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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殺的哥疑兇 潛逃 40 小時落網
2021年10月14日（星期四）

曾自稱被「微波洗腦」從南非逃港 警據市民報案擒兇

涉及西環的士司機被劏頸殺害恐怖謀殺

疑兇小檔案

案的混血兒疑兇，潛逃 40 小時後於昨日落

姓名：蔡南生（Matthew Choi）

網，其身份背景亦進一步曝光。疑兇曾在網上

性別：男，混血兒

自稱在南非被黑社會滋擾及被「微波洗腦」，

年齡：31歲
（1990 年 8 月南非出世，
有香港身份證）

精神備受折磨，故逃到香港。在血案發生後，
由於疑兇可能攜有武器及非常暴力，潛逃期間
●疑兇蔡南生
疑兇蔡南生。
。

隨時再釀血案，警方外弛內張通宵緝兇。香港
文匯報記者昨日直擊全副武裝警員低調搜查賓

身形：約1.8米、中等身材、
體重約70公斤
外形特徵：白皮膚、蓄短黑髮。
最後露面時身穿淺綠
色風衣、藍色長牛仔
褲、深色鞋及攜有一
個黑色背包

館及時鐘酒店，並提醒業界留意疑兇行蹤。
至昨晚近 9 時，警員根據市民報案，在南丫
島榕樹灣碼頭截獲疑兇，將他拘捕扣查，

曾從事職業：數據分析員、
軟件工程師

據悉他當時打算趁天氣好轉，乘船返
中環，結果被警方及時捕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前放上網的履歷稱，他正在尋找軟件開發和分析的工作。
疑兇自稱就讀南非開普敦Table View High School，2010年
至 2011 年在一間教育機構取得高級文憑，2012 年在開普敦從
事直銷數據分析師，工作 8 個月再次進修，花了一年時間就讀
蘇格蘭一間大學的電腦科學，並在 2014 年取得學士學位，其
後又在南非開普敦任職納米科技應用程序開發員，半年後又
離職。
他的最後一份工作是 2016 年 9 月在一間公司任職軟件工
程，但僅做了 1 年 11 個月，其後相信他獨自來香港，與叔叔
同住西環第二街一個舊樓單位，街坊稱相信他三四年前入
住，但鮮有露面。
2019 年，蔡南生在其個人 YouTube 頻道自稱是行動主義者
（activist），在南非工作期間懷疑因辭職惹來公司高層管理
人員不悅，因而受到黑社會滋擾，又被人跟蹤，因此由南非
逃到香港，但仍被黑社會以科技遠端「控制大腦」，更使用
二次世界大戰時出現的「V2K」（Voice to skoll、微波傳聲

警引入「胡椒水手槍」精準打擊暴力低殺傷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2019 年黑暴分子嚴重破壞社會秩
序，大量公共及私人財產被破壞，
更有警務人員或市民因為持不同意
見被襲擊，甚至生命受到威脅。警
方認為有必要發展多元化能及時平
暴的低殺傷力武器，經參考國外經
驗後，去年確認一款瑞士產手槍型
胡椒水發射器，較傳統胡椒噴劑更
能精確打擊暴徒的近距離攻擊，且
殺傷力低，故為前線人員提供訓
練，經檢討及評估後認為效果明
顯，近日決定將這款「胡椒水手
槍」推展至日常前線警務工作，於
本月中至明年 1 月輪流安排前線警
員實地測試，港島總區衝鋒隊將最
先裝備試用。
警方日前在警察機動部隊基地演
示這款「胡椒水手槍」。該發射器
為橙色，會與致命武器分開，配置
在警員的胸口位置，使用方法與普
通手槍類似，先發出紅色光點瞄準
要射擊的人體部位，隨即射出胡椒
水劑，警員分別在目標人偶 1.5 米
及 5 米處發射，在大風環境下均準
確命中紅點位置，兩目標人偶的白

