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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反黑拘50人 最細14歲
臥底破黑幫招兵 續查校園收𡃁

黎棟國：警重案組查虐傭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日有印傭懷疑受僱主虐

待，事件受到各界關注，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表示，保
安局、勞福局及警方都十分關注案件，絕對不會容忍傷害
他人身體的違法行為。由於事主並非在港報警，故初時掌
握資料不多，警方現已將案件列為傷人案，交由觀塘警區
重案組調查，並已通過國際刑警與印尼警方聯繫，明日將
前往印尼與事主錄取口供。

4人明赴印尼錄取口供
黎棟國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表示，香港是法治社會，
所有在港人士同樣受法例保護，政府絕對不會容忍傷害
他人身體的違法行為，保安局、勞福局及警方都十分關
注是次案件。他又稱，警方已通過國際刑警與印尼警方
聯繫，明日將派出4名人員，包括一名總督察、兩名高
級督察及一名警員，前往印尼與事主錄取口供，索取相
關醫療報告，但需視乎事主的康復進度與心理狀態。
他指出，傷人屬刑事，一經定罪可判監三年或以上，

甚至終身監禁，他理解僱主和傭工的生活習慣有差異，
需要時間適應，希望互相體諒。他又呼籲港人珍惜和諧
社會，外傭為本港家庭服務，貢獻很大，勞資雙方應多
加溝通，當局不希望再有同類案件發生，警方會嚴肅跟
進，若有足夠證據，一定會作出起訴。

事主無即時報警添難
被問及是否低估了案件的嚴重性，黎棟國未有正面回

應，指案件並非由事主在港報警，故警方初時掌握的資
料不多，至後期掌握更多後，已相應提高案件嚴重性。
勞福局局長張建宗表示，非常關注近期多宗外傭被虐

事件，呼籲外傭在遇到任何剝削和虐待時，要即時舉
報，當局會嚴肅處理，嚴懲違法僱主。 對有團體建議
讓外傭在外留宿，減少她們被僱主剝削的機會，張建宗
認為，傭工和留宿傭工是兩個不同市場，香港有婦女可
以提供非留宿的傭工服務，所以外傭留宿是基本條件，
如果容許外傭在外居住，會偏離輸入外傭的基本原則。

落馬洲貨倉搜近噸煙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農曆新年期間，

新界鄉村依傳統仍會有人燃放煙花爆竹增加過年
氣氛，不法商販亦乘機偷運爆竹煙花來港出售圖
利。警方為打擊不法活動，昨晚突擊搜查落馬洲
永平村一貨倉，共檢獲爆竹煙花重近1噸，市值
約150萬元，部分爆竹更貼上Angry Bird（憤怒
鳥）的卡通圖案作招徠。
新界北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接獲線報，指有不法

商販趁農曆新年走私爆竹煙花，爆竹煙花會存放在
新界貨倉伺機出售。探員經調查掌握線索及目標單
位，前晚10時突擊搜查落馬洲新田永平村一貨倉，
共檢獲213箱爆竹及45箱煙花，共重980公斤，部
分以卡通人物Angry Bird包裝吸引買家，市值約150
萬元。行動中無人被捕。煙花爆竹由爆炸品處理組
人員檢走。警方正追查貨源及貨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時下青年
稍不如意便自怨自艾，但自幼父母離異，
需暫居寄養家庭的監護兒童，成長之路則
坎坷得多。小六後父母皆因病離世的志
強，未有被厄運擊潰其意志，在兒童之家
期間勤奮學習，在文憑試考獲38分，成功
入讀中大護理系。志強直言，希望成為護
士，學習當初照顧病危父母的醫護人員，
扶助有需要的人。
社署昨日聯同東華合辦「壯志驕陽」嘉
許禮，表揚220位過去1年的優秀監護兒
童。現年18歲的志強，出生後一直由父母
照顧，本過美滿生活，但好境不常，父
親在他小六時因肝病離世，留下受腎病困
擾的母親與他相依為命。

