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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宵伴屍後致電次子 兒驚聞「阿爸殺阿媽」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
法祖）一對靠綜援生活的
古稀夫婦仍為財失義，終
釀倫常兇案。夫婦前晚在
黃大仙橫頭磡邨寓所疑為
6,000 元的綜援金分配問題
爭執，76 歲丈夫竟以鐵鎚
狂扑擊殺老伴，通宵伴屍
至昨晨向兒子交代後事，

▲黃大仙警區助
理 指 揮 官 ( 刑 事)
周德財指女死者
頭部有六七次被
扑傷痕。

始揭發命案。兒子聞言大
驚報警：「我阿爸殺咗我
阿媽！」警員趕到拘捕疑
兇，並在廚房工具箱內尋
獲兇器，案件已列作謀殺
案處理。有鄰居對兇案感

◀探員檢走證物
包括一把木柄手
鎚。

■疑因綜援金分配不勻以鎚扑死老伴的老翁涉謀殺被捕。

到震驚及心寒。

現

場為宏祖樓 14 樓一個約 200 平方
呎的單位，並無間房。女死者姓
黎（78 歲），被發現時倒臥於床上，全
身是血，頭部更加血肉模糊，初步相信
最少被人重擊六七鎚，部分傷口深達三
四吋，頭骨洞穿。單位內的地面及牆壁
血跡斑斑，場面相當血腥恐怖。涉嫌擊
殺老伴疑兇姓胡（76 歲），據資料顯
示，夫婦過往均無家庭暴力紀錄及精神
病紀錄，兩人育有 2 子 1 女，均已各自
成家立室，兩老平日靠共約 6,000 元的
綜援金生活。

畏罪圖自殺 向兒交代後事
消息指，前晚10時許，夫婦在家中疑
為綜援金的分配問題發生激烈爭執，其

間有人情緒激動，突由廚房工具箱拿出
一把約一呎長的木柄鐵鎚猛向老伴施
襲，亂鎚之下，老婦頭部重創倒斃床
上。據悉有人擊殺老伴後，通宵伴屍至
昨晨約 8 時冷靜下來，畏罪企圖自殺，
遂致電其46歲的次子，表示想尋死，並
交代後事，惟當時仍未說出殺妻之事。
兒子擔心父親，立即相約於宏祖樓附
近的休憩公園見面傾談，父子於早上 11
時許見面，其間胡始透露前晚因分配綜
援金問題，一時錯手將老伴殺害，兒子
驚悉家變，致電報案：「我阿爸殺咗我
阿媽！」警方接報大為緊張，派員到公
園接觸兩父子，再一同登樓入屋，證實
果然發生兇案，立即將涉案老翁拘捕帶
署，並封鎖現場，召來法醫及鑑證科人

員蒐證。

妻嫌家用不足 社工曾家訪
據悉，胡伯在每月6,000元的綜援金中
拿取2,000元作生活費，餘下給妻子做家
用。但在物價飆升之下，妻嫌不夠要求添
家用遭拒，兩人為此多次爭吵，子女得悉
亦愛莫能助，乃求助社工。在上周，曾有
社工家訪，但胡伯當時否認與妻子因錢銀
不和，社工經了解後離去。

警指滿屋血 樓下住客心寒
黃大仙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周德
財警司表示，屋內滿布血跡，並有打鬥
跡象，探員在廚房的工具箱內尋回鐵鎚
兇器，相信是有人行兇後再放回原處，

女死者傷勢集中於頭部，不排除是遭亂
鎚重擊致死，稍後將剖驗以確定死因，
至於疑兇亦手部擦傷，但不嚴重，案件
已列作謀殺案，交由黃大仙警區重案組
繼續跟進。
據居住兇案單位下一層的女住客顏太
表示對事件感到心寒，她透露前晚未聞
樓上有任何異響，至昨午突有警員上門
作問卷調查，才知道樓上發生兇案。
社署發言人表示，非政府機構綜合家庭
服務中心的社工，自今年4月起跟進有關
家庭的褔利需要，並於4月底與有關家庭
會面，隨後亦到上址進行家訪，進一步了
解有關家庭的褔利事宜，當時他們的情況
穩定。事發後，社工已聯絡該對夫婦的女
兒，以提供適切的支援及協助。

