
他笑言：「十號風球好似射箭射紅
心，上次射中咗，唔代表下次唔
中，睇吓好唔好彩。」
岑智明又認為，現時社交媒體發

達，「資訊太多難分真假」，故容
易出現謠言，惟天文台有數據證
明，強調天文台是「以科學做決
策，不涉政治考慮。」他又期望天
文台的社交媒體可經營得更貼近市
民，成為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溝通橋
樑：「（出咩事）解畫要快，唔係
畀人判咗死刑，再解釋都無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明其道）
房委會昨日公佈最新公屋輪候數字
顯示，截至去年12月底，長者一人
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3年，較
去年9月時的2.9年略為上升，是近
19年以來的新高。一般公屋申請者
平均輪候時間則維持5.4年。
房委會公佈，截至去年12月底，

約有15.19萬宗一般公屋申請，及
約10.85萬宗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
長者一人申請，即共有26.04萬宗

申請，較去年9月增2,900宗。一般
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5.4年，
仍遠離政府3年上樓目標。
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

為3年。翻查房委會資料，一人長
者申請輪候時間自2001年 3月底
起，一直維持在少於3年的輪候時
間。根據房委會的宗旨，3年上樓
目標僅局限於一般申請者，並不適
用於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
申請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
物環境衛生署食物安全中心昨日宣
佈，因應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通報
指，越南北寧省爆發高致病性
H5N6禽流感，已即時指示業界暫
停從該省進口禽肉及禽類產品（包
括禽蛋），以保障本港公眾健康。
中心發言人表示，香港目前與越

南只建立禽蛋進口機制，並無禽肉
進口機制。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
料，去年本港從越南進口約97.5萬
隻禽蛋。發言人說：「中心已就事
件聯絡越南當局，並會繼續密切留
意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發出關於爆發
禽流感的消息，因應當地疫情發
展，採取適當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衣魔針對警隊作出「野貓式」襲
擊至今仍未罷手，上水保榮路的已婚警察宿舍昨日凌晨遭暴徒投擲汽
油彈。停車場一度火光熊熊，火勢波及兩輛私家車致車身熏黑，幸消
防員到場前火勢已經熄滅，無人受傷，警方列作縱火案及緝捕涉案暴
徒。
現場為上水保榮路5號上水已婚警察宿舍。昨日凌晨1時14分，上
址突有多名身穿黑衣者走近，向停車場方向投擲多枚汽油彈。汽油彈
落地即時爆裂及冒出火團，一時間火光熊熊，火勢更波及一輛七人車
及一輛私家車，保安員發現立即報警。
消防員接報到場後，火勢已經熄滅，無人受傷，毋須疏散。被波及
的兩車則告車身和車尾熏黑，現場地面遺有玻璃樽碎片，消防員認為
有可疑，交由警方跟進。
現場所見，警察宿舍四周建有圍牆，牆上加建有荊棘的鐵絲網，相
信暴徒是從牆外將汽油彈拋入停車場內施襲。警方已列作縱火案交由
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七隊跟進，暫時無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打劫3人幫」專劫夜更的士司
機，4個月內在深水埗區內扮乘
客，接連7次打劫的哥，共掠去
約2.7萬元，其中3名司機因反抗
而被利刀割傷手部。
重案組探員深入追查後鎖定3

名劫匪身份，於日前採取行動，
拘捕其中兩名涉案無業漢，起出
一柄作案用獵刀，正追緝其餘一
名在逃劫匪。
該賊黨每次犯案出動1人至3

人不等，通常會選擇夜更的士司
機為目標，在入夜至清晨時分犯
案。受害司機年齡由55歲至72
歲，不排除賊黨有意選擇較年長
目標落手。賊黨每次均在深水埗
區扮乘客截車，着司機載往區內
較僻靜目的地，抵埗後即露賊
相，亮刀向司機行劫，7宗劫案
共掠去約2.7萬元。
深水埗警區重案組第一隊合併

