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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宿舍地盤群毆
1工人墮樓死4傷
疑電工釘板工衝突 警帶走7人助查

墮樓不治工人年約40歲，身上無
證明文件，身份未詳，手及腳

都有明顯傷痕，疑曾被打，死因有待
剖屍檢驗；送院4名傷者由22歲至44
歲，均屬輕傷，敷治後帶署。另警方
在地盤帶走的7名工人，年齡由22歲
至58歲。案發現場為港大研究生宿舍
地盤，2009年開始動工，擬興建4幢22
至25層高的樓宇，落成後可提供1800
個宿位，預計於2012至2013學年啟
用，屆時港大的宿位將增加一半。

你追我逐殺聲震天傳街外
現場消息稱，發生打鬥兩批地盤工

人，分別是釘板工人及電工，疑因工
作問題衝突而大打出手，你追我逐，

其間，地盤內一度殺聲震天，連附近
專線小巴站頭的站長亦有聽聞。

警方昨午3時半先接報地盤3樓有人
受傷，幾分鐘後再接報地盤22樓有人
打架，惟警員到場前，救護員已將受
傷昏迷在3樓的工人送院，警員其後
在地盤再發現4名傷者，亦安排送
院，惟在3樓昏迷工人送院後不治。

死者傷痕疑曾被打有可疑
西區分區指揮官陳進表示，由於死

者身上有傷痕，死因有可疑，故交由
西區重案組調查。警方大舉派員到場
調查及搜集證據，其間帶走7名地盤
工人助查。

警方初步調查相信是兩批工人因工

作問題衝突大打出手，有人就地取材
用工具追打對方。死者被發現時手腳
有明顯傷痕，其身份、何以死在3樓
及確實死因仍有待調查。

30工人被禁離地盤鼓噪
由於警方仍封鎖地盤調查，至傍晚

收工時間，30多名工人不滿被禁止離
開，一度鼓噪。地盤管工派人購買數
十個燒味飯盒回地盤供工友「醫
肚」，但警方在晚上7時為工人逐一登
記身份後放行，飯盒送到時，工友已
陸續離開，結果由到場採訪的記者

「享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鄺福強) 西區龍華街香港大學興建中

的宿舍地盤發生命案。兩批不同工種的工人疑因工作問題大打出

手，警方先後接獲有人由高處墮下受傷及集體打鬥報告，到場共發

現5名傷者，其中懷疑由高處墮下至3樓的工人抵院證實不治，不排

除是被人推落樓或追逐時墮樓跌死，警方調動大批警員到場封鎖地

盤調查，共帶走11名涉案工人助查，西區重案組第2隊已接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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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守自盜3330元「失物」高級警員否認15罪

考保險牌失敗 21歲女跳樓亡 馬會貪案名醫何惠德轉控方證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 一名

有意投身保險行業的21歲少女，疑因報考
保險經紀牌失敗，事業夢碎之餘，更面臨
公司追討5千元培訓費，昨凌晨少女突被
發現由秀茂坪 29樓寓所飛墮地面不治，
警方不排除事主不堪壓力困擾而輕生，事
件無可疑。死者李曉君(21歲)，生長在複
雜家庭，她與父親、繼母、1名親姐姐及2
名同父異母妹妹同住秀茂坪 秀義樓29樓
一單位。其任職地盤散工的李父表示，他
共有5名女兒，長女是他與同居女友所
生，已遷出居住，次女及曉君是其與前妻
所生，第4及第5女則是與現任妻子所生。

面臨被追討5千元培訓費
李父續稱，次女已大學畢業，惟三女曉

君中二已輟學，過往曾在多間便利店工
作，至3個月前獲友人介紹加入保險公司
準備當保險從業員，並獲公司安排報考保
險代理人牌照，惟最近的考試卻不合格，
令其投身保險業希望幻滅，不但面臨離
職，更被追討約5千元培訓費，為此女兒
顯得很不開心，但日前與女兒聊天時，她
仍有說有笑，萬想不到她會突然輕生。