■ 跑步猝死休班警員的妻
子(右)由親友陪同到醫院
由親友陪同到醫院。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天文台連續第二日
發出酷熱天氣警告，一名休班警員於西貢鄧肇堅運動
場跑步期間，疑難抵高溫及暴曬下中暑暈倒，急送醫
院搶救無效證實不治，家人接獲噩耗傷心欲絕，惟仍
按其生前願望，捐出一對眼角膜，遺愛人間。另一名
女子在西貢高流灣行山期間，亦因酷熱天氣體力不支
暈倒，由直升機急送醫院搶救後已無大礙。有資深運
動學教授提醒市民，炎夏進行戶外運動時，必須調節
運動強度及時間，適當補充水分及休息等，否則會令
身體透支，心肺及血液循環系統超負荷，令人休克甚
至猝死。

調任村巡隊 出更前練氣
疑跑步中暑猝死休班警員彭偉雄（45 歲），已婚，
與妻育有兩名分別 18 歲及 13 歲、仍在求學女兒，家
住油塘高翔苑已婚警察宿舍。據悉彭加入警隊 22 年，
隸屬黃大仙警區鄉村巡邏隊，鑑於西貢最近罪案頻
生，彭近日被調派到西貢分區的村巡隊工作，在西貢
警署上班。昨日彭原定返中更，遂在上班前與同袍往
西貢鄧肇堅運動場跑步練氣，豈料期間突暈倒猝死，
警方將安排驗屍以確定死因，包括其是否有隱性心臟
病等。

由於本港天氣持續酷熱，天文台昨午 2 時 10 分發出
酷熱天氣警告。昨中午 12 時半，即酷熱警告發出前 1
小時，彭與多名同袍到達西貢鄧肇堅運動場跑步鍛
煉，至下午 1 時 12 分，當時天文台在西貢區錄得攝氏
32 度高溫，其間同袍發現彭突倒地昏迷，由救護車急
送將軍澳醫院搶救，但最終證實不治。
稍後，彭的妻女及老父、同袍及上司等陸續趕到醫
院，證實噩耗後家人傷心欲絕，由於彭生前曾簽署器
官捐贈卡，家屬決定按照其樂於助人性格，將一對眼
角膜捐出，遺愛人間。警察福利部亦跟進其家人的福
利需要。

行山婦昏迷 送院無大礙
另於昨午 3 時許，一對男女在西貢高流灣行山期
間，49 歲李姓女子亦疑不敵酷熱天氣突感頭暈，未幾
陷入昏迷，同行 57 歲男友人即時報案，女事主由直升
機急送往東區醫院治理，幸無大礙。
有資深運動學教授提醒市民，在盛夏炎熱天氣及暴
曬下進行戶外運動時，必須因應現場環境及個人身體
狀況，調節運動強度及時間，例如平日在正常天氣下
可以跑步 30 分鐘，遇上極炎熱天氣，應縮短跑步時間
10至15分鐘，並減慢跑速，同時避免長時間在烈日暴
曬下進行劇烈運動，注意適當補充水分及休息等，否
則容易令身體透支，心肺及血液循環系統超負荷，最
終會令人休克，甚至猝死。

警疑「斬樹黨」匿郊園伐沉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繼前日凌晨有將軍
澳村村民揭發2名男子在山邊砍伐4棵土沉香樹後，當
日下午再有警員在坪墩村附近截獲一名內地非法入境
者，當場檢獲4塊共重1公斤的沉香木及一把鐮刀，惟
初步相信兩宗案件並無關聯，警方不排除仍有多名或
多組來自內地的不法之徒，匿藏於郊野公園伺機偷伐
沉香木返內地圖利。
被捕內地男子姓陳(25 歲)，報稱來自廣東省，警方
正追查他是否涉及其他同類案件，或有其他同黨在逃
等。

將軍澳兩漢逃 西貢擒「迷彩男」
前日凌晨 3 時許，在將軍澳穎禮路將軍澳村一村屋
對開山邊斜坡，有女村民被嘈雜聲驚醒，赫見兩名可
疑男子在摸黑鋸樹，立即通知正在上班、任夜更的士
司機的丈夫報警，惟警員到場時，兩名可疑男子已聞

