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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嚇學警罪成 送貨男還柙
IG發帖稱「要你哋畢唔到業」官：案情嚴重不判社服令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食品供應商一名男送貨員去年2月

在送香腸到黃竹坑香港警察學院途中，

於網上社交平台發布訂單照，並配上

「我要你哋全部畢唔到業」字句 ，他

早前否認一項刑事恐嚇罪受審。案件

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裁決，裁判官劉

綺雲指被告供詞不可信、不可靠，使

用的涉案賬戶有400多名追蹤者，必

然知道動態內容會透過其他途徑發放

至朋友以外人士，包括學警，明顯有

意圖向警方作出威嚇而使學警受驚及

擔心健康問題，遂裁定被告罪成，還押

至11月24日判刑，惟明言案情嚴重，

不會考慮判處社會服務令。

被告楊惠俊（21歲），被控於2020年2
月12日威脅會使警察學員的人身遭受

損害，意圖使警察學員受驚。

被告認「唔鍾意警察」
對於被告在被捕後於警方警誡下，聲稱案

發時只是一時「心血來潮寫幾句」，以及因
「一時貪玩才放上Instagram」。裁判官劉
綺雲明言不接納，指被告的警誡供詞曾承認
「唔鍾意警察」，顯示他受負面情緒影響，
與他為自己開脫的「貪玩」等較正面理由並
非一致。另外被告在發布動態內容前將送貨
單據摺疊，以隱藏送貨人身份，明顯是經選
擇、思量及計劃進行。因而裁定被告供詞不
可信、不可靠。
辯方指，被告涉案賬戶追蹤者之一的證人

吳達強，當日在看到被告發布有關照片及文
字後，擔心案發時就讀警察學院的友人柯秉
派「食咗啲嘢可能會對佢有害」，遂截圖轉
發予對方，柯隨後回覆「今日早餐食腸
仔」，吳再覆「Haha」意指「咁大整
蠱」，顯示吳並不擔心柯會受人身傷害。
劉官反駁指，從上文下理來看，吳的確是

在擔心友人，且吳的回覆與無擔心沒有牴
觸，亦不等於他相信截圖只是戲言。
辯方又質疑學警葉浚軒供稱在看到截圖時

受驚，認為香腸被做了手腳，與同儕都擔心
生命有危險，但為何沒有追查事件，甚至延
至翌日才告知長官。劉官則指，學警在學堂
內不被允許四處走動，加上當日沒有學警進
食後感不適，故沒即時作出反應屬可理解，
遂接納控方證人的證供。

有意令學警受驚擔心健康
劉官最後指，被告使用涉案Instagram賬

戶有一段時間，有逾400名追蹤者，人數眾
多，他必然知道在公開發帖後，追蹤者會把
帖文轉發給其他人，包括學警，從而使他們
知悉及擔心健康問題。發帖更配圖及寫上
「我要你哋全部畢唔到業」的字句，明顯意
味着香腸被不當處理，明顯有意圖威脅學警
無法畢業，認為被告的說話不是戲言，裁定
他罪名成立，還柙至11月24日判刑，以索
取背景報告。
辯方一度要求索取社會服務令報告，但劉官

明言案情嚴重，不會考慮判處社會服務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63
歲消防工程顧問公司男東主李宇
根，今年2月26日在佐敦官涌體育
館疫苗接種中心接種第一劑科興疫
苗後，同月28日凌晨離世，成為本
港首宗在接種新冠疫苗後死亡個
案，有關死因庭研訊昨日繼續。控
方專家證人、心臟科專科醫生周慕
慈作供指事主本身為長期冠心病患
者，早於 2015 年已出現心肌梗
塞，由事主入院的各項醫療記錄推
斷，認為他在打針前兩三周已發生
心肌梗塞，加上打針後並無急性過
敏反應或不良副作用，故可排除接
種疫苗與其死亡有直接關係。
周慕慈醫生作供指，事主早於
2017年被診斷患上冠心病，身上3

