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鏞記母公司清盤案昨進入第3日審訊，
大哥甘健成供稱，曾建議父親甘穗煇在
分配公司股權時保留大股東身份，不要
給兒子太多股權，以免被他們站在同一
陣線「對付」。

甘健成指鏞記是家族式經營的生意，
不會有人玩弄權力，不過其父甘穗煇

1974年成立鏞記酒家有限公司時，曾打算把
60%股權平均分給他與二弟及另一房妻子所
生的兒子琨華，但他建議父親應該只把30%
股權平均分配給他們，父親則持有70%並保
留大股東身份。終在股東大會上，以大比數
否決父親的建議。甘健成解釋，當年二弟琨
禮剛在台灣完成學業返港，合作時間不長，
琨華又是另一房人，兄弟間未夠了解，因此
他才有此擔心，認為父親應該未雨綢繆。

二弟質疑證供背道而馳
甘健成承認曾在書面供詞中表示，父親當

年處於半退休狀態時，在酒家業務上仍操生
殺大權。代表二弟甘琨禮的資深大律師John
Bleach，質疑其證供與他宣稱酒家是合夥生
意，大家平起平坐的說法背道而馳。甘健成
解釋父親確有生殺大權，但從未行使此權

力，他早已將酒家生意放手交給3名兒子打
理，書面供詞所寫的只是尊重父親的描述。

甘健成謂，自從他2010年提出清盤呈請
後，酒家的生意並無受影響，員工流失率亦
無異常情況，他與員工開會只為穩定軍心。

堅稱集團整體不能斬件
二弟一方認為母公司Yung Kee Holdings

Limited是海外註冊公司，唯一資產是子公司
Long Yau Limited的100%股份，在香港無實
際業務，故此法庭無司法管轄權下令大哥或
二弟收購對方的股份。但甘健成認為母公司
的業務是投資控股公司，辦公室在中環鏞記
大廈5樓，他又將母公司比喻為整個鏞記集
團的「大腦」，Long Yau Limited是「身體」，
鏞記酒家是「腳」，用來賺錢，整個集團是
一個整體，不能斬件。

另外，庭上日前披露，甘家三妹甘美玲在
書面供詞批評大哥兩子崇軒及崇轅工作懶散
又欠幹勁，2人昨在庭外表示並非事實，崇
軒指姑姐移居美國夏威夷，甚少回港，最近
見她已是2、3年前，因此她不會有機會到酒
家觀察他們的工作表現。聆訊下周一繼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港島總區重案組昨重返灣仔巴路
士街後巷，調查前晚發生的南亞
裔15歲女童疑被強姦案，正通緝
一名涉案南亞裔6呎高肥色魔，由
於女事主未適宜錄取口供，警方
暫列「聲稱強姦」案處理，今次
是繼上周四鴨 洲 21歲夜歸女
子被強姦之後，港島區6日內發生
的第二宗強姦案，有區議員對事
件表示關注。

被通緝南亞裔色魔年約30至40
歲，蓄長髮，肥身材，身高約6
呎，犯案時穿深色衫。

鑑證現場蒐證 查看閉路電視
昨上午11時許，港島總區重案

組2B隊探員連同鑑證科人員重返
現場後巷，在一頭警犬協助下蒐

證。至下午探員又在附近向商戶
及清潔工人作問卷調查，並查看
附近有否閉路電視拍到案發經過
或疑犯容貌。警方呼籲市民如有
資料提供，可電28607 8 3 3或
97125841與調查人員聯絡。

商場廁所設後巷 環境靜昏暗
在附近商場精品店任職的劉小

姐昨日表示，商場廁所設在後
巷，環境雜亂僻靜昏暗，間中有
南亞裔人士經過，自強姦案發生
後，劉小姐坦言怕怕，寧走遠些
使用連鎖快餐店的廁所。

灣仔愛群區議員鄭琴淵表示，
區內過往治安尚可，對發生強姦
案感震驚，肇事後巷屬區內衛生
黑點之一，稍後將與民政事務總
署開會要求加強清潔及照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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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把刀「粉絲」 魔 父飲泣難恨乖仔

