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有黑社
會背景的爆竊3人組，先「踩線」選定新
春舉家外遊「不設防」的村屋，昨配備7
人車到大埔南華莆一村屋犯案，不料
「黃雀在後」，早被警方新界南總區重案
組接獲線報監視，探員待竊匪爬牆撬窗
入屋，掠得逾60萬元財物後欲逃之際，
即現身拉人，爆竊3人組當場人贓並獲，
探員起回金器首飾、電腦、利是、已簽
署現金支票等贓物，正調查疑犯有否涉
及同類爆竊案。警方又提醒新春外遊市
民，要加強住所防盜。

警 爆竊3人組疑犯包括姓朱（31歲）、姓繆
方新界南總區署理警司陳天柱表示，被捕

（32歲）和姓陳（37歲）男子，當中有人曾涉相
關爆竊犯罪紀錄和有黑社會背景。3人會通宵扣
查，不排除涉及其他同類竊案。

低設防村屋成目標
警方新界南總區重案組於較早前接獲線報，
指有爆竊集團趁新春期間犯案，目標為一些趁
新春長假期外遊、或外出拜年長時間無人看屋
的低設防村屋，重案組部署約30名探員，到區
內高危村落埋伏監視。
昨日探員依據情報前往大埔南華莆村據點監
視，至中午發現3名可疑男子乘坐一輛7人車到
達該村，其中司機留車內把風，另2人下車，以
敏捷手法攀過一幢3層高村屋圍牆，再撬開窗門
成功潛入屋內爆竊，僅花不足20分鐘已搜掠完
畢，登上原來7人車準備離開。
在場探員認為時機成熟，即從四面八方撲出
將疑車包圍，期間未遇反抗，3疑人束手就擒，
警方在賊車內起出鐵筆等爆竊工具，又檢獲利

溪水充飢 墮澗險傷
荒山迷途12小時女子姓麥（30餘歲），前
日下午2時許獨自由葵涌石蔭東 出發，沿
城門水塘麥理浩徑步往鉛礦坳再折返，全程
僅約2個多小時，但途中她因一個分岔路口
指示牌折斷，方向難辨，遂憑經驗繼續前
進，終告迷路。至傍晚6時許，她欲沿山溪
步行落山，但穿越叢林時迷失方向，加上天
色轉黑，唯有報警求助，並繼續摸黑落山，
其間跣腳滑進溪水中，幸未受傷。

爆竊3人組中伏
大埔村屋墮警網

是、手表、金飾及電腦等總值20萬元財物，及
一批已簽署40萬元的現金支票，全為剛爆竊得
來贓物。警方相信已完全瓦解該「3人組」犯罪
集團。

村長讚揚警方行動
被爆竊村屋戶主證實於新春期間離港外遊，
警方已聯絡其家人以點算損失。
南華莆村村長林金貴事後讚揚警方行動，確
保該村村民沒有損失，他指該村平日治安良
好，警方有定時派員巡邏，故爆竊案甚少發
生，但汲取今次經驗，會呼籲村民加強村屋防
盜。
此外，港島跑馬地黃泥涌道77號昨中午亦發
生連環爆竊案，其中一個單位警鐘大鳴，業主
接通知到場，發現疑遭爆竊，警方接報調查，
發現另一單位亦同樣遭撬毀門鎖潛入爆竊，惟2
單位住戶均不在家，要待聯絡點算才知損失，
案件交由灣仔刑事偵緝第3隊調查。

警方、消防
及民安隊攀山
拯救隊組成的
救援隊伍，根
據事主提供路
線徹夜搜救，
但麥女手提電
話斷電無法聯
絡，她一直摸
黑在山中「團
團轉」，只能
喝溪水充飢。
■荒山迷途12小時女子獲救
至昨清晨6時
後表示最想立即回家睡覺。
許天色漸明，
麥終看清來路走回山徑上，最終與救援人員
會合落山，但已筋疲力盡，只想盡快回家休
息。