入醫護系為報恩
「父親離世後，有種忽然的失落感湧上
心頭，由於家中失去依靠，連生活亦失去
動力，但明白與病魔對抗的母親其實也時
日無多，故希望好好珍惜與她相處的時
間。」志強獲家舍姨姨教路，揀選了一件
粉紅色的羽絨，作為新年禮物送贈母親，
也為母親慶生，令母親大為感動。
雖然母親2010年離世，但志強未有消
沉，被社署安排入住兒童之家，令他再次感
受到家庭的溫暖。當時志強就讀中三，正面
對揀選文理科的關口，回想起父母在療養中

心受醫護悉心照顧，他立志要成為一個護士，回報這份
恩情，遂決定棄文從理。
3年苦讀，志強終以文憑試38分的優異成績，入讀

中大護理系，並將搬入新編配的公屋，展開新生活。

警方透露，該個活躍新界區的「新×
安」分支，為爭奪區內地盤利益而

擴張勢力，進行大規模招攬成員，期間
衍生大量嚴重罪行，包括「搶劫」、
「傷人」、「販毒」、「勒索」、「聚
眾毆鬥」、「藏有攻擊性武器」、「非
法禁錮」及其他罪行等。

檢仿真槍伸縮棍牛肉刀
俗稱「Ｏ記」的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

合會調查科遂於早前派出臥底探員，滲
入該組織搜集情報，至最近掌握足夠罪
證後，遂於上周四開始，趁農曆新年前
一連2日採取代號「頂高」行動。期間大

批「Ｏ記」探員聯同毒品調查科和商業
罪案調查科合共逾200人員，先後突擊搜
查全港多處目標地點，包括遊戲機中
心、網吧、酒吧、公園，及住宅單位
等，共拘捕44名男子及6名女子(14至65
歲)，包括一名年僅14歲男學生，警方將
繼續調查有否三合會成員滲入校園招收
會員。行動中警方檢獲大批攻擊性武
器，包括一支仿製槍械、6支伸縮警棍、
13把牛肉刀和一批水喉通等，相信黑幫
隨時用作廝殺。

瓦解黑社會新界分支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Ｏ記）

警司郭耿誠表示，警方已成功瓦解該個
活躍於新界的黑社會組織分支，並透過
是次行動掌握該組織的犯罪證據，及其
骨幹人士資料，行動將繼續進行。他重

申，警方有信心及能力打擊黑社會、犯
罪集團及有組織罪行，並會繼續透過情
報主導的策略積極打擊黑社會目標人物
及其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活躍新界區的三合會組織「新×

安」分支，除涉傷人、販毒和非法禁錮等嚴重罪行外，更為擴張勢力

滲入校園招收會員。警方為作出打擊，派臥底探員潛入組織當「無間

道」，掌握證據後一連2日採代號「頂高」的反黑行動，上周四及周

五突擊搜查包括網吧、酒吧及住宅單位等全港多處目標地點，拘捕50

名男女，包括一名年僅14歲的學生，成功打擊該個黑社會組織，警

方仍會繼續跟進有否黑社會成員滲入校園招收會員。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展示反黑行動中檢獲的大批武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19歲獨
子赴英國留學，聖誕新年假期返港團
聚，卻透露學業壓力太大，欲放棄留
學，經家人勸慰後，上周一自行往機場
返英，詎料他並無登機，家人遍尋不獲
報警。至前晚有懲教署職員在大欖涌水
塘水壩發現其背囊及波鞋，懷疑有人墮
塘，蛙人通宵搜尋，至昨日撈起失蹤6日
的青年，其親人驚聞噩耗，赴現場攬屍
痛哭。警方不排除有人不堪學業壓力走
上絕路，事件無可疑。