亂刀弒母殺妹
少年長監小欖

現年16歲被告簡家良否認謀殺，昨於高
院承認於2010年7月22日於荃灣享和

街安豐大廈寓所，誤殺40歲母親藍連金及
12歲胞妹簡仲榆。法官韋毅志引述4份控方
和辯方提供的醫學報告，均指案發時被告
受精神分裂症影響，而事前毫無徵兆，精
神科醫生也建議他接受沒有期限的精神治
療，讓他在這個時期遠離公眾。

患精神分裂判無限期醫院令
案情指，前年7月21日晚，母女2人在茶

餐廳幫手工作至深夜離開，上樓回家休
息。翌日凌晨2時15分，被告趁母及妹好夢
正酣時大開殺戒，妹妹剛巧醒來步出房成
首名受害人，先遭兄亂刀狂斬頭及頸部30
刀；母聞聲而至又遭兒子劈頭砍斬，致血
管、氣管被斬斷，頸椎及脊椎嚴重骨折，

同倒斃血泊中。

指世界太多人「斬晒 衰人」
被告是於犯案後離家自行報警，警方於荃

灣海濱公園將他拘捕時，在其背包內發現兇
刀、香港地圖及指南針。其間被告「瘋言瘋
語」，指世界太多人，人減少了環境會較
好，又說「我要繼續斬，斬晒 衰人，我讀
中三，世界變了，人要死，冰川融化。」

簡父精神寄託茶餐廳工作
妻女被子斬死的苦主簡福駒昨在庭外表

示，因他經營的茶餐廳就在住所街頭，所
以沒有想過要遷離兇案單位，他目前唯一
的精神寄託，就是每日去茶餐廳埋頭工
作，及每天到小欖中心探望兒子以打發時
間。惟被記者問及兒子為何要殺人時，簡

父不願重提舊事，甚至低頭飲泣，僅說：
「家良事前並沒有任何異樣，性格一向文
靜，成績很好，更曾考獲第一。」又表
示：「我不能恨他(兒子)，都唔知(行兇)原
因。」

九把刀：作品反映社會暴力
這宗轟動全城的弒母殺妹案，犯案時只

有15歲的被告原來是台灣著名小說家九把
刀的「粉絲」，警方事後在其書架檢出10多
本九把刀的著作，其中《樓下的房客》是
講述八個房客的故事，當中有家暴前科的
好色體育老師老張，以及劈腿兼不倫的上
班尤物陳小姐等。九把刀曾就是宗慘劇回
應記者說：「作品只是將社會暴力一面呈
現出來，反映現實，不希望讀者曲解了小
說背後真正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外表

純良正直的15歲小說迷一夜成魔，

前年在荃灣寓所失常，趁母親及胞

妹熟睡將2人亂刀斬死，被捕時聲

稱：「我要繼續斬，斬晒 衰人！」

他昨於高院承認2項誤殺罪，被判無

限期醫院令。法官韋毅志判刑時形

容事件是一宗悲劇，不再重提案情

以免令被告及庭上旁聽的簡父更加

困擾。

警署內被強姦
女事主索170萬

15歲女灣仔被姦 警通緝南亞色魔

子春節遊台返港 揭父母倒斃屋內 甘健成：父保留70%股權被否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旺角一單位

揭發都市悲歌。一名男子趁春節到台灣旅
遊，返港後無法聯絡不同住的年邁父母，昨
凌晨請鎖匠開門入屋，揭發雙親同倒斃屋
內，屍體均已開始腐爛。不排除老夫婦在春
節嚴寒天氣下，丈夫先抵不住低溫猝死，而
長期臥病在床的妻子因無人照顧相繼死亡，
兒子目睹雙親遺體悲痛欲絕。警方相信事件
並無可疑，列屍體發現案處理，2死者死因
有待驗屍確定。

春節嚴寒天 疑2老低溫猝死
現場為旺角新填地街482號嘉富大廈一單

位，死者為一對相依為命7旬夫婦，丈夫覃×
偉(76歲)，妻子韓×蘭(74歲)。據悉，2老均患
有老人病，其中丈夫早前因糖尿病惡化，要
以枴杖助行，但仍能照顧病情較重需長期臥
床老伴。揭發慘劇的是兩老現年46歲的兒
子，並不同住。據悉，覃子早前趁春節假期

