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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兇上車 60 秒殺的哥 料爭執機會微
2021年10月15日（星期五）

警料獨自犯案不排除無差別施襲 循精神狀態檢視電腦查動機

西環割頸謀殺的士司機案，警方於案發 40

疑兇犯案及落網時序

小時後在南丫島榕樹灣拘捕疑犯。據消息透

10月 11日 離家出走，租住西環寓所附近東邊街一
間酒店

露，疑兇在案發前與父親和叔叔爭執，拿着其
母剛由外國寄來的生活費，到東邊街一間酒店

10月 12日 05:00，在酒店外登上一輛的士，涉嫌割

租房，退房當日早上在酒店外截停的士，甫上

頸殺害48歲的士司機韋劍雄

●疑兇蔡南生前晚在南丫
島被探員拘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車即涉嫌動殺機揮刀割的士司機頸。的士僅開
出十米，司機負傷逃離車廂，及後不支倒地，
全程不超過 60 秒。疑兇隨即棄兇器及換衫，步

疑兇步行到中環碼頭，搭船潛逃南丫島
投奔表哥

10月 13日 警方繼續全城搜捕疑兇，港島區有穿戰

行到中環乘船到南丫島投奔表哥，但無法聯絡

術背心的警員到各賓館調查

表哥，在 8 號風球下冒暴風雨流連街頭及沙灘

傍晚，重案組探員到南丫島搜查

公廁，直至被市民揭破行蹤而落網。疑兇在警
誡下承認部分證物屬其所有，但對其他案情三

19:30，南丫島一名外籍女子報案指，在
榕樹灣大灣新村士多外發現疑兇

緘其口。警方相信疑兇獨自犯案，不排除是無

20:36，警員趕到制服疑兇

差別施襲，正循其精神狀態以及檢視其電腦，

10月 14日 02:00，警方將疑兇押回西灣河水警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悉 ， 31 歲 疑 兇 蔡 南 生 （Matthew
據Choi）
為中英混血兒，父親是香港

人。他在南非從事軟件工程工作，2016年辭
職來港投奔叔叔，其父其後也回流返港，疑
兇與父親和叔叔同住西環第二街唐樓單位。
疑兇來港後一直找不到工作，每天靠父親給
數十元零用錢過活，同時靠母親寄錢接濟，
平日也鮮少出門。

與父吵架離家租酒店
警方初步調查顯示，疑兇在犯案前曾與父
親吵架，於是拿着其母親日前從外國寄給他
的生活費，11日到東邊街一間酒店租房。由
於他只訂了一天房，原應 12 日中午前退
房，但當日清晨約 4 時 50 分，他獨自孭着背
囊步出酒店大堂，在門外張望片刻，即截停
路經的士。
據悉，48歲的士司機韋劍雄駕駛之的士上
安裝有車Cam，但只拍攝到車外情況。在疑
兇登車後，的士向前開行 10 多米即剎停，
韋滿身披血跳車逃命，在 20 米開外倒地，
過程不超過 60 秒，初步相信他和疑兇因故
爭執的機會甚輕微，不排除疑兇隨機揀選目
標施襲。韋劍雄右頸大動脈被割斷，延至當
日6時17分不治。

變裝到南丫島擬投奔表哥
疑兇犯案後在東邊街一幢大廈天台棄置裝
有染血菜刀的背囊，又到梅芳街公廁洗掉血
跡及棄置血口罩，然後換過乾淨衣服，由西
環步行到中環碼頭，乘船到南丫島擬投奔表
哥。

地，帶返重案組扣查

●疑兇蔡南生被捕時坐在南丫島大灣新
村附近一間士多外，現場地上事後仍留
有不少啤酒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調查他犯案動機。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外籍女近距傾談 感有問題報警

由於疑兇在的士上遺下手機，警方迅速
掌握其身份，並作出情報分析，將他列作
極度危險人物，在向公眾發出其通緝照片
同時，派出機動部隊重點搜查港島區的賓
館及時鐘酒店。由於當日下午 5 時許懸掛 8
號風球，很多店舖關門，令警方追緝行動
困難重重。
港島總區重案組探員前日掩至南丫島搜捕
疑兇，但發現疑兇並無接觸其住在島上的表
哥，於是聯同機動部隊警員在島上搜捕。由
於當時已改掛 3 號風球，島上居民開始外
出，當晚 7 時許，有外籍女子在榕樹灣碼頭
對開一間士多發現疑兇，於是報警。
晚上 8 時許，在島上另一端搜捕的警員，
撲向榕樹灣碼頭，在士多外見到身穿紅色 T
恤和牛仔褲的疑兇，遂將他截獲及核對身
份，最後證實他是命案通緝犯。疑兇當時未
有反抗，身上並無武器及表面傷勢。警員隨
後在附近草叢發現一個黑色垃圾袋，內有衣
服、一件防刺背心及一把 9 厘米長摺刀，正
調查是否屬於疑兇。警員將疑兇鎖上鐵鏈押
上水警輪，先帶返長洲警署，及後再經西灣
河水警基地轉送重案組總部扣查。

