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長沙灣海麗 與夫分居婦
人，前晚被夫騙回家後被通宵
禁錮毆打，女事主求救無門，
唯有寫字條掟落樓求助，為屋

保安員檢獲報警，警員上門
將惡夫拘捕，其妻則因傷送
院。案件列作「傷人」及「非
法禁錮」處理。

涉 案 被 捕 躁 夫 姓 劉 （ 4 6
歲），遇襲受傷婦人姓黃（36
歲），送院敷治無大礙。昨日
下午，女事主曾隨同探員回現
場作進一步調查。

情變鬧離婚 受誘返舊居
據悉，女事主是新來港人

士，任職酒樓侍應，本與夫及
2子女在海麗 海慧樓一低層單位同住，惟夫婦感情
生變鬧離婚。3個月前，女事主帶同讀幼稚園稚女搬
出，實行與夫分居。前日女事主接獲丈夫來電，表
示買了一些書籍及衣物給幼女，要求回舊居一趟。

女事主不虞有詐，前晚帶同稚女回舊居，怎料與
夫爭執後被毆打，繼而被禁止離開。昨晨7時許，女
事主在求救無門下，寫下求救字條拋落樓。屋 一
名保安員巡至檢獲，驚見寫上「求救」字句，代為
報警。警方聯同消防員上門調查，拍門良久屋內始
有人啟門回應，警員進入單位了解情況後，當場將
涉嫌傷人及禁錮他人的躁夫拘捕，女事主的稚女沒
有受傷，陪母入院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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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傭居權上終院 港府多招應變
公民黨策動纏訟多時 李少光對勝訴有信心

外傭代表大律師為蔡一鳴，政府一方
代表為大律師陳樂信。首席法官張

舉能昨開庭後表示，外傭一方要求向終審
法院釐清《入境條例》第二條(4)(a)是否與

《基本法》抵觸，而提出上訴許可的申
請，法庭予以接納，政府一方認同案件關
乎重大的公眾利益，也不會作出反對，案
件在開庭不足10分鐘，外傭一方便成功申
請上訴終審法院的許可。

全力打好官司 或修外傭政策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

稱，香港是法治社會，法院已批准訴訟人
向終審法院提出訴訟，港府會全力以赴打

好這場官司，並有信心最終會取得滿意的
結果。被問及有否敗訴的準備，李少光強
調港府對官司有信心，即使敗訴亦有幾手
準備，包括重新檢視是否要修改現有的輸
入外傭政策，但他未有透露具體安排。

去年高院法官林文瀚裁定《入境條例》
違 憲 ， 居 港 逾 2 0 年 的 女 傭 V a l l e j o s
Evangeline Banao可重返人事登記審裁處
申請居留權，有關裁決即時轟動全城；而
另一名申請人為菲籍男子Daniel Domingo
已轉職司機，他的2名子女已成為永久居
民。2名申請人本可在原訟庭獲勝後，有
望申請永久港人身份，但被政府一方上訴
成功令其夢想幻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實習

記者　吳建邦）公民黨全力策動的外傭

居權案，官司續有後文。高等法院早前

裁定，限制外傭取得居港權的《入境條

例》是違反基本法，但上訴庭其後裁定

政府上訴得直，使外傭不能取得居港

權。外傭不服判決上訴，並於昨日獲上

訴庭批准上訴至終審法院。保安局局長

李少光表示，港府會全力以赴打好這場

官司，有信心會取得滿意的結果。

的哥不想「過海」 遭惡女屈藥駕

私運孕婦闖關 司機收600元認罪

涉盜名媛2卡狂碌 男模購58 iPad

天降膠 壓爆車玻璃

擅改同學選科 浸大生獲撤控 村屋男虐27狗緩刑

摸蜆翁溺斃 月內4宗死5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東涌灣摸蜆意外又添一亡魂，

繼上周日一名婦人在東涌灣淺灘摸蜆溺斃後，一名愛以掘蜆打
發時間的古稀翁，前日離開荃灣住所入東涌灣摸蜆後失蹤。家
人昨晨報警後到東涌灣尋找，發現老翁個人物品留在岸邊。當
局出動直升機與水警輪展開海陸空大搜索，終在附近海面撈獲
老翁屍體。成為本月第四宗因摸蜆遇溺身亡意外，4宗意外共5
人喪生。