往台灣旅遊，其間亦曾多次致電回港，惟聯
絡不上父母。及至前晚深夜返港後，立即到
上址尋找雙親，詎料無人應門，遂找來鎖匠
協助開門。

電視機仍開 屍體發脹腐爛
昨凌晨零時許鎖匠成功開門入屋，覃子驚

見老父倒斃客廳地上，母親亦在臥室床上身
亡，屍體均已開始發脹腐爛，但室內電視機
仍開 ，大驚報警。警方接報發現雙屍，一
度大為緊張封鎖現場調查，並召法醫官到場
驗屍。其間探員發覺單位窗戶及鐵閘門鎖完
好無缺，屋內亦無搜掠痕跡，法醫推測2人死
去約有1周。

由於夫婦生前均有病，1周前正是本港錄得
16年來最冷的春節大年初三，警方不排除老
翁當日不敵寒冷先在客廳昏迷失救猝死，而
長期臥床的老妻在無人照顧下隨後去世，認
為命案無可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俄羅
斯籍男子，昨晨在菲律賓酒後乘坐飛機來港
途中，在機上因擺放行李問題與機艙服務員
爭執，當飛抵赤 角機場落機時，他聲稱背
囊內有炸彈，警方接報一度大為緊張，經查
明虛報後，根據《公安條例》以「向他人傳
達有炸彈的虛假消息」罪名將他拘捕。

虛報行李有炸彈俄羅斯籍男子名Alexey、
27歲，已被控以一項「向他人傳達有炸彈的
虛假消息」罪名，將於今晨在荃灣裁判法院
提訊。

擺放行李問題與艙務員爭執
據悉，Alexey昨晨在菲律賓克拉克，酒後

乘坐菲律賓東南亞洲航空公司航機來港，其
間在機上因行李擺放問題與機艙服務員發生
爭執。至上午9時許，當飛機抵赤 角機場
南停機坪落機後，有人向地勤人員聲稱其背
囊內有炸彈，地勤人員聞訊大驚報警，警方
接報大為緊張到場調查，並未搜出可疑物
品，經調查證實事件屬虛報後將Alexey拘
捕。

根據《公安條例》第28章「炸彈嚇詐行
為」，任何人將其明知或相信是虛假的消息
向他人傳達，意圖誘使該人或任何其他人相
信任何地方或地點放有炸彈或放有會爆炸或

火的物件、物體或物件，即屬犯罪，最高
可被判罰款15萬元及監禁5年。

虛報背囊藏炸彈 外籍漢機場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油麻地上海
街昨清晨發生高空擲物事件，一名疑是已故
藝人張國榮（「哥哥」）忠實歌迷的女子，疑
精神病發失常，不斷將大批雜物包括「哥哥」
的CD、陶瓷及玻璃等，自10樓住所擲落街
上，險擊中路過果欄卸貨工人。事件擾攘3
小時，警方終派出「鐵甲威龍」破門入屋將
其制服，女子送院時仍不斷高呼：「張國
榮，我愛你！」

果欄工人險被擊中報警
失常擲物女子姓楊(40歲)，獨居上海街364

至368號10樓一單位，據悉她患有精神病，
亦是張國榮忠實歌迷，家中存有不少張國榮
CD及海報。同樓鄰居表示，楊女本與母同
住，自母死後獨居，經常深宵發出噪音令鄰

人不勝其擾。
事發昨清晨5時半，懷疑有人在家突然失

常，不斷將CD、陶瓷及一張過膠符咒等雜
物擲到街上，一名果欄工人險被擊中報警。

擾攘3小時「鐵甲威龍」破門
警方接報到場調查，惟楊女拒絕開門，消

防恐防有人跳樓，一度在樓下架起氣墊戒
備。事件擾攘3個多小時，為免夜長夢多，
警方在上午9時決定採取行動，派出穿上護
甲的「鐵甲威龍」警員破門入屋將楊女制
服。救護員將楊綁起送院時，她不斷高呼：