聖誕新年返港稱學業壓力大
墮水塘溺斃青年姓李(19歲)，是家中獨

子，原在英國留學，聖誕及新年假期返
港，惟期間曾透露感到很大學業壓力，
不想返英國讀書，後經家人勸說改變初
衷。

往機場未登機 家人報失蹤
上周一，李表示自行往機場乘機返
英，詎料他告別父母後無登機，家人接
獲航空公司電話後大驚，四處找尋無
果，翌日(14日)往青山警署報案求助。
警方列作有人失蹤案跟進。前晚7時
許，一懲教署職員在大欖涌水塘巡邏，
在水閘附近發現一個背囊及一對波鞋，

懷疑有人遇溺，通報上級及警方。警員
及消防在背囊內發現李姓青年的證件等
個人財物，由於其波鞋遺留現場，相信
已溺水，蛙人即潛水搜索。探員通知其
家人到場。
消防蛙人通宵乘橡皮艇在水塘內逐個

範圍搜尋，昨晨7時許，飛行服務隊派
出直升機在高空搜索。至11時，蛙人
終在主壩對開17米深的水塘底發現失
蹤青年，將其打撈上岸，但已死去多
時。
死者父母聞悉到場，父親目睹愛兒遺

體，當場情緒崩潰，上前攬屍痛哭，場
面令人鼻酸。警方雖在現場及死者身上
並無發現遺書，但經初步調查後，不排
除有人不堪學業壓力而自尋短見，相信
事件無可疑，列作「屍體發現」案處
理，稍後將安排剖驗屍體以確定死因。

失蹤六日 留英生沉屍水塘

■失蹤六日留學英國港生被發現沉屍大欖涌水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狂徒公然挑戰警方。
位於荃灣的新界南警察總部，昨日凌晨突有一個無
柄鐵錘懷疑遭人飛擲在警署大門外，事件不排除有
人公然挑戰警方之嫌，警方高度重視事件，暫列作
企圖刑事毀壞案，正設法緝捕狂徒歸案。
遭飛錘襲擊的新界南警察總部位於荃灣城門道

8號，昨凌晨1時50分，大門外突傳來硬物墮地
巨響，門口當值的51歲郭姓保安員察看，發現地
上遺有一個無柄鐵錘，地面更有疑是鐵錘飛墮落
地時造成的刮痕，懷疑有人故意向警署投擲鐵錘
施襲，立即報警。
警方接報後，認為向警署投擲鐵錘有公然挑戰

警方之嫌，事態嚴重，立即將現場封鎖調查，又
派員於附近兜截可疑人物，但無發現。案件交由
荃灣警區刑事調查第一隊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管局即將公布
2012/13年報，有報道指呆壞賬撥備高達4,900萬
元，較之前一個年度增加約26%。當中約56%即
2,788萬元欠款涉及非本港居民，較之前一個年度
增加20%。食衛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出席電視台節
目後表示，醫管局一直有機制向欠款人追討收
費，努力確保納稅人利益。醫管局會要求沒有香
港身份證人士入院時繳付按金，減低「走數」風
險，並視乎情況採措施，使呆壞帳減至最低。
另外，被問內地H7N9禽流感病例驟增，血清測
試會否驗出更多帶有H7N9病毒的內地活禽，高永
文強調血清測試敏感度較高。萬一驗到陽性，即反
映這批雞來自的農場，曾暴露於病毒中，須進行PRC
快速測試覆檢。若雞隻對兩種測試均呈陽性反應，
港府會撲殺雞隻、停巿、停輸活雞21日。

挑戰荃灣警署 鐵錘飛擲門外

公院病人走數4,900萬 增2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油麻
地吳松街一電子遊戲機中心，午夜後即
搖身變成賭場，賭客可以遊戲儲值卡大
玩釣魚機及角子機，並將贏得積分兌換
現金，賭檔從中抽佣，估計月賺逾300
萬元。警方根據情報昨凌晨破門拘獲40
人，包括5名主持人及助手，檢走6部
遊戲機及1.5萬元賭款。