疑趁家人入睡廚房窗躍下
昨日凌晨1時許，李女疑趁家人入睡

後，突從29樓住所廚房窗口一躍而下，直
墮秀義樓對開行人通道上蓋頂，金屬上蓋
亦被壓凹，保安員聞巨響發現報警。消防
員到場將女事主救下，急送聯合醫院，惜
不久證實不治。

死者手機發現遺言因壓力
警員登樓調查，很快證實死者身份，又

在事主的手機內發現遺言，大意透露因考
保險經紀牌失敗和經濟壓力等問題不開
心，警方相信事件無可疑。世運保險僱問
主席羅少雄表示，保險公司為吸納新員
工，除為有意入職者提供課程及報考保險
經紀牌，亦會為他們提供暫借金錢，以便
他們在1至3個月內讀好試題通過考試後入
職。但若未能通過考試有可能出現「三
失」，即失業、失去金錢甚至怕被人取笑
而覺得失去尊嚴等。羅少雄承認，保險公
司給準保險經紀的金錢屬暫借，如未能通
過考試而離職則需要還錢，目的是防止無
意入行的「保險老鼠」藉此騙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 借3萬還
5.8萬！一名青年於澳門賭場疑向「大耳
窿」借下3萬元輸清光，即被4名男子挾
持返港通宵禁錮，向家人恐嚇勒索近一
倍贖款，警方接獲事主母親報警立即展
開調查，引蛇出洞，迅在尖東解救被禁
錮14小時的事主，拘捕4名疑人，並追
查背後是否有集團操控勒索活動。

澳賭場貴利 借3萬還5.8萬
案中被禁錮勒索青年姓羅、20歲，報

稱任職飲食業。據悉，他於前日往澳門
賭博，輸掉身上1萬元後，疑向「大耳
窿」借下3萬元企圖「翻身」，但至當晚
11時又輸光，結果被挾持，要求連本帶
利償還5.8萬元。

昨日凌晨2時許，深水 警署接獲一
名女子報案，聲稱其兒子在澳門賭輸錢
借下賭債，有人要她即時償還5.8萬元，
否則會對其兒子不利。深水 警區反黑

組探員接手處理，並 事主母親相約對
方見面交款，期間歹徒疑為避免警方跟
蹤，數度臨時更改交贖金地點，至下午
1時許，雙方終約定於尖東一處地點交
易，埋伏探員甫見歹徒露面即採取行
動，當場拘捕4名疑人，救回已禁錮14
小時的事主。

被捕4名男子全為本地人，相信均有
黑社會背景，警方相信事主被人由澳門
挾返港後，再交予該4名涉案男子禁
錮，並致電向事主家人恐嚇勒索。深水

警區反黑組第3隊黃智健督察表示，
警方正設法追查背後是否有集團操控勒
索活動，務必揪出幕後主腦。

港 聞 拼 盤

禁錮債仔14小時 4男索贖款被捕
■疑人被蒙

頭帶走。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友光 攝

■大批警員封鎖地盤調查命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五洲琴行
創辦人趙崇烈位於大埔豪宅遭爆竊損失
總值70萬元財物，趙家菲籍家傭將部分
贓物拿往典當，後被警方揭發拘捕。她
被控一項盜竊罪，昨於粉嶺法院提訊，
暫毋須答辯，還柙至本月29日再訊。菲
籍被告Paltican Rosaria Caysoen(33歲)，被
控於去年10月20日至上月23日，在大埔
露輝路38號聚豪天下一間獨立屋，偷去7

隻鑲有紅寶石、藍寶石及鑽石的戒指、
2條金頸鏈、3枚寶石戒指、1條十四K金
頸鏈連翡翠吊墜及1條十四K金頸鏈，總
值約71萬元，而上述物品為趙崇烈的財
物。控方表示須進一步索取意見，要求
將案件押後，又指警方發現被告將部分
贓物於當舖典當，已起回贓物，現正點
算價值，控方又指本案性質嚴重，涉及
違反誠信，故反對被告保釋。