Ｔ恤即時染藍，但沒造成破損。
警察機動部隊訓練學校警司袁
永康介紹，這款胡椒水發射器每
一次入彈後，可發射胡椒水劑 4
次，射程達 7 米，能精確射中目
標，命中率不受風雨影響，但撞
擊力不強。
胡椒水主要成分和之前裝備
的噴劑類似，均為辣椒油樹脂，
被擊中者的黏膜組織會即時腫
脹，眼睛無法睜開，吸入後會導
致咳嗽，亦可能會作嘔，皮膚及
口鼻會感覺灼熱，效力持續 30 分
鐘至 45 分鐘，不會造成永久影
響。胡椒水劑中藍色染料則會
留在中彈部位，讓警員能及時
辨識。
袁永康表示，港島總區衝鋒隊
率先試用「胡椒水發射器」，是
因港島區多酒吧，其中灣仔和中
區的酒吧街經常發生暴力事件，前
線警員在處理這類暴力案件時使用
這款新武器，能更有效控制現場情
況。
他直言，使用所有武器都可能導
致受傷，警隊有比廠商要求更為嚴

●警員演示手槍型胡椒水發射器。
謹的使用守則，訓練時亦強調要向
目標身體中央部位發射。
只要市民奉公守法，於發生事故
的時候聽從警方指示，絕對毋須擔
心警方使用武力。
警方將於 3 個月後，檢討及研究

警方圖片
下一步配備及使用計劃，期望推
廣使用這款發射器後，可以提升
警方行動效能，保障前線警員的
安全，確保警方能更專業、更迅
速地處理暴力場面，減低對市民
的影響。

的士業界倡車廂裝攝錄機及防劫膠板

Choi（31歲），中文名蔡南生，1990年
該混血疑兇Matthew
在南非出生，父親為香港人，母親為英國人。據他於7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蕭景源）汽車交
▲警方派員加強南丫島巡邏，至昨天晚上拘捕疑犯（紅
通運輸業總工會發表
圈）。
聲明，對前日西環發
生謀殺的士司機案表
◀前日清晨西環發生的士司機被乘客謀殺案，警方接報趕
示震驚。該會強烈譴
至封鎖現場進行調查。
資料圖片
責兇徒暴行，並對被
害者表示深切哀悼，
昨日中午 12 時許，香港文匯報記者直擊 7 名戴頭盔、穿
又要求政府批准的士
着戰術背心及手持盾牌的警員，乘坐七人房車駛至灣仔駱
司機在車廂安裝攝錄
克道，由一名便衣警手持相信區內賓館及時鐘酒店地址的
機及防劫膠板，保障
A4 紙帶領，逐一登上附近多座賓館及時鐘酒店林立的大廈
的士司機的職業生活和
進行調查，離開時由後巷低調撤離。
人身安全。
其中一間時鐘酒店的職員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證實，警員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
登門展示疑兇的相片和資料，查問有無登記入住，並提醒
會於聲明中指出，長期以
協助留意，若有發現要在安全情況下報告警方。
來，的士司機在工作上面
疑犯欲外出購物行蹤敗露
對各種難題，經常會遭受
乘客無理的對待或不合理的
警方昨日還在尖沙咀一帶的賓館和時鐘酒店調查，
投訴，夜間司機情況則更差，
有市民曾報案指在尖沙咀港鐵站範圍發現貌似
除會遇到醉酒乘客不禮貌對
疑兇的男子，反恐特勤隊警員趕至搜捕。另一
待，甚至被襲擊亦屢見不鮮。
方面，警方根據情報分析，昨日派人到南丫島
該會表示，過去一直向政府有
搜捕，至昨晚7時半，一名外籍女子報案指在士
關部門爭取，要求車主可以在車廂
多外發現疑似通緝犯，警員接報後展開搜索，
技術）腦電波攻擊，可以將特定資訊傳送到目標人物的腦部
內安裝攝錄機以保障司機的權益，但
晚上接近 9 時在榕樹灣碼頭發現可疑男
進行「洗腦」，透過植入一些想法及干預感知去控制及折磨
被私隱專員公署以有違對乘客的私隱保
子，於是截停搜查，證實其身份證資料
目標人物，所以有些人會出現「奇怪徵狀」甚至精神問題
障而否決。今次案件正敲響警鐘，提高社
與通緝犯吻合，再比對通緝照片，證實
等。他聲稱這摧毀了他的人生、工作及家庭。
會人士對的士司機人身安全問題的關注和重
男子是謀殺案通緝犯蔡南生。據
2019 年 10 月，在香港修例風波期間，蔡南生涉嫌在網上發
視，希望政府能夠對現行法例進行修改。
悉，疑犯犯案後匿藏島上出
表欲「仿效」美國槍擊案言論。警方當時根據資料到其寓所
有的士業界人士表示，除車廂安裝攝錄機被否
租屋，昨午改掛三號風球
進行調查，並在他睡房內搜出兩把刻有「my elf weapon」的
決外，他們在
10 多年前已開始向運輸署申請安裝膠
後，他打算外出購物並
菜刀，以涉嫌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將其拘捕及起訴。其家人曾
板，也一直不獲批准，理由是擔心交通意外時乘客可
查看有無船出港島，
稱蔡南生患有精神分裂症但無求醫，法庭一度將他交小欖精
能撞到膠板而受傷。
結果行蹤敗露落
神病治療中心看管，其後證實被告無精神病，只是想法偏
不過，其實早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內地廣州的士已在駕
網。
執，最後控方亦因證據不足而撤控。
駛座安裝鐵網保障司機安全，4年前當局更規定的士必須安裝監
控鏡頭，實時將車內情況傳送回的士公司，此舉令涉及的士罪案大
警低調搜查各區賓館時鐘酒店
幅減少，反觀香港相關條例便落後很多。
警方前日在獲悉疑兇身份後，已即時到其寓所及在港親
運輸署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署方原則上不反對在的士車廂內
友住處搜捕，惟未有結果。為盡快尋獲疑兇解除市民安
裝設防劫透明膠板，如果業界決定安裝，署方會在進行的士車輛檢驗時一併檢視
全威脅，警方一方面防止打草驚蛇，另一方面又免引起
有關設施，確保符合標準，包括：膠板須牢固裝設在車廂內，在正常運作環境下，不
公眾恐慌，全港警員外弛內張，低調搜查各區賓館
容易脫位或變形；膠板邊沿或平面凸出部分須用軟物料包裹，不得留有尖利的邊沿或角
及時鐘酒店。
位；膠板如設有付款托盤，該托盤的邊沿須用軟物料適當包裹。