條血管嚴重閉塞，加上癡肥、糖尿
病、高血壓、每日吸3包煙等一系
列冠心病誘因，醫生曾多次建議到
心臟科求醫，惟事主沒有即時跟
從。周指出，事主沒有控制上述誘
因，且未曾施行手術打通閉塞的血
管，導致冠狀動脈慢性粥樣硬化的
情況惡化。另從過往幾年的心電圖
可見，事主於2015年至2021年期
間曾試過心肌梗塞。

接種科興前心口翳悶多月
此外，根據死者生前的醫療記

錄顯示，其於今年2月26日接種首
劑科興疫苗前，已經持續多月出現
心口翳悶，可以推斷他心絞痛和心
臟衰竭於打針前數月已經發生。而

事主打針後兩日到伊利沙伯醫院急
症室求醫時，並無突發性心肌梗
塞，因其心電圖顯示死者生前並無
片段性上升及肌肉酵素上升，推斷
事主應在離世前兩三周出現心肌梗
塞，並因突發性心臟衰竭入院。至
於事主當日報稱氣促惡化而求醫，
是因急性肺水腫。
死因裁判官問周慕慈醫生，接

種疫苗會否令心肌梗塞併發症惡
化，周指事主本身的病情嚴重，
已有足夠理由引起併發症，認為
裁判官指的情況極不可能出現，
但亦不能完全排除其可能性。

應知自己有心臟問題
裁判官又問周，事主可能不夠了

解自己的身體狀況，不知道自己當
時患心肌梗塞，也可能以為自己有
定時服藥，以為病情受控，便去
接種新冠疫苗。周指「好難答假
設性問題」，但理論上自2017年
起，應有很多人曾經告訴事主患
有冠心病，認為死者生前不可能不
知自己有心臟問題。
周又引述兩份有關科興疫苗接

種的對照實驗報告，指實驗結果
反映接種者普遍只會感到疲倦、
頭痛、肌肉痛等等，很少人會出
現敏感，但承認兩份實驗報告有
限制，未必能反映長者或嚴重長
期病患的情況。據死者的解剖報
告則披露，死者因急性心肌梗
塞，引致急性肺水腫而亡。

老翁打疫苗後死 專醫：2015年心肌已梗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民陣」去年1月1日在港島發起
所謂的「元旦大遊行」，4人在跑
馬地及西營盤被搜出多部對講
機、斧頭及氣槍等物品，被控無
牌設置電訊設施、管有攻擊性武
器、管有仿製火器等罪，當中3人
早前已先後認罪，餘下一名男售
貨員拒絕認罪，昨在東區裁判法
院受審。辯方質疑搜屋期間，女
警馮淑恩將其中一把在上格床找
到的刀具，寫錯是放在桌面，又
指女警在現場繪畫草圖，返回警
署後再畫一次，有兩次機會仍未
有更正，直至在庭上才發現出
錯。馮稱純粹是當時沒發現這個
「手民之誤」。

另控管有攻擊性武器等罪
本案4名被告依次為退休人士陳

良新（70 歲）、工程師余敬邦
（60 歲）、售貨員繆日謙（34
歲）及文員甄淑儀（31歲），同
被控於2020年1月1日，在香港無
牌設置或維持電訊設施，即三部
無線電收發器，裝設有兩條未經
批准頻道；第三被告繆日謙另被
指在西營盤僑發大廈一單位內管
有一支鐳射筆、一支伸縮棍、6把
摺刀、一把匕首、一把開山刀、
4把斧頭及一支氣槍，被控管有攻
擊性武器及管有仿製火器，即繆
在本案共被控4罪。
首被告陳良新及次被告余敬邦早

於今年7月21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
堂各承認一項設置或維持任何電訊
設施控罪，獲控方撤銷一項無牌管
有無線電通訊器具罪；第四被告甄
亦在早前承認一項無牌設置或維持
電訊設施罪。3人均獲准保釋，待