菲傭變家賊 偷趙崇烈71萬鑽飾典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荔
枝角收押所在2009年發生還押疑犯
陳竹男離奇死亡，有同囚男子稱獲
陳報夢，願頂證涉毆傷陳的人士，
警方調查2年半才將3名懲教署人員
拘控傷人罪，案件昨在九龍城裁判
法院提堂，3人暫毋須答辯，各准
以5千元保釋，押後至本月29日，
轉介區域法院審理。

各准保釋轉介區院審理
3名被告依次為梁盛志（46歲）、

昨剛好34歲生日的蘇嘉瑋和鄧旭波
（48歲），他們被控在2009年8月15日
在荔枝角收押所D座地下內非法及
惡意傷害陳竹男。據悉，3被告曾
看守過陳，另有報告顯示陳身上有
瘀傷。陳有酗酒習慣，曾接受戒酒
治療。資料顯示，暴斃的台灣男子

陳竹男（33歲），在2009年8月因涉
及電話騙案而被控欺騙手段取得財
產罪，同月14日還押荔枝角收押
所。翌日在收押所接受醫生檢查時
情緒激動，被3名懲教署職員合力
制服並押往獨立囚室。至16日，陳
毫無反應昏倒囚室，經報警送院搶
救後不治，驗屍報告發現其身上有
多處瘀傷，西九重案組接手調查。

傷者送院時一度被人阻止
消息稱，當日救護員趕至收押所

發覺陳遍體瘀傷、面色煞白，擬將
他送院時一度被人阻止，有人聲稱
須根據程序做事，期間懷疑有人替
陳「灌水」。結果，救護員延誤19
分鐘後始將陳送院，當他由懲教署
人員陪同送院時，有人曾阻止傳媒
拍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家住跑馬地樂活道的
16歲富家子鍾雋弘，去年底公然在小巴三度非禮少
女，獲輕判感化後不足兩周，再次涉嫌在港鐵車廂
非禮15歲少女。富家子辯稱當時車廂擠迫，列車減
速時事主「挨貼了少少落我隻手」，他又嘗試「掙
扎離她隻腳遠 」，惟最終仍不小心觸碰到事主。

手伸旗袍內 逃走遭乘客制服
昨庭上播放15歲事主與社工的錄影會面片段，她

指今年1月16日傍晚6時，她過海後經港鐵金鐘站轉
車，身穿校服的被告頭戴啡色假髮，上車後不久便
站在她右旁，上下撫掃其大腿，對方的手指甚至伸
進她的旗袍校服，更伸入裙衩內的「打底褲」觸碰
她的肌膚。

她初時以為鍾因環境擠迫意外觸碰她，遂撥開對
方的手，但對方卻沒停手。她心感害怕只好啞忍，
本想在灣仔站離開，又因乘客太多未能下車，直至
列車駛至銅鑼灣站，見義勇為的男乘客黃漢杰問她
是否遭人非禮，她即點頭確認。

男乘客供稱，鍾當時下車企圖逃走，終被月台上
的乘客制服，鍾其後向事主不停道歉，說「唔會有
下次」，案件押後本月8日裁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駐守旺角警署
報案室的高級警員，涉嫌將15名好市民路不
拾遺交到警署的銀包「落格」，共扣起逾3330
元現金，直至有失主到警署領回遺失的400
元時，始發現與警方系統記錄的數額不同，
惹起上級懷疑，調查揭發事件，該名已被停
職的高級警員，昨在區域法院否認全部15項
偷竊罪受審。

被告負責報案室失物分流
45歲被告吳兆輝，被控於2009年8月至2010

年8月期間，偷竊15名失主逾3330元現金。代

表控方的大律師賴恩透露，案發時被告為旺
角警署失物報案室的接待員，負責將前來報
案的市民分流處理。根據程序，處理報失個
案的警員要將有關財物及拾獲者的資料，記
錄在警察電腦系統內，並向拾獲者發出財物
收據，由拾獲者及警員簽署後存檔。但被告
並無這樣做。