港 聞 拼 盤

警鴨 洲強姦現場做問卷
第6座對開時，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鴨 洲
街市日前發生駭人聽聞強姦案，警方已發 閉 路 電 視 拍 下 容
出拼圖追緝該名高瘦色魔歸案，昨凌晨2 貌 ， 警 方 在 案 發
時許，警方再派軍裝警員帶同色魔拼圖， 後 通 宵 蒐 集 區 內
到鴨 洲 巴士總站一帶，向夜歸路人、 閉 路 電 視 影 帶 分
的士司機及巴士乘客等進行問卷調查，希 析 後 ， 前 日 發 放
望找尋線索或目擊人士協助緝捕色魔，警 色 魔 容 貌 拼 圖 ，
呼籲市民提供消
員逗留至凌晨4時許始離開。
■警方發出拼圖通緝
涉案色魔年約25歲、蓄黑短髮，身高1.8 息協助緝捕。
案 發 於 上 周 四 街市色魔。
米，身形瘦削，犯案時身穿深色風褸、藍
色牛仔褲及白色運動鞋，市民若有資料提 （26日）凌晨，一名21歲女子乘巴士返抵
供可致電2859 4258或6202 3097與西區重案 鴨 洲 巴士總站下車返家途中，被該名
高瘦色魔強拖入街市內強姦後逃脫，居民
組聯絡。
消息稱，色魔犯案後逃經海怡半島一期 頓時人心惶惶。

■探員當場生擒爆竊3人組。
■探員在賊車內起回大批剛爆竊財
物。

鬧市雀屍紛陳 疑撞玻璃幕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銅鑼灣鬧市一幢商業
大廈的玻璃簷篷及對開行人路，昨晨發現有多隻雀
屍，途人發現報警，由食環署人員到場處理，初步懷
疑該數隻雀鳥是分辨不到商廈玻璃幕牆反射的天空影
像，飛撞向幕牆死亡。
發現雀屍現場為銅鑼灣道180號與天后廟道交界的百
樂商業中心，上址為一幢玻璃幕牆商業大廈，事發昨
晨10時許，有途人經過上址，發現3隻雀鳥伏屍在大廈
對開行人路上，於是報警，稍後上址管理員再於大廈2
樓簷篷發現多2隻雀鳥屍體。警方接報通知食環署人員
到場撿走雀屍，交由有關方面化驗會否帶有禽流感病
毒。初步懷疑該些雀鳥因分辨不到玻璃幕牆反射的天
空影像，高速飛撞向幕牆致死。

死亡陷阱 環團關注
去年1月，上環及觀塘在8日之內先後發生雀群撞向
大廈玻璃幕牆集體死亡事件，其中在永樂街與禧利街
交界，一群「白頭鵯」在商廈林立的上環街道半空聚
集期間，疑突遇怪風吹襲，雀群受驚亂飛，當中33隻
疑不幸撞向商廈玻璃幕牆墮街死亡，一時屍橫遍地，
觸目驚心。而之前在觀塘鴻圖道，亦有22隻「白頭鵯」
疑將馬路兩旁多幢商廈玻璃幕牆反射的天空倒影當是
藍天，迎頭飛去時猛撞幕牆，其中22隻白頭鵯當場死
亡陳屍地上。
連串事件令社會關注本港市區存在不少玻璃幕牆商
廈，可能成為另一個雀鳥死亡陷阱。有環保團體指事
件與本港急促都市化有關，建議當局進行普查，統計
雀鳥撞幕牆死亡數據，並搜集懷疑事發大廈的資料，
找出原因。

容貌難辨 警追查身份
現場消息稱，該具女屍年約30至50歲，
約1.5米高，穿黑色褸及長褲，黑色短靴，
由於屍身嚴重腐爛，無法辨認容貌。

發現女屍現場為秀茂坪順利 道配水庫
對開山坡，山坡對上約100米有一幅空
地，搭有竹棚讓人乘涼，平日有不少附近
居民在該處晨運。據街坊稱，約一個月前
已有人在晨運時嗅到山坡下不時傳來陣陣
異味，但均沒有理會。
昨晨9時許，一名64歲姓杜男子到上址
空地晨運時，發覺山坡下傳來惡臭難頂，
而且異味類似屍臭，認為有可疑於是報
警。消防員接報到場，爬落空地對下約3
米山坡，發現樹叢中有一具女屍，將屍體
抬至空地交由警方處理，警員在其女屍身
上未檢獲身份證明文件，初步相信無可
疑，正追查其身份。

■全套保護衣救護人員將病人送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西貢荔枝莊一營地昨發生
「禽流感」驚魂，營地內一名男職員處理雀屍後突不適發高
燒，且久不退熱，同事擔心其受「禽流感」病毒感染，報警
將其送院檢驗，證實僅虛驚一場，經治理後已無礙出院。

處理雀屍後頭暈發高燒
現場為荔枝莊近鵝頸咀一營地，昨凌晨零時許，營地內一
名年約30歲職員突感頭暈並發高燒，服藥後仍久久未見退
燒，因他較早時曾處理過雀屍，且近期本港境內發現的雀屍
部分帶有「禽流感」病毒，同事擔心他受病毒感染，為安全
計於是報警。
由於營地偏僻，警方調派水警輪接載救護員前往救援，為
免受病毒傳染，救護員穿上全套保護衣，將事主送至馬料水
水警基地，轉乘救護車前往沙田威爾斯醫院接受治理，在醫
院接受測試後證實僅虛驚一場。

