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一名身有酒氣男子，昨
凌晨闖入馬鞍山富安花園一
便利店，刻意露出插在腰間
菜刀企圖打劫，女店員見狀
大驚逃出店外，但被對方持
刀追斬，雙方糾纏時女店員
受輕傷，疑人其後逃去。警
方接報到場將女事主送院，
並將事件列作 「意圖打劫而
襲擊傷人」 處理，正通緝涉
案男子歸案。

女事主姓吳(55歲)，為現場
便利店夜更店員，其手臂擦
傷，送院治理無大礙。

掀衣露菜刀 店員驚逃
現場為馬鞍山富安花園商

場一間便利店，事發昨凌晨
約5時，吳當值期間，一名有
酒氣男子到店內取出啤酒，
然後到收銀處揚言打劫，並
蓄意掀起上衣露出插在腰間
的菜刀。吳見狀大驚不顧一
切逃出便利店，豈料對方手
持菜刀尾隨追出喊斬，2人一
度發生糾纏 ， 其間吳受輕
傷，疑匪隨即逃去。

便利店在事件中沒有損失，
警方接報到場初步調查後，列

作 「意圖搶劫而襲擊他人」 處理，由
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九隊跟進，並
通緝該年約30歲至40歲操本地話的男
子歸案，他身高約 1.76 米、中等身
材、戴黑框眼鏡，當時穿長袖上衣、
牛仔褲及腰間有菜刀，犯案時有酒
氣。

港聞拼盤

4個月「細孖」睡兄旁猝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近日氣溫驟降，

猝死意外接二連三發生，繼前日一名的士司機在
銅鑼灣駕車期間疑心臟病猝發死亡後，旺角一名4
個月大孿生男嬰，昨晨在寓所內亦離奇猝死床
上。警方調查後獲悉男嬰生前有病患紀錄，初步
認為其死因沒可疑，不排除因近期天氣轉變氣溫
下降致病發，但確定死因有待法醫驗屍確定。

不幸猝死男嬰姓何，與父母、孿生兄長和祖父
母，一家三代同住通州街2號至16號長豐大廈一
單位，據悉他於今年7月出世，不幸患病需接受
治理，事發時與孿生兄長同床。

事發昨8時許，25歲何父起床後察看仍在床上
睡覺一對孿生兒子狀況，赫然發現 「細孖」 沒反
應，大吃一驚馬上報警求助。救護員到場將男嬰
送往廣華醫院搶救，惜抵院後證實不治。警方調
查後相信事件沒有可疑，列作 「有人暈倒送院時
死亡」 處理。

中年漢跑步病發命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名中年男子，

昨下午在石峽尾又一居被人發現鼻孔流血暈倒在
瑰麗路行人路，懷疑他在跑步期間急性心臟病
發，暈倒時再跌傷鼻，經送院搶救後仍然命危。

跑步昏迷命危事主葉×昌(50歲)，正在廣華醫院
深切治療病房留醫，情況危殆。

暈倒跌爆鼻臥行人路
事發在瑰麗路又一居第三十座對開行人路，昨

中午12時39分，路人發現一名男子鼻部流血昏倒
在行人路，馬上報警。救護員到場發覺事主昏
迷，將他送入廣華醫院，經急症室醫生搶救後被
送上深切治療房留醫。

警員在現場發現事主昏迷之處遺下一灘血跡，
由於事主當時身穿背心、短褲及跑鞋，全副跑步
裝束，初步調查，懷疑事主患有隱疾，在跑步期
間疑病發暈倒，並在倒地時撞傷鼻部致流鼻血，
案件無可疑之處。

涉收「陀地」 樟樹灘村17車遭刑毀
香港文匯

報訊 （記者
杜法祖）大
埔樟樹灘村
昨凌晨發生
刑 事 毀 壞
案，停泊在
村路上17輛
私家車和客
貨車，分別
遭人扑爛擋風玻璃和噴黑漆破壞，警方正追查事
件是否涉及收 「陀地費」 ，或有其他原因。

事發昨凌晨3時許，警方接獲村民報案，聲稱
聽聞屋外傳來打爛玻璃聲響，隨即派員前往調
查，發現停泊在該村村路上的7輛私家車及和一
輛客貨車，遭人扑爛車窗和擋風玻璃，另有9輛
私家車車身被噴上黑色漆油，相信遭蓄意破壞。
被破壞車輛的車主聞訊先後到場查看，有車主表
示不排除事件與收 「陀地費」 有關。

■在大埔樟樹灘村被扑爆車尾玻璃
私家車。

老嫗電梯跌倒 「骨牌效應」 8長者傷

天水圍加氣站漏氣 員工疏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天水圍屏廈路一

個兼為石油氣車提供加氣服務的中石化油站，昨
晨11時16分，站內石油氣洩漏警報系統突然啟
動，數名員工懷疑發生氣體洩漏，紛紛疏散。消
防員接報到場開喉戒備，氣氛緊張，其間警方一
度將油站對開行人路及屏廈路慢線封閉，直至消
防認定安全收隊後才解封，經調查證實有喉管出
現輕微氣體洩漏，由消防員關上總掣。油公司事
後已派員到場跟進檢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藍田啟田邨昨午發生
扶手電梯意外。一名六旬婦人在商場乘搭扶手電梯落
樓時，疑突失平衡跌倒引發 「骨牌效應」 ，導致前方
另外7名長者亦失足滾下梯級受傷，幸各人傷勢並不嚴
重，其中5人送院治理無大礙。