午夜後門迎客 贏積分換現金
油尖署理助理指揮官(刑事)余鎧均形

容該賭檔極有組織，運作已有半年，日
間是正常的電子遊戲機中心，供客人打
機娛樂，並按正常時間在午夜拉閘打
烊，惟其後即搖身變成通宵賭場，開啟
後門讓相熟賭客進入開賭，並有「天文
台」在門口把風，以對講機通風報信。
蠱惑機舖位於吳松街131至137號地
下。調查發現，每名賭客須先付款購買
一張積分卡，才可利用該卡在舖內賭釣
魚機及拉角子機，贏得的分數會儲存在
積分卡內，再兌換成現金，賭檔從中抽
佣一成，估計賭檔每晚收入可達10萬
元，月賺逾300萬元。
油尖警區情報組早前接獲情報經深入

調查後，至昨日凌晨5時認為時機成
熟，聯同反黑組及特遣隊人員，一舉衝
入舖內突擊搜查，當場拘捕23男17女
(19 至 60歲)，當中 5人為主持人或助
手，其餘均為賭客，包括8名南亞裔男
子。行動中警方檢走6部有賭博成份遊
戲機，1.5萬元賭款及65張儲值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旺角長沙
街、山東街、荔枝角道及新填地街的後巷，
昨凌晨4小時內先後有單車及雜物遭縱火焚
毀，一條大廈的供水喉管亦被燒至爆裂漏
水，消防員疲於奔命，所幸未波及民居釀成
巨禍，警員在新填地街截獲一滿身酒氣、身
懷打火機的男子，不排除有人借醉縱火發
洩，拘捕其扣查。
午夜過後，長沙街1至15號一間酒店後巷有
垃圾焚燒，消防到場灌救，一堆垃圾被燒毀，
消防不排除有人遺下火種引起火警。凌晨4時，
上海街512號後巷一輛單車、膠箱及雨傘等雜
物起火，火舌將外牆水喉管燒至爆裂噴水，消
防員將火救熄後認為有可疑。同一時間，荔枝
角道33號後巷一塊裝在牆身的木板無故起火，
消防員到場將火救熄，列作縱火案。凌晨5時，
新填地街357號後巷垃圾起火，消防員到場將
火救熄，警員在附近截獲一名身有酒氣的姓劉
32歲男子，搜出打火機，懷疑與連環縱火有關，
拘捕其調查。

醉漢旺角後巷連環縱火被拘
醫務委員會昨日續聆訊藝人張崇德和劉美娟的兒子夭折

事故。控方專家證人中文大學婦產科學系教授勞子僖作供
指，被告蔡明欣在診所做「羊胎穿刺術」是極端少數，亦
不明智。

醫生未陪劉美娟送院犯錯
勞子僖解釋，私家診所沒有完全消毒的環境，當胎兒失去羊

水保護，醫生用手檢查時可將細菌帶給胎兒，令其腦膜、血液
受感染，甚或致命，故多數會在醫院進行。人工刺穿羊膜是用
作催生，羊水一旦流出，分娩過程便不能回頭。診所多位處商
業區，產婦送院隨時塞車，難以控制穿羊水後的狀況，後果可
能非常嚴重，故認為蔡明欣選擇在診所為孕婦刺穿羊膜做法不
明智。根據醫院紀錄，劉美娟送院後，子宮未擴張，並不適宜
做羊胎穿刺術。對於劉美娟指自己在離開診所前往停車場途中
穿羊水，勞子僖指，孕婦的羊膜被刺穿後不應該起身走動，醫
生有責任提醒。蔡明欣未陪伴產婦往醫院屬錯誤。
聆訊播出劉美娟分娩片段，勞子僖指嬰兒出生時已完全無反

應，與出生前酸中毒、缺氧、失去腦功能有關，問題更持續一
段時間，「任何人都知需要尋求協助」。醫務聆訊今天繼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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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蠱惑機舖賭檔帶走40男女。

■機舖內的釣魚機及老虎機全變成賭具。

婦產專家：診所穿羊水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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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署聯同東華三院合辦「壯志驕陽」嘉許禮，表揚
220位過去1年有優秀進步的監護兒童。 郭兆東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