審訊完結後判刑。裁判官劉綺雲早
前曾指看來本案「案情不輕」，或
考慮監禁式刑罰。
案情指，「民陣」去年1月1日
在維園舉行所謂的「元旦大遊
行」獲發不反對通知書。惟警方
接獲線報，指當日有人擬運作無
牌電訊發放警方布防訊息，遂派
員監視首被告及次被告。
當日警員見次被告於早上約8時
半離開住所後，先到港鐵尖沙咀
站向一男子接收物品，其後再與
首被告碰面，兩人約一小時後坐
的士抵達渣甸山大潭水塘陽明山
莊外，並步行上山頂，在三角網
測站位置設置天線，警方在二人
離去後檢取有關物品。
另在當日，警方搜查一名女子位

於秀茂坪的住所，在單位內找到一
個仍在運作的天線及無線電收發

器，可發信號至山上，經由渣甸山
設置的天線加強信號後，覆蓋至港
島北及九龍大部分地區及有關地區
人士。警方其後在次被告的手機發
現名為「對講機」的Telegram群
組，顯示早前已設立多條頻道，用
以在公眾活動中進行廣播。

無線電發放警方布防 3人認罪1人續受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繼上月底觀塘麗
港城疑有「碰瓷黨」青年
犯案被捕後，昨日網上再
流傳懷疑「碰瓷黨」光頭
漢在藍田跑出馬路衝向私
家車短片，幸司機及時停
車未有發生意外；警方已
列作交通投訴處理，暫時
無人被捕。
根據網上流傳一段長約9秒的「車Cam」短片，事發前日下午約
2時42分，一輛私家車沿德田街往啟田道方向行駛至啟田邨啟旺樓
對開時，一名穿藍色上衣、手持紙袋的光頭漢突從馬路中線跑出，
但見其面帶笑容、雙手護胸狂奔衝向私家車車頭，幸當時私家車速
度不快，司機及時停車，未發生碰撞。鏡頭拍攝所見，光頭漢在私
家車停下後，亦隨即停步呆站在私家車前，至此車Cam片結束。
據了解，事發後有途經目擊經過的小巴司機報案，警員亦一度到

場調查，但因事件中無人受傷，案作交通投訴處理，暫時未有人被
捕。不過，短片網上傳出後，隨即惹起網民紛紛熱議，有人質疑
「呢排做咩咁多碰瓷？」有人則直斥行為「害己害人」。
根據資料，10月24日晚上約8時，一輛私家車沿觀塘麗港城茶果

嶺道右轉茜發道時，一名白衣青年突從行人路衝出馬路飛撲欲「跳
趴」上私家車車頭，但司機及時煞車未有發生碰撞，青年見事敗轉
身返回行人路逃去，過程由「車Cam」拍攝及被人上載互聯網，警
方其後經調查，10月28日以涉嫌企圖欺詐罪名拘捕一名21歲青
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不法分子覷準秋冬食大
閘蟹旺季，以走私大閘蟹冒充正貨謀利，但這些來歷不明
大閘蟹衞生安全無保障。香港海關與食環署為確保市民健
康，過去半個月內在文錦渡管制站及深圳灣管制站展開聯
合行動堵截走私食品，成功在3輛入境貨車內檢獲共約1.4
萬隻大閘蟹及約1噸凍肉，市值約146萬元；行動中拘捕3
名涉案司機。資料顯示，這已是海關一個月內第四次公布
破獲走私大閘蟹及凍肉案，累計檢獲約5.07萬隻大閘蟹及
約10.5噸凍肉，市值約490萬元，9名司機被捕。

兩管制站截三車 另檢約1噸走私肉
海關昨日公布與食環署食物安全中心分於上月28日、本月5
日及7日在文錦渡管制站及深圳灣管制站進行聯合行動，其間
發現3輛入境貨車，分別在已申報的貨物中藏有未列艙單的大
閘蟹及冷凍食品，共檢獲約1.4萬隻走私大閘蟹，估計市值約
140萬元，同時檢獲約1噸肉類和家禽等走私凍肉，估計市值
約6萬元，3名年齡介乎42歲至64歲貨車司機被捕。