懷疑因摸蜆遇溺身亡的老翁姓鄭（72歲），與妻兒同住荃灣。

據悉鄭伯平日愛以掘蜆打發時間，經常到北大嶼山東涌灣一帶淺

灘摸蜆。老翁妻子昨日在2名子女陪同下，到現場認屍時情緒激

動，一度跪屍痛哭。

警方消息稱，前日下午，鄭伯向家人表示往東涌灣掘蜆，帶同

手拉車、尼龍袋及工具出發，但徹夜不歸，家人多次致電老翁手

機但無法接通。

37歲鄭子報警後，昨晨聯同警員到東涌灣一帶尋父，由侯王宮

對開沿岸行至石散石村對開泥灘，終發現父親手拉車及尼龍袋，懷

疑父親遇溺失蹤。

警得悉失蹤 海陸空搜索
當局接獲失蹤報告後，昨晨派出水警輪、水警小艇、海事處船

隻，以及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聯同岸上警員與消防員海陸空

搜索，至昨中午12時15分在機場南環路對開海面發現一具浮屍，

打撈上岸經家屬辨認後，證實是失蹤鄭翁。初步相信鄭翁摸蜆期

間遇溺，事件無可疑。

淺灘滿青苔 潮漲水速湧
東涌灣沙嘴頭一帶淺灘因蜆量豐富，近年有不少人到來摸蜆。

有人專程在市區到來，有人視作合家歡活動，但亦有人是為了生
計，例如東涌居民陳太在該處摸蜆已20多年，一般收穫豐富時每
日摸獲數斤，可賣數十元。她指東涌灣對開海面常有大船經過，
時有大浪湧至，風雨時更危險。淺灘布滿瘀泥青苔，容易滑倒，
當潮漲海水快速湧至，摸蜆者走避不及即出事，故在該處摸蜆存
在危險性，不熟情況的外來者更要小心。

本月9日，58歲婦人約友人到東涌沙嘴頭淺石灘摸蜆，因友爽
約獨自前往，懷疑遇潮漲遇溺，屍體翌日於附近海面尋回。

近期摸蜆遇溺個案
日期 事件

2012.06.10 58歲婦人約友到東涌沙嘴

頭淺石灘摸蜆，因潮漲遇

溺，警方於附近海面尋回

屍體。

2012.06.03 35歲男子與妻子及2男1女

坐獨木舟到大嶼山大浪灣

村海面捉魚及摸蜆，事主

隻身游往鄰灘摸蜆途中遇

溺。

2012.06.01 4漢到屯門龍鼓灘上灘摸

蜆，其中57歲姓郭男子在

離岸40米處潛水摸蜆時遇

溺，62歲姓葉友人相救亦

出事，2人送院同告不治。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內地司機收取600元酬勞，上月
24日凌晨以「白牌車」接載懷孕7個月的孕婦從內地到香港國
際機場，惟中途於落馬洲管制站被入境處人員拘捕。但裁判
官質疑此名沒有在港醫院預約的孕婦是否一心闖關來港產
子，並要求辯方稍後提供有關資料。司機昨承認駕駛或使用
汽車以作出租或取酬載客用途等5罪，還柙至下月6日判刑。

官問是否知女乘客懷孕
被告施春雨(41歲)，他另承認車輛沒有第三者保險、未獲授

權而取用運輸工具、使用非良好狀態車輛及車輛沒有白色前
燈罪。案情指，施受僱當私家車司機，並協助僱主將物流公
司的文件送往粵港兩地，但不容許他私自載客經營。

控方指該名孕婦已遣返內地。辯方表示孕婦連女士只是在
香港轉機，目的地是往馬來西亞，連是首次來港。惟裁判官
林偉權即時提出質疑為何要在香港轉機？又指如果該名懷孕7
個月的孕婦沒有在港醫院預約，可被入境處拒絕入境，而施在
明知下協助孕婦闖關，可增加案件的嚴重性。裁判官要求辯方
在下次判刑時解釋，究竟施是否知道連女士當時已懷孕。

女嬰疑遭印傭虐待命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將軍澳貿業路新都城第三期

都會豪庭一單位發生懷疑虐兒案，一名平日交託外傭照顧的
13個月大女嬰，昨午5時許被在外回家父親發現神情呆滯，處
於半昏迷狀態。父親抱女到將軍澳醫院求治，懷疑受虐待。

據悉醫生初步檢驗，發現女嬰腦出血，頭部有不尋常傷痕，
稍後由醫護人員陪同上救護車，把女嬰轉送伊利沙伯醫院搶
救，情況危殆。警方昨晚8時49分接獲女嬰父親（34歲，姓陳）
報警，經調查後列作虐兒案，並把印尼女傭帶署助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活躍名媛界的榮文蔚
（Yvette），懷疑遭男模特兒好友盜用2張信用卡，1個多月內刷
卡18次，購買58部平板電腦iPad。被告被控18項以欺騙手段取
得財產罪名，暫毋須答辯，案件轉交區域法院審理。

住竹園公屋 無聘請律師
被指盜用榮文蔚信用卡瘋狂購物的被告顧志雅（35歲），報

稱為模特兒，居住於竹園北 一公屋單位。他身高6呎，身形
健碩，皮膚黝黑。他未有聘請私人律師代表，昨上午9時許開
始在庭內等候，直至下午4時半才獲法庭處理案件，離開法院
時掩面迴避記者鏡頭，拔足狂奔。