灣仔法院大樓擬建大型法庭
應付修例風波案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司法機構正計劃在灣仔法院大
樓興建一所可容納多達 50 名被告人、100 名法律代表，以及
100名家屬、傳媒代表或公眾人士的大型法庭，主要用作應付
涉及眾多被告人的社會事件相關案件和其他案件。該大型法
庭及3個額外法庭和相關設施會在擬建於加路連山道的新區域
法院大樓啟用前的過渡期間使用。有關工程預計於 2022 年 5
月展開，並於2023年中完成。
因應坊間關注涉及修例風波的案件長期積壓的問題，司
法機構昨日表示，在過去的一年半，司法機構一直盡快優
先處理急增的社會事件相關案件，同時確保妥善執行司法
工作。
司法機構表示，截至2021年7月底，各級法院已接獲超過
1,900 宗社會事件相關案件，其中大約 1,400 宗或 74%已結
案。司法機構預期絕大部分於裁判法院處理的案件將於 2021
年底結案，並將專注於要在區域法院處理的案件。到今年 7
月底，區域法院接到超過 300 宗刑事案件，其中約 250 宗案
件仍在處理，不少涉及 10 名或以上的被告人，所需的審訊
時間較長，或超過20天至30天。
司法機構指，對比一般的刑事案件，運作經驗顯示社會事
件相關案件的安排較為複雜，主要因為這些案件當中有不少
涉及眾多被告人、法律代表、傳媒人士和旁聽公眾，以及大
量錄像證據。目前適合用作刑事案件聆訊的法庭數目及空間
有限，而其中大部分的原先設計是用作處理少於 10 名被告
人的案件。計劃興建的灣仔法院大樓的新大型法庭，將補足
新改建的西九龍法院大樓大型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