海關指，檢獲的大閘蟹並無附有由出口地當局簽發的衞生證明
書，不符合有關介貝類水產動物（大閘蟹）售賣許可證的條款規
定；而檢獲的走私冷凍肉類及家禽，亦未附有來源地有關當局簽發
的衞生證明書或食環署的書面准許。
海關早前三次公布破獲走私大閘蟹及凍肉案，日期分別為10月

24日、10月26日及11月3日，地點同在文錦渡管制站及深圳灣管
制站，人員於6輛入境貨車內合共檢獲約3.67萬隻走私大閘蟹，估
計市值約273萬元；另外檢獲約9.5噸走私凍肉，估計市值約71萬
元，6名司機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上
周五長沙灣凱樂苑疑欠債企圖攬兩
子燒炭的夫婦，被控一項企圖謀殺
罪，昨日被解上西九龍裁判法院提
堂，裁判官香淑嫻應控方要求將案
押至明年1月31日再訊，以待警方
作進一步調查；兩被告未有保釋申

請及放棄8天保釋覆核權利，其間
須還押懲教署看管。
兩名被告分別為姓鄭女子（33

歲，生果店職員）及姓黃男子（38
歲，地盤工人）， 控罪指兩被告
於2021年11月5日在長沙灣荔盈
街3號凱樂苑凱碧閣寓所內，企圖
謀殺男童X及男童Y。裁判官應控
方要求，將案押後至明年1月31日
再訊，待警方作進一步調查。兩人
沒有保釋申請，候訊期間還押懲教
署看管。資料顯示，案發於上周
五，涉案夫婦疑因債務問題，在凱
樂苑寓所內企圖燒炭自殺，其間兩
名分別2歲及6歲兒子在屋內，最
終因夫婦打消死念而避免了一場悲
劇，惟夫婦涉嫌企圖謀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肅景
源）一名25歲德國籍女子，前
日（7日）凌晨在中環蘭桂坊消
遣後疑誤登「狼的」，她報稱
被的士司機非禮，包括以手指
插下體，其後更被強行拉落車
棄於路邊。警方接報後經追
查，即日在元朗大棠拘捕涉案
男的士司機，他昨被控告一項
非禮罪，今日（9日）上午押解
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涉案的士司機姓關（50
歲），據悉他被捕後否認有侵
犯女事主，指因女乘客登車後
未能說明目的地及未支付車
資，才將她拖出車。案件現由
中區警區重案組跟進。

據了解，前日凌晨約3時，
涉案德國籍女事主與友人在中
環蘭桂坊消遣後，她獨自截乘
的士離開，當時她坐在後排乘
客位，但的士駛至堅道與鴨巴
甸街交界時，司機突然停車，
她聲稱其間感到有人用手指插
其下體，未幾再被強行從車廂
拖出跌坐路邊，的士隨後開車
離開。她清醒沒有受傷，於是
自行報警。
警員接報到場調查，安排救

護車將女事主送往瑪麗醫院檢
查，又翻看現場附近的閉路電
視，終鎖定涉案的士司機身
份，即日掩至元朗大棠將其拘
捕。

藍田疑現「碰瓷黨」短片網上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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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哥非禮德籍女乘客今提堂 攬兩子燒炭夫婦還柙明年再訊

●上周五凱樂苑凱碧閣揭發夫妻攬
兩幼子企圖燒炭自殺案。資料圖片

●警方於去年1月1日在跑馬地渣甸
山檢獲的無線電中轉機。 資料圖片

●海關與食環署聯合行動再檢獲1.4萬隻走私大閘蟹；圖
為在文錦渡管制站檢獲的大閘蟹。 海關圖片

●片段所見，光頭漢從馬路中線衝向車
頭，司機及時停車，光頭漢一度呆站車
前。 網片截圖

●被告楊惠俊於網上發布威脅警察學員的言論，被裁定一項刑事恐嚇罪成。
圖為香港警察學院舉行結業會操。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