●疑兇蔡南
生 於 10 月
12 日 凌 晨
離開入住的
酒店甫上的
士即行兇殺
人。
資料圖片
●疑兇蔡南
生於本月
12 日 凌 晨
殺人後，即
日由中環碼
頭搭船往南
丫島匿藏。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疑兇不合作 聲稱
「唔記得」

● Lauro 表
示疑兇在士
多外不時瞪
眼怒視他
人，表現頗
不友善。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據悉，疑兇不合作，聲稱「唔記得」，
僅在警誡下承認案中檢獲的部分證物是他
的物品。警方表示，由於案發過程僅一分
鐘，警方正積極調查期間到底發生何事，
以及疑兇潛逃 40 小時內的所有行蹤及曾與
何人接觸，又呼籲曾見過疑兇的市民與警方
聯絡。

天賦海灣 3 期海鑽 10 座強檢

患者

30歲外傭

9 月 17日

乘搭航班 CX798 從印尼抵港，通過機場臨
時樣本採集中心檢測後，入住荃灣絲麗酒店

10月 7 日

完成強制檢疫後，返回僱主於大埔天賦海灣
3期-海鑽10座的居所*

10月 8 日

下午 3 時 30 分至下午 6 時 30 分期間，曾到
訪大埔太和邨安和樓 3 樓 307 號劉開玲醫務
所*

病毒量低入院檢測轉不確定
患者翌日出現病徵，並於本周二發現檢測呈陽性，據了解其病毒 CT 值
大於30，病毒量低，入院後檢測結果為不確定。中心將其潛伏期間在港居
住，及到訪地點納入強制檢測公告，相關人士需要在明天（16日）前進行
強制檢測（見表）。
何栢良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新冠疫苗產生的抗體會隨時間減少，
參考過去數據，僅三分之一人接種第二針科興疫苗的人士，半年後仍檢出
抗體，反映有接種第三針的需要。但科興日前公布智利接種數據發現，有
症狀感染者接種第三針疫苗後的保護力由56%提升至80.2%。
他說，內地自 9 月初起要求邊防人員、免疫力低、60 歲以上長者及離境
人士，均需接種第三針科興或國藥疫苗，相信是避免相關人士把病毒帶入
社區。香港應效仿內地，要求上述四類特定群組人士接種第三針疫苗。
何栢良指出，參考各地數據，哪一款的第三針也安全，而本港的疫苗
供應亦無問題，加上已有完善的接種預約系統，建議本港專家小組盡快
為有需要人士開展接種計劃。
針對香港接種率仍未達七成，目前每天僅一萬人打第一針，尚有 200 萬
人未接種，何栢良建議特區政府應針對為接種人士「加辣」防疫措施，例
如要求進入室內高危場所者必須已接種疫苗，但獲醫生證明不宜接種人士
除外，「上次推出谷針措施後，接種人次每天達五六萬，希望政府盡快推
出第二輪（谷針）措施，否則打到明年復活節都未打完。」

出現病徵

10月 11日

上午 9 時至中午 12 時，到訪大埔逸瓏坊地
下低層16號舖Market Place by Jasons*

10月 12日

再次進行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

註：*有關地點已納入強制檢測公告，任何於指定期間曾身
處有關地方的人士，須在本月16日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

●印傭完成
檢疫始發病
初確診，天
賦海灣 3 期
海 鑽 10 座
需強檢。圖
為外傭排隊
強檢。
資料圖片

港島總區重案組第一隊總督察謝子坤表示，案發後警方透過媒體及社
交平台發放案件資料及疑犯資料，調查期間接獲多名市民提供資料協助
警方追捕疑犯，充分表現警民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一名外籍女子在該
士多外發現並立即報案，令警方能迅速拘捕這名極度危險疑犯。他向在
破案過程期間提供資料的市民表示謝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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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觀塘一違規營業的派對房間拘捕 2 名男負責人及將 1 名使用
虛假「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男顧客帶署扣查。
警方圖片

