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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弟子捲電郵騙案被捕
中
出
羊
子

網民反應
David Wong

洗黑錢是很嚴重的罪行啊！

Andy Chan
好彩還有一絲陽光，否則佢被選出
，到時真是妖氣沖天……

Wilfred Liu
咁即係證明該區的市民有眼光！如
果選到D咁嘅垃圾做區議員HK就死
得啦！

黃志偉
條×街間公司收百五萬，如果無買
賣或提供服務收款，又無情白事轉
晒D$去第二度，又證明唔到與業
務有關，條×街衰硬洗黑$啦！

「港獨」組織核心成員涉及 「洗黑錢」嚴重罪行被捕。日前在區
議會選舉低票落選的 「城邦派」成員中出羊子，其名下銀行戶口被揭
為一宗電郵詐騙清洗犯罪得益。警方調查大半年後昨日上門將他拘捕
，並在他家中檢走一部電腦，晚上將他押返警署，通宵扣查問話。消
息指，探員正在調查中出羊子的電郵紀錄，倘證實詐騙電郵與他有關
，極大機會加控他 「詐騙」罪名，而警方正就案件徵詢律政司意見，
初步擬將案件提上區域法院審理。

大公報記者 陳卓康 突發組

參選區議會旨在播獨

自製武器
佔旺期間被拘

▲中出羊子去年11月底涉自製武器被警方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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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羊子追隨陳雲散布鼓吹 「香
港自治」 言論 資料圖片

◀中出羊子（右）在中環軍
營外上演鬧劇 資料圖片

▶中出羊子昨晚被押到
大埔警署通宵扣查時，
在車上不斷啜手指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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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 「香港城邦
論」的 「港獨」分子

陳雲的頭號弟子，中出
羊子（原名鍾銘麟，外號
「昭明公主」），在今屆

區議會油尖旺櫻桃選區選
舉以172票慘敗後，昨日即捲

入一電郵詐騙 「洗黑錢」案件。警方
早上掩至沙田廣林苑家中將中出羊子拘捕，檢走
電腦，懷疑他和另一名男子涉及一宗217萬元的案

件。據了解，有人直認為涉案公司登記負責人，但對
於款項來源則默不作聲，表現不合作。

昨日清晨約六時，中出羊子在個人Facebook網站更新近
況，留言稱 「警察上門！」四字，之後整天便沒有再更新，
他的手機亦無人接聽，轉駁至留言信箱。至晚上九時許，中
出羊子由探員押送乘坐私家車，抵達大埔警署及新界北總區
總部，大批傳媒聞風而至拍攝。現場所見，一頭散亂長髮的
中出羊子身穿黑色外套、灰色上衣及迷彩軍綠長褲，未有黑
布蒙頭，咬着拇指一臉茫然。

內地公司發現受騙報警
據了解，案中受害公司為德隆電子有限公司，是內地一

所經營電子零件的貿易公司，今年一月中旬，該公司收到與
香港有生意來往的公司電郵，表示該公司已轉用兩個新香港
銀行戶口進行匯款，並要求該內地公司按電郵指示，將一筆
總數28萬美元匯入該兩個戶口，內地公司職員不虞有詐，將
該款項匯往該兩個 「新戶口」。

該公司其後向香港的公司核實，發現從未有轉換新戶口
或匯款要求，內地公司遂立即向香港警方報案求助。消息指
，警方今年初接獲受害公司報案後，迅速及時將相關戶口凍

結，德隆電子今年二月按程序入稟法院，申請透過銀行取回
失款，被告公司持有人正是 「鍾銘麟」。但據本報得知，受
害公司並不能取回全數款項，部分金額已被轉走或花掉。

警方發言人表示，於2015年1月16日接獲一間內地公司
的職員報案，指其公司較早前收到懷疑偽冒電郵要求匯款至
兩個本地銀行戶口，該公司遂按照指示匯款合共約217萬港
元至有關戶口，其後懷疑受騙並報案。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
人員接手調查案件，於11月4日下午在上水新運路一辦公室
內拘捕一名47歲姓林男子，調查顯示他是其中一個涉案戶口
的持有人，他涉嫌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
的得益的財產」（俗稱洗黑錢）被捕，已獲准保釋候查，須
於12月上旬向警方報到。

通宵扣留大埔警署調查
警方再經進一步調查，昨日上午在沙田廣林苑一單位內

再拘捕一名24歲姓中出男子，調查顯示他是另一涉案戶口的
持有人，同以涉嫌 「洗黑錢」罪名將他拘捕，帶署通宵扣留
調查，並在上址單位檢獲一部電腦，懷疑與案有關。案件由
大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六隊跟進。消息指，警方正就案件徵
詢律政司意見，由於案情嚴重，估計不會在裁判法院審訊，
很大可能由刑期更重的區域法院審理。