失主到警署揭有人「落格」
案中15名物主先後在銀行櫃員機提款後忘

記取走現金，或遺留銀包在的士、巴士，或
掉在街頭，被好心市民拾獲，交到旺角警

署，被告收得遺失
的銀包後沒有簽發
財 物 收 據 給 報 案
者，藉此「落格」，
直至一名失主記起
在 生銀行櫃員機
提款400元後忘記取
走現金，翌日到銀行查詢，得知有市民把
400元交到警署，即到警署，但當時執勤的
女警從電腦系統中所見並非是400元，失主
於是向警方投訴。警方翻查被告的記事冊
後，懷疑被告監守自盜，將他拘控。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杜法

祖) 香港賽馬
會遴選會員涉
嫌貪污詐騙案
昨開審，原預
計 需 時 5 星
期，但因出現
多處變動，審
訊時間將大減
至約10天。10
名被告中，3

人因轉為控方證人而獲撤銷控罪，包括名醫
何惠德。早前認罪的商人唐錦培，則申請推
翻認罪答辯，另3名被告則分案受審，而剩
餘的3名被告中，1人認罪，還柙看管。

3被告獲撤控罪不提起訴
任職商人的首被告吳家麒，昨承認兩項代

理人收受利益罪，指他分別於2009年及2010

年收受共55萬元賄款，作為推薦他人成為馬
會會員的報酬。他另涉3項串謀詐騙罪，獲
控方不提證供起訴。

案情指，被告透過鄧鏡松認識2名喬裝紅
酒商的臥底廉署人員。2010年7月，被告委託
林維熾向其中一名臥底馮耀民收取25萬元。
同年10月，被告先後安排馮與辛迪寶
(DipoChandiramSani)、唐錦培及何偉石見
面，請求他們在馮的申請表上填上虛假資
料，而被告則在申請表上訛稱自己與馮相識
17年。

被告另被控於2009年9月，接受林偉明(譯
名)30萬元，作為協助他成為馬會會員的報
酬，包括介紹麥尊德(John Douglas Mackie)、
Freedman及其他3名馬會會員的提名及推
薦，又向林簡介各提名人背景、如何應付馬
會面試等。

年事已高的被告麥尊德及Stanley Lawrence
Freedman，控方指2人身體及精神狀況未必
適合受審，申請2人聯同杜泳分案聆訊，押

後至6月1日提堂。由於杜泳無律師代表，押
後至今日確認是否接納控方申請。

認罪唐錦培申推翻認罪答辯
早前認罪的唐錦培，昨申請推翻認罪答

辯，押後至本月22日提堂。2名分別任職文
員及地盤工的被告林維熾及鄧鏡松則否認詐
騙、協助及教唆他人受賄等6罪，下周一開
審。

69歲的著名外科醫生何惠德原被控一項串
謀詐騙罪，昨獲控方不提證供起訴、記錄在
案。他於庭外坦言「鬆了一口氣」，但對香
港司法程序有信心。他又表示自己身為馬會
遴選會員，將繼續履行其義務職責。

何的代表、資深大狀清洪表示，何早前已
為廉署錄取證人口供，將會轉為控方證人，
如有需要，會出庭頂證同謀。據悉，何將指
證杜泳，另外2名獲撤控的何偉石和辛迪
寶，則因原本需要指證的吳家麒認罪，無須
再做「金手指」，當庭釋放。

■高級警員吳兆輝涉

監守自盜受審。

■馬會會籍詐騙案被告名醫

何惠德獲撤控。

■涉案一名地盤工蒙頭助查，向警員講述事發經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地盤工人

需接受檢查

及登記資料

才放行。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鄺福強 攝

■多名涉案

工人被帶上

警車助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