7案跟進，經翻查大量閉路電視
及作情報分析後，終鎖定3名疑
人外貌及經常出沒地點，連日來
派員監視。

屋中檢獲疑犯案長獵刀
至前日（12日）凌晨3時許，
探員在深水埗區內發現兩名涉案
疑人出現，立即將兩人截停拘
捕。昨日，探員押同其中一人往
搜屋，在屋中檢獲一柄相信犯案
用的約50厘米長獵刀。
被捕兩名男子分別姓鄭（23

歲）及姓梁（26歲），同報稱無
業，相信為朋友關係，其中一人
有案底及有黑社會背景，初步相
信兩人至少涉及近期7宗同類劫
案。深水埗警區重案組督察陳文
靜不排除有人趁近期社會動盪趁
火打劫，並呼籲市民或的士司
機，若近期曾被劫，或有任何相
關資訊，可向警方提供。

臨
別
回
顧
風
雨

台
長
最
難
忘
「
山
竹
」

長者獨申公屋 最少輪候3年

港暫停越南北寧禽蛋進口

黑魔掟汽彈焚警察宿舍 涉7宗刀劫夜更的哥
兩男落網一在逃

5名被捕男童，一人14歲，其餘4人均15歲，涉嫌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以
威脅促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為、自稱三合
會成員、刑事恐嚇及販毒等5宗罪被扣查。

煽暴文宣影響 守法意識減弱
據悉，部分被捕者仍在就學，警方正調
查他們是否涉及近8個月的暴力活動，同時
關注黑衣暴徒對市民施以酷刑及被煽暴文
宣美化，對青少年守法意識產生的負面影
響，而該宗案件的疑犯年紀輕輕，但手法
殘忍冷血，令人髮指。
案中兩名受害男童均年僅14歲，早前與
另外兩名15歲的男童因瑣事發生爭執，該
兩名15歲男童懷恨在心，決定設局對兩名

事主「私了」(行私刑)，遂相約本月1日在
藍田啟田道一處地方見面「講數」（談
判）。
兩名事主不虞有詐，依時赴約，詎料被
對方糾黨共8人毆打折磨，頭、面、耳、
胸、肩、背及腳部受傷。事主其間不但被
禁止離開，更被強迫在眾人面前進行猥褻
性行為。其中，3名15歲男童更自稱為三合
會成員，出言恐嚇兩名受害人，受害人飽
受凌辱後始獲放行。

警上門拉人 檢值4.4萬毒品
兩名受害男童當晚10時20分報警求助，

其後被送往聯合醫院治理，案件交由觀塘
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調查。經過兩周

的調查，警方鎖定所有涉案人的身份。前
日（12日）上午約11時，探員終掩至藍田
康田苑一單位搜查，拘捕屋內兩名15歲男
童，並在單位內檢獲約42克懷疑可卡因，
市值約4.4萬元。
探員再掩至另一個位於平田邨的目標單

位搜查，再拘捕另一名15歲男童，相信他
曾為康田苑單位被捕的兩名疑犯提供毒
品，又在康田苑附近拘捕同案的另外兩名
分別14歲及15歲男童。
警方指出，所有被捕男童現正被扣留調

查，案件繼續由觀塘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
跟進，正設法追緝另外3名年約15歲在逃
同黨歸案。據悉，3名在逃疑犯與被捕的5
名童黨屬朋友關係。

▲兩名男童本月1日在
啟田道一處地方遭8名
童黨圍毆及被迫進行猥
褻性行為。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 警方在平田邨拘捕
一名涉案的15歲男童
黨。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 香港天文台台長岑智明（左）將退休，鄭楚明（右）將接任
天文台台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上水已
婚警察宿
舍停車場
遭暴徒投
擲汽油彈
襲擊。

■探員在遇劫金行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匪徒所用的玩具手槍。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警將匪徒藏贓的紅白尼龍袋檢回金行內，經點算
證實被劫金飾全部起回。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