他獲准續以2,000元保釋至下月17日，待控方索取轉介文件
再訊。

控罪指前年10月12日至11月25日，顧在旺角、沙田、九龍
塘、銅鑼灣、中環及機場多間電子產品店，向店員訛稱自己是
Yvette Yung名下美國運通及匯豐銀行信用卡合法持有人，合資
格及被授權使用該2張信用卡，為58部iPad及一部攝影機付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杜法祖）受活躍
西南季候風影響，本
港昨晨吹強風，至中
午天文台發出強烈季
候風信號。南區田灣
嘉禾街一張放置在唐
樓天台的組合膠 ，
懷疑遭強風吹起墜
街，擊毀街上咪表車
位停泊的一輛私家
車，意外中無人受
傷。警方列作高空墜物處理，暫無人被捕。

現場為嘉禾街13號一幢4層高唐樓，昨日上午11時15分，一
張面積約1米乘1.6米組合膠 ，放置上址天台期間懷疑遭強風
吹起，越過天台約1米多高圍欄直墜街上，擊爆一輛停泊在唐
樓對開咪表車位的私家車擋風玻璃、車頂撞凹。當時該私家
車車上無人，亦沒有途人經過。私家車27歲姓梁司機在附近
食肆工作，得悉愛車受損，視察後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浸大歐洲研究課程學生取得同學個人資料後，
去年9月在黃大仙東頭 家中用電腦擅自更改同學的選科，及加修化學等課
程以作弄他人，後因校方查證而揭發事件。學生畢宏超（23歲）本被控一項
不誠實取用電腦罪，昨獲撤銷控罪，獲准自簽2,000元，守行為1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早前元朗洪水橋村屋被揭發有人虐待狗
隻，把27頭名種狗包括雪橇、魔天使、貴婦等困在無水無糧的鐵籠中。鐵
籠因無人打理發出惡臭，由警察破門入內救出狗隻。涉案38歲屋主邱偉傑
早前承認虐待動物等控罪，被判監禁8個月緩刑2年，罰款1.5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夜更的士司

機懷疑因不欲接載乘客「過海」，提議載乘客

往過海的士站轉車，卻懷疑因此惹怒女乘客，

除了遭大罵外，更被對方懷疑他藥駕召警到場

調查。的士司機最終證實清白，但少做1個多

小時生意，大嘆倒霉。警方把事件列作交通投

訴處理。

女客斥小覷沒有錢乘車
的士司機姓吳（44歲），據現場消息稱，昨凌

晨零時，吳在港島金鐘接載一名女乘客，聞對

方要往旺角後，曾以可慳回一程隧道費為由，

提議載女乘客到過海的士站轉車，但惹來對方

不滿被罵：「是否小覷我沒有錢乘車？」吳於

是載對方過海沿途解釋，但對方喋喋不休，吳

曾回應：「不說了，我要聽收音機。」

懷疑吳因此觸怒對方，當的士駛抵旺角染布

房街與豉油街交界，有人報警指懷疑吳藥駕。

多名警員接報到場搜查的士，又要求吳接受酒

精呼氣及藥物測試，最後證實他並無飲酒或服

藥。

女乘客改口投訴吳駕駛態度欠佳，事件在警

員向女乘客提供投訴電話號碼後告一段落。吳

對事件無端令他少做生意大感無奈。

籲往過海的士站遭痛罵
另一名35歲姓陳夜更的士司機，前晚10時

半，在灣仔駱克道接載3名男子，聞對方往尖沙

咀，提議載到過海的士站轉車，但遭對方痛罵

繼而要求往警署。陳照辦後途中被出言恐嚇，

於是把的士停在駱克道462號對開報警求助。一

名交通女警趕至，的士2名男子逃去，餘下一人

堅拒下車，女警要求增援。該42歲姓龍男子與

警方僵持約半小時，終因車上沒有空調悶熱難

支自行下車，涉嫌刑事恐嚇罪名被捕。

■女事主左眼明顯

瘀腫。

■李少光表

示，政府將

全力打好這

場官司，有

信心取得滿

意結果。

香港文匯報

實習記者

吳建邦攝

■聲稱的

士司機涉

嫌藥駕的

女子在現

場接受警

員問話。

■飛 擊中地下私家車再反彈跌在車

頭前。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消防撈獲摸蜆失蹤老翁屍體，其妻認屍後

禁不住痛哭。

■雖然附近再發生摸蜆失蹤老翁浮屍海面，黃昏時仍有多人到東涌灣泥灘摸蜆。

■被女乘客指稱涉嫌藥駕的士司機無奈苦笑。

港 聞 拼 盤

遭躁夫禁錮毆打 婦掟紙仔求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