「張國榮，我愛你！」又說：「菩薩，對不
起！」而對峙期間，警方一度將介乎碧街與
窩打老道的一段上海街慢線封閉，令上海街
南行交通一度受阻。

掟「張國榮」CD落樓 瘋婦高呼：我愛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疑受精神
病影響，在上水彩園 追斬中年保安員致死
的男子，昨被解往粉嶺裁判法院應訊，被控
一項謀殺罪，暫時無須答辯，案件押後至2
月15日再訊，待取被告2份精神報告，以了
解被告的背景及是否適合答辯，期間被告須
還柙小欖精神病院看管。

控罪指53歲被告黃伯達，於本年1月30日
在上水彩園 彩華樓二座謀殺李啟光。報稱

無業的被告，甫上庭便指手劃腳，更面向聽
審席以不正宗廣東話高聲自言自語。

另一名曾與案中死者李啟光共事5年的同
事，昨亦有到庭聽審，他表示李於該棟大廈
已任職6年，本可留任過渡至新公司，他又
指李為人愛面子，但與住客及上司關係俱
好。

他又表示因處理過與被告有關的投訴，因
此都知道被告患有精神病。

斬死保安疑兇 庭上指手劃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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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淫警」梁禮仲以警隊
電腦尋覓獵物，11日內誘騙4名報案女子到警署性侵
犯，其中一名19歲女子2008年在旺角警署內的認人室慘
被強姦。「淫警」2009年在高院被判囚13年，但案中女
事主身心受創，因事件至今仍嚴重抑鬱，不能如常工
作，去年8月入稟高院控告警務處處長索償170萬元。案
件昨在高院提訊，原訴人律師指由於女事主目前仍情緒
不穩，未能錄取書面誓章，故要求將案延後56天。聆案
官勞潔儀表明希望本案最終能達成和解，將案延至7月
27日再訊，並下令原告須於6月6日或之前向法庭呈交調
解的進展報告。

原告律師昨稱女事主於2008年11月被強姦後，一直情
緒焦慮及抑鬱，無法工作，導致收入損失，目前仍須接
受精神及心理治療，至今尚未完成書面誓章。

東涌元朗兩鳥屍 驗H5病毒呈陽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漁

護署表示，前日在東涌和元朗檢
走的遊隼和紅嘴鷗屍體，對H5禽
流感病毒的初步測試呈陽性反
應，當局正作進一步確定測試。

該遊隼和紅嘴鷗屍體於上月30
日，分別在東涌文東路海堤灣畔
的公園，及元朗俊賢坊遊樂場被
發現及檢走。

紅嘴鷗屍3公里內有4雞場
漁護署發言人表示，遊隼是香

港少見的冬候鳥，而紅嘴鷗則是
常見的冬候鳥，而發現遊隼屍體
的3公里範圍內並無雞場，紅嘴鷗
屍體的3公里範圍內則有4個雞

場。署方已立即派員到有關雞場
巡查，並無發現雞隻異常死亡或
有任何禽流感症狀。漁護署會加
強對有關雞場的監察。

因應這2宗個案，漁護署已致電
家禽農戶，提醒他們加強預防禽
流感及生物安全措施。除家禽農
戶外，漁護署亦已去信雀鳥店
主、持牌飼養寵物家禽和賽鴿人
士，提醒他們採取適當預防措
施。

發言人又表示，該署會巡查本
地活家禽農場及批發市場，確保
業界採取適當措施預防禽流感。
漁護署亦會繼續密切監察野生禽
鳥。

■警方出動

追蹤犬在後

巷協助搜索

證物。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鄧偉明 攝

■在商場精品店任職的劉小

姐，不敢再用後巷廁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代女事主報警求助的時裝

店女職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二弟甘琨禮繼續就清盤審訊出庭。

■甘健成長子甘崇軒指姑姐甘美玲所

講並非事實。

痛失妻女的簡福駒庭外

表示，「我不能恨他(兒

子)，都唔知(行兇)原因」。

▲弒母殺妹15歲小

說迷簡家良當日被

捕送院時曾胡言亂

語。 資料圖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