多名長者撞跌 街坊職員相助
現場為啟田商場4樓通往3樓的扶手電梯，事發昨午

約4時半，一批長者在商場4樓的酒樓 「歎」 下午茶
後，先後乘扶手電梯離開，其間一名68歲婦人疑突失
去平衡向前跌倒，並滾下梯級。由於事出突然，站在
婦人前方的多名長者被撞跌，引發 「骨牌效應」 ，有
人被波及在扶手梯上跌倒，驚呼聲此起彼落情況混
亂。有街坊見狀立即通知保安員按緊急掣煞停扶手梯
及報警；而酒樓的職員聞訊也趕至照顧和安慰傷者。

救護員接報趕到，發現共有8名長者受傷，分別跌傷

頭部和手腳，有人更流血，立即為各傷者包紮。有1男
4女傷者（68歲至86歲）需送院治理，其餘3名婦人則
傷勢較輕，敷治後自行離去。

事後商場工作人員暫時關閉電梯以便進行檢查，警
方了解情況後初步相信事件純屬意外，應不涉機件故
障。

油尖上水掃黃拘中外19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執法人員昨

分別在九龍油尖區及上水石湖墟採取掃黃行
動，先後搜查多個場所，共拘捕19名中外女
子。

打擊無牌骨場賣淫
針對無牌按摩場所 「掛羊頭賣狗肉」 ，昨

午約5時，油尖警區特別職務隊、雜項調查
隊及油麻地分區特遣隊人員聯合行動，兵分
多路，突擊搜查油麻地上海街和吳松街一
帶，及尖沙咀金馬倫道和加拿分道共8個無

牌按摩場所，共拘捕6名中外女子。
被捕6人年齡介乎30歲至40歲，包括5名

內地女子及一名泰籍女子，同涉嫌協助經營
無牌按摩場所，現正被扣留調查。

另大埔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根據情報深入
調查後，昨午4時聯同入境處人員展開代號
「火石」 (FLINTSTONE)的聯合掃黃行動，

突擊搜查上水石湖墟多個單位，共拘捕13名
年齡介乎21歲至40歲內地女子，其中12人
持雙程證，另外一人持中國護照，同涉嫌違
反逗留條件，稍後將交由入境事務處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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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任職32年、駐守屯門中央派
遞局的郵差懷疑擅離職守，於去年8月份的9次加班期間離開
派遞局範圍，違反工作守則，本應扣錢及紀律處分，有人卻
照樣申請 「加班補水」 總金額2,600多元。涉案郵差否認騙
「加班錢」 。香港郵政高級經理指，安排了加班若已完成工

作，都需留在工作位置，打機、睇書或聊天都可以。
否認9項欺詐罪的被告陳雲暉（53歲），被指於去年8月7

日至11日，及13日至16日期間，虛假地表示曾逾時工作，
意圖誘騙香港郵政發放加班錢。

案情透露，被告的郵差工作為早上8時至下午4時，月薪
21,330元，每天郵務督察經過電腦計算後，再分配郵差是否
需加班，加班每小時薪金152元。案發時段，被告每天都需

加班1.5小時至2小時。

加班早走須上司審核同意
控方第一證人、香港郵政高級經理杜潤芳表示，郵差加班

時段一般而言是在外派信，但如果提早完成工作，則須回局
做內勤工作，就算早走都須上司審視理由，同意後方可離
開；根據郵差守則，不論處理任何職務，都不得在未經督察
批准下擅自離開工作崗位。惟承認 「郵差派信時快時慢」 ，
就算是一般內勤工作，15分鐘至20分鐘就可完成。

控方第二證人、被告直屬上司則表示知道郵差守則有擅
離職守一項，卻不知道加班工作期間是否仍適用。案件今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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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遭劫財劫色女事主48歲，因右大腿被鎅
傷，事後須送院治理，她損失一條頸鏈連

吊墜及一部約值4,100元智能手機。據悉，女事
主是新來港人士，在灣仔區一幢甲級商業大廈
任夜更清潔女工。

鎅腿威嚇 若報警裸照上網
事發昨凌晨約1時，女事主開工期間人有三急，

遂離開商廈到附近休憩公園的公廁解決，詎料突
有一名男子由毗鄰廁格跳入，亮出一把鎅刀向她
指嚇聲稱打劫。匪徒先用刀鎅傷女事主大腿施 「下
馬威」 ，繼而用膠索帶將她手腳綑綁。

現場消息稱，匪徒掠得女事主手機及頸鏈
後，命其剝光衣物轉身雙手按牆，再從後向她
上下其手大肆非禮，其間更以掠得的手機拍下
女事主裸照，並恐嚇她不准報警，否則會將其