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本月內第三次發現有市民使用
虛假「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東九龍總區機動部隊人員昨日凌晨展開
代號「勇爵」反罪惡行動，突擊搜查觀塘道工廈搗破一間違規營業的
派對房間，發現16 名男女「犯聚」，其中1 名男子展示懷疑虛假「安
心出行」二維碼，涉嫌「使用虛假文書」被捕。兩名男負責人則涉嫌
違反「限業令」被捕，所有被捕者已獲准保釋候查。

男用假「安心出行」被捕

昨日確診的印傭曾於七月至八月期間在印尼接種兩劑科興疫苗。她上月
17日乘搭航班CX798從印尼抵港，在機場及香港荃灣絲麗酒店先後7次採
樣檢測均呈陰性，上周四（7 日）返回僱主大埔天賦海灣 3 期海鑽 10 座的
寓所工作。

患者確診經過

警向提供資料市民表謝意

派對房 人「犯聚」

外傭完成 7 次檢測後社區確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平穩，昨日再多一
宗輸入個案。患者為30 歲外傭，先後7 次檢測均呈陰性，於上周四完成酒
店檢疫後，返回僱主於大埔天賦海灣 3 期海鑽 10 座的住所，翌日出現病
徵，其後接受檢測，並對新冠病毒呈陽性，海鑽 10 座及患者曾到訪的地
方均納入強制檢測。患者在印尼已完成接種兩劑科興疫苗，香港大學感染
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指出，打兩針後的抗體隨時間減少，故建議特區
政府參考內地做法，為四類人士接種第三針疫苗，以提升保護力。

警方正在調查西環謀殺案疑兇潛逃南丫島的兩天一
夜具體行蹤。據悉，暫無證據顯示他曾接觸過其表
哥，也無到表哥住所投宿，他一直在島上留連，在
「圓規」襲港期間，疑兇曾到沙灘的公廁躲藏，並沖
涼更衣。前日下午天氣好轉後，他被發現在榕樹灣碼
頭一間無營業士多外飲啤酒呆坐多時，其間以兇惡眼
神掃視途人。晚上一名外籍女子見他獨自一人呆坐多時又全身濕透，於
是上前慰問，疑兇向她透露上島找表哥，但找不到。兩人傾談幾句後，
外籍女子覺得男子有問題，故未有再提供協助便離去，其後發覺青年貌
似被通緝的男子，於是報警。警方表示今次破案有賴警民合作，感謝向
警方提供線索的市民。
據悉，前日曾有多名外籍居民和家傭在榕樹灣見過疑兇，初時都未有
在意。外籍女子 Lauro 表示，當時該男子坐在這間士多店外，瞪視周圍
的人頗不友善，因此沒人與他交談。她很慶幸有人認出他報警，想起他
曾在附近出沒也感到害怕。居民曾小姐表示，南丫島居民都很友善，相
互熟識，有生面孔的話一定會認出來。但中國人看外國人都差不多，因
此沒及時發現通緝犯就在身邊。
據悉，警方昨日在島上翻看閉路電視，以調查他在島上的具體行蹤。
初步顯示，疑兇曾在公共沙灘的公廁避風雨及過夜，但被捕前又被淋濕
全身，相信他在南丫島的兩天一夜一直在外留連。警員拘捕他時，其身
旁有一個空啤酒樽，當時疑兇表情平靜，也沒有反抗。警方正嘗試接觸
報案揭發疑兇行蹤的外籍女子，以了解她和疑兇接觸的過程。



兩負責人違
「限業令」
被捕

警方昨日凌晨 4 時突擊巡查觀塘道 404 號一工廠大廈，發現上址單
位有人違規經營派對房。行動中，12男兩女顧客涉嫌違反「限聚令」
（第 599G 章），其中兩人未能出示「安心出行」記錄及完成接種第
一劑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疫苗）證明，全部人被發出定額罰款通
知書。其中 1 名 25歲男顧客在展示手機的「安心出行」二維碼時，被
警員揭發懷疑是虛假程式被捕。另外，場內兩名 23 歲男負責人涉嫌
違反「限業令」（第599F章）一併被捕。
資料顯示，本月 3 日尖沙咀一間無牌酒吧 1 名 22 歲女子，以及本月
10日觀塘網吧、娛樂場所3男1女（年齡16歲至25歲），先後被發現
使用虛假「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被捕。
警方強調，切勿使用任何虛假「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或提供虛假資
料，「使用虛假文書」屬嚴重罪行，呼籲市民切勿以身試法。場所負
責人亦應確保顧客在進入處所時，用手機應用程式掃描「安心出行」
二維碼。在疫情嚴峻時期，市民應顧己及人，嚴格遵守《預防及控制
疾病條例》，以協助控制疫情及減低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