■利源東街被搶手機男事主向警員講述經
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中環及
紅磡昨晨先後有途人被劫匪當街搶手機，
其中在中環遇劫事主被搶去iPhone 4s手機
及銀包，並遭打傷；而在紅磡發生的劫
案，警方拘捕一名涉案16歲少年助查。
在中環利源東街遇劫受傷男子姓陳、27
歲，傷勢輕微拒絕送院。昨清晨5時許，
陳獨自步至利源東街4號對開時，突有4名
年約25至30歲南亞裔男子從後掩至，不由
分說猛將他推倒地上，繼而拳打腳踢，並
乘機掠去陳手持一部iPhone 4s手機，以及
一個載有8千元現金銀包，4匪得手分頭逃
去，途人見狀代為報警。警員接報到場四

出兜截匪徒無果。

16歲少年搶智能手機被捕
另外，昨凌晨1時許，一名20餘歲青年
行經紅磡馬頭圍道與浙江街交界處，突遭
數名年齡相若青年截停包圍，其中一人從
後向事主箍頸，強行搶去他手持的智能手
機，數匪得手後沿馬頭圍道向尖沙咀拔足
奔逃，事主不甘損失，尾隨窮追沿途高呼
打劫求助，並向途人借手機報警。警員聞
訊趕至加入追捕，在高山道公園對開將一
名涉案16歲少年截獲拘捕，惟未能起回被
劫去手機。

外籍女酒吧內遭女同鄉爆樽

2宗翻車 3人輕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荃灣及屯
門昨凌晨先後發生翻車交通意外，共釀3
人受傷，幸各人傷勢均屬輕微。
昨凌晨零時許，一名21歲姓余青年偕年
齡相若友人，在荃灣駕7人車沿青山公路
向屯門行駛，途至嘉頓麵包廠對開時，余
報稱突有流浪貓衝出路面扭 閃避，致7
人車失控撞向路旁石壆，之後反彈路面全
車翻側四輪朝天，余及同車友人均受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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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亞裔漢當街搶iPhone4s

山坡傳惡臭 驚現女腐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秀茂坪
順利 道配水庫山坡昨晨發現恐怖女腐
屍，現場附近空地平日有不少居民晨運，
有人在一個月前已嗅到山坡下傳來臭味，
起初不以為意，至昨晨惡臭濃烈難頂，認
為事有可疑於是報警，結果揭發山坡下有
腐屍。由於屍身嚴重腐爛，警方暫未能證
實死者身份，有待進一步剖驗確定，初步
相信死因無可疑，列屍體發現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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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戶主新春外遊 撬窗掠60萬財物

女子遠足通宵迷途12小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愛獨行遠足
女子前日往荃灣城門水塘行山，詎料遇上山
徑分岔路指示牌折斷，結果走錯路被困山野
叢林12小時，其間只飲溪水充飢，又跣腳墮
溪險受傷，至昨清晨終與救援人員相遇，脫
險後即表示最想「返屋企 餐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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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自行爬出車外報警，被送院救治。
另外昨凌晨1時許，38歲姓王男子駕駛
私家車沿屯門公路往九龍行駛，至屯門閣
對開時疑閃避切線車輛失控，撞向左邊路
旁一列水馬後，再向右翻側，王被困車內
輕傷，由到場消防員救出，他在現場接受
救護員包紮後拒絕送院。
警員發現現場有約15米水馬被撞毀，正
調查肇禍原因。
■外籍女子被酒樽扑穿頭，正接受現場包紮及送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駱克道昨凌晨發生傷人案，一
名外籍女子在酒吧內飲酒消遣期間，與一群女同鄉發生激烈衝
突，期間被人用酒樽突襲，奪門逃走時被扑至頭破血流，受傷
倒臥街頭，大隊警員接報到場時，涉嫌逞兇女同鄉已四散逃
去。
現場為駱克道95號地下一間酒吧，昨清晨6時許，年約30歲外
籍女事主偕友人在上址酒吧內消遣，期間與鄰桌一群女同鄉一
言不合爆發激烈爭執，期間有人取起 面酒樽當武器襲擊女事
主，她不敵突圍逃出酒吧外，被對方尾隨追出，女事主走避不
及被人用樽扑至頭破血流倒臥馬路旁，兇徒傷人後四散逃去。
與女事主同行友人見狀報警，並在旁安慰傷者及為她處理傷
口，警員接報到場在附近兜截兇徒但無發現，將女事主送院救
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