裸照上載互聯網。

匪挾贓逃 警封廁蒐證
色魔飽嘗手足之慾後擬有進一步行動，女事主

唯恐被性侵犯，靈機一觸詐暈倒地不起，淫賊疑
見女事主暈倒無反應，恐有意外遂罷手挾贓逃去。
女事主在賊人離開後自行鬆綁，慌忙穿回衣服返
回商廈向同事求助報警，其後獲安排送院治理。

由於案情嚴重，警方接報大舉派員到場將公廁
封鎖調查蒐證，並在附近兜截該名臉有胎痣色魔，
惜無所獲。案件列作 「行劫」 及 「非禮」 ，交由
灣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六隊跟進調查，追緝該名
淫賊歸案。

被通緝色魔年約25歲至30歲，左太陽穴有灰
色胎記，蓄短髮及瘦身材，案發時穿淺色長袖
上衣、深色長褲及橙啡色皮鞋。

郵差涉「蛇王」兼呃加班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18歲青年，本周一
（11日）在尖沙咀寶勒巷一間酒吧遇襲受傷，油尖警區反三
合會調查組探員接手調查後迅速破案，昨凌晨在漆咸道南拘
捕2名涉嫌傷人和自稱三合會成員的男子，而案中受害青年
也因涉嫌傷人同時被捕。

被捕3人包括案中18歲姓林受害人，而2名涉嫌逞兇被捕男
子分別姓詹（27歲）和姓梁（19歲），3人同被帶署扣查。

青年私院求診 揭遭10煞毆傷
案發本月11日凌晨3時許，頭和鼻受傷林姓青年，負傷自行

到九龍城太子道西一間私家醫院求診，院方職員獲悉他是在尖
沙咀寶勒巷3號一間酒吧消遣期間，與人發生爭執，被10名自
稱三合會成員的惡漢毆傷，認為事件牽涉刑事成分，於是報警。

警員接報到場將受傷青年轉送伊利沙伯醫院治理，並將事件
列作 「傷人」 處理。負責調查此案的油尖警區反三合會調查組
探員偵騎四出蒐證，並到肇事酒吧翻看閉路電視影帶，鎖定疑
兇追查後掌握線索，昨日凌晨採取行動，在漆咸道南拘捕2名
涉案男子，昨午帶同他們返回沙田新翠邨新芳樓住所搜查。而
案中受害人在警方深入調查後，亦同因涉嫌傷人被捕。

警拘3人涉酒吧傷人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運輸工涉嫌因6歲繼女背錯

乘數表，以手打女童大腿，又叉頸及掌摑，更抽高女童衣領
致她雙腳離地，令女童左大腿瘀傷及左頸留有傷印，女童後
向老師投訴揭發事件。運輸工昨否認一項 「故意襲擊導致兒
童受到傷害」 罪名受審，但女童昨在庭上多次被辯方追問
後，承認曾向社工及醫生等誇大被打事實。

指唸錯乘數表遭叉頸掌摑
控罪指施姓被告（28歲）於本年4月28日在馬鞍山耀安邨

一單位襲擊6歲女童。女童母親（22歲）因不願意出庭頂證
被告，而改作辯方證人。庭上播放女童與警方錄影會面片
段，女童表示事發當天下午，因背錯乘數表而遭被告掌摑，
女童更表示遭被告叉頸，並令她雙腳離地。當時女童母親及
姑姐等亦在屋內，女童母親上前出言阻止，但被告沒有理
會。

女童接受辯方盤問時承認被告只捉她的衣領致她雙腳離
地，承認被告從沒有碰過她的頸部。辯方追問她指是否因為
憎被告才向老師、醫生及社工等誇大事實，且說謊指遭被告
叉頸時，女童答 「是」 。

女童認「作大」 屈繼父虐打

■其中一名碌落扶手電梯受傷的老婦。 ■啟田商場發生8長者跌傷扶手電梯事後暫停使用。

■執法人員在無牌按摩院檢走證物。
■在上海街無牌按摩場所被
捕 「骨妹」 來自內地。

胎痣青年色魔 廁劫阿嬸拍裸照
膠索綑綁剝光淫辱 清潔女工詐暈免失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灣仔港灣道昨凌晨發生駭人聽聞打劫非禮

案。一名清潔女工在公廁如廁時，被臉有胎痣色魔闖入廁內打劫，色魔先鎅傷

女工大腿施 「下馬威」 ，再以膠索帶綑綁其手腳及紗布塞口，掠得財物後再剝

光女事主衣物上下其手大肆非禮，並以女事主的手機拍下其裸照，威嚇她不要

報警否則會將裸照 「放上網」 。幸女事主情急智生，在色魔擬有進一步不軌行

動時詐暈，將色魔嚇退。警方正追緝該名色魔歸案。

■灣仔港灣道休憩公園的女廁共有3廁格。

■如廁女遊人驚聞曾發生風化案色變。■警方在港灣道發生清潔女工被劫非禮復遭拍裸照的公廁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