消息人士續稱，初步相信「中出羊子」與該名姓林男子
，以及受害公司均互不相識，騙徒做案形式並非如常見發
出隨機電郵，而是有預謀、有計劃地針對該公司，探員正
在調查該封詐騙電郵的發件者，未確實電郵來自中出羊子
、姓林男子還是第三方本人的電腦，倘證據確認詐騙電郵
與中出羊子有關，他將很大可能被加控「詐騙」或「串謀
詐騙」等罪名。

另外，對於中出羊子被警方以涉嫌 「處理已知道或
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拘捕，中澳法
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指出，根據香
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25條 「處
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
，如有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任何財產全部或部分
、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
理該財產，即屬犯罪，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罰款
五百萬元及監禁14年。中出羊子原名鍾銘麟，是 「港獨」推手、

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陳雲的頭號弟子，好
以男扮女裝示人，行為激進。他曾經多次被捕
，包括2012年因為攻擊政府網站被捕，不過最
後因為證據不足而未被起訴。去年11月30日，
警方在大角咀破獲 「兵器庫」，檢獲多達32個
木盾及三支改裝氣槍，以及大批木板、螺絲、
膠水喉等製盾材料，五名被捕男女中，包括鼓
吹 「城邦論」的鍾銘麟。

追隨陳雲 鼓吹港獨
據了解，鍾銘麟有多個稱號，網名 「楊芷

晴」，同時追隨主張 「城邦論」的陳雲多年，
行為極為激進，被封為 「昭明公主」；陳雲又
經常透過互聯網，散布鼓吹 「香港自治」言論
，被網民稱為 「國師」。據《東周刊》報道，
中學時代的鍾因為娘娘腔而備受同學排斥，漸
漸形成宅男性格沉迷網絡，因而練成 「好本領
」，更使用其電腦知識製作惡意程式，盜取其
他人電郵資料，又發放大量垃圾電郵。鍾銘麟
後來加入陳雲的城邦派。他除了是陳雲弟子，
曾經在譚香文議員辦事處、香港人網及前綫等
任職，現職輔仁媒體的技術總監。

去年佔領行動發生後，鍾銘麟經常在旺角
佔領區流連，不時拿着相信是自製的木盾或宣
傳膠板四圍遊走。他又經常在網上發布自製 「
盾牌」的照片，以及購買有關材料的收據，明
目張膽煽動網民製造盾牌攻擊警方。鍾銘麟多
次受陳雲指使在旺角衝鋒陷陣，更策動所謂的
「十二點光復十字路」行動，挑撥 「佔旺」民

眾與警方衝突，更導致多名警員和示威者頭破
血流。

區議會選舉剛剛結束，行徑古怪、現年24歲的
中出羊子早前亦有報名參選油尖旺櫻桃選區，最終
只得172票，而該區當選的鍾澤暉卻取得1611票。不
過，中出羊子參選旨在 「播獨」，他早前在其
Facebook專頁自稱 「並無興趣做區議員」，可見參
選另有他圖；其行徑怪異，言論出位，更在競選政
綱中提出 「香港建國」等言論，競選宣傳內容亦與
地區事務無關，相信其參選實為藉機宣揚 「港獨」
和 「本土論」。

政綱違基本法被勒令刪除
中出羊子在參選期間可謂奇招盡出， 「博出位」

的意圖相當明顯。例如他在參選政綱提及 「香港建國

」，最終被選舉事務處指有關字眼是牴觸基本法，要
求刪除相關字句。

此外，中出羊子的免費選舉郵件兩度被選舉事務
處拒絕寄發。處方回信表示，中出羊子本月11日向郵
政署提交經修訂的選舉郵件樣本，因首版本中的 「城
邦派」、 「建國」等字眼有可能牴觸基本法，因此在
通知書中要求他須予以刪除，但經修訂的新版本封面
及封底增加了 「基於政治不正確，部分內容被過濾」
，以及籲市民可上網下載郵件完整版本等字句。處方
重申，郵件有關內容有可能牴觸基本法，以及違背候
選人在提名表格內作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聲明，強調中出羊子新增的字句與事實
不符，故再次不批准為他投寄選舉郵件。

攜艷女旺角鬧市拉票
另外，中出羊子亦曾經以日本武士的造型與一名

女子在旺角行人專用區 「拉票」，誰知他突然脫去女
子的連身裙，讓該名女子只剩下三點式，而那名性感
女郎亦不斷擺出意態撩人的姿勢，行為令人側目。還
有，中出羊子在選舉前數天，公然在大角咀消防局天
橋底搭建帳篷，企圖重現 「佔領旺角」， 「港獨」信
息相當明顯。

中出羊子於選舉後在Facebook專頁亦聲稱， 「我
是中出羊子，我反對社區服務、地區工作，我鄙視深
耕細作，除非選民自行科水。」又稱自己建立了 「香
港國民黨」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