5月27日(第14/062期)攪珠結果

3 10 16 30 34 44 1
頭獎：無人中
二獎：$1,016,180
三獎：$86,020
多寶：$42,194,179

(4 注中）
（126 注中）

下次攪珠日期：5 月 29 日

風先遁，現場則有 4 棵土沉香樹被腰斬。至同日下午 5
時許，警方一隊村巡隊到西貢西郊野公園巡邏，經過
大網仔坪墩村時，發現一名男子身穿迷彩長袖衫褲於
山野中急步行走，截停調查揭發他是非法入境者，並
在其背囊內發現4塊共重1公斤的沉香木及一把鐮刀，
相信有人專程偷渡來港偷伐沉香木，將其拘捕帶署扣
查。
黃大仙警區刑事調查隊梁苑濃督察表示，初步調查
相信該名男子與將軍澳村揭發的偷伐土沉香樹案無
關，至於有否涉及其他同類案件，以及有沒有同黨
等，會交由水警重案組繼續追查。由於沉香木在內地
有市有價，警方不排除仍有內地「斬樹黨」偷渡來
港，匿藏於西貢郊野公園一帶伺機犯案。
根據紀錄，今年 1 月至 5 月，西貢區已發生 8 宗偷伐
土沉香案件，其中 3 案共拘捕 3 名 19 歲至 51 歲非入境
者，檢獲共重約100公斤的土沉香。

兩靚仔遭南亞匪劫財劫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尖沙
咀發生罕見非禮行劫案，3 名南亞裔青
年昨清晨在梳士巴利道攔途截劫兩名外
貌俊俏青年，除掌摑他們臉頰，搶走手
機和八達通等財物外，還對兩人毛手毛
腳，非禮一番，但最後被截獲拘捕。
被捕 3 名南亞裔青年，分別為
Khuram（25 歲）、Hassan（20 歲）和

ALI（23 歲），俱涉嫌行劫、非禮及襲
擊等罪名，已被帶返警署扣查。

當街截劫 摑面非禮搶錢
事發於昨日清晨 5 時許，兩名分別 20
歲及21歲的青年，步經尖沙咀梳士巴利
道時，遭 3 名南亞裔青年攔途截劫，兩
名事主遭人掌摑臉頰，其中 1 人的手提

「藐視法庭」可判入獄罰款

根據《陪審團條例》第三十二條，任何人
士沒有按照陪審員傳票的規定出席法庭，即
屬違法，可判處罰款 5,000 元。主審法官更
可根據普通法，直接判處缺席或拒絕出任的
陪審員「藐視法庭」罪而判入獄及罰款。
《陪審團條例》規定每宗刑事審訊案件
的陪審員人數不能少於 7 人，涉及審訊時間
冗長的案件，陪審員人數可以增至 9 人。以
防審訊中途出現突發事件，有1名或2名陪審
員離席，都有法例規定起碼有 7 名陪審員作
出裁決。
涉貪案中 5 名被告為許仕仁（66 歲）、新
地聯席主席郭炳江（62 歲）及郭炳聯（60
歲）、新地執董陳鉅源（65 歲）及港交所前
高級總裁關雄生（61 歲）。5 人共被控八項
罪名，包括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串謀藉公職
人員作出不當行為，提供虛假資料及串謀向
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等。

11港人澳門碌卡遭偷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5 間香港銀行共 11 名
客戶的銀行卡，懷疑在泰國被人盜刷，澳門司警近月
接到香港銀行通知，有關客戶都曾到澳門以銀行卡消
費，懷疑客戶是在澳門被人盜取銀行卡資料。案件交
由司警資訊罪案調查處跟進調查。

在泰被盜刷 損失12萬
司警表示，3 月 26 日接到香港一家銀行來電提供資
料，該銀行報稱包括其在內共有 5 間香港銀行，合共
11 名客戶，其銀行卡懷疑在泰國被人非法提取金錢，
共損失逾12萬港元。由於11名客戶在案發前，均曾到
澳門用銀行卡消費，故懷疑有人在澳門盜取客戶銀行
卡資料，再製造假卡到外地提款。案件交司警資訊罪
案調查處調查，司警呼籲市民使用銀行卡時，要保護
自己的銀行卡賬號資料；在使用銀行卡時，要留意有
沒有人盜取自己銀行卡資料。

貨櫃碼頭「塔機」輾斃維修工

愛心警跑步猝死捐眼角膜

■跑步猝死
警員彭偉雄
與兩名女兒
合照。
網上圖片

陪審員生病缺席 許案審訊延後

綜援翁為6,000元亂鎚殺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政務司
長許仕仁涉貪案，原定昨午由控方展開一連
3 天的開案陳詞，怎料司法機構中午接獲其
中一名陪審員來電通知表示生病，未能出席
下午的審訊。結果法官麥機智下令取消審
訊，延至今早恢復聆訊。聲稱生病的陪審員
須於今早出庭時，向主審法官麥機智出示醫
生證明文件，或給予充分理由。否則有可能
被法官判其「藐視法庭」罪，判處入獄及罰
款。

▲身穿迷彩服來港
砍伐沉香木的非法
入境者被捕。
◀警員在被捕斬樹
黨背囊檢獲的鐮刀
及 4 塊共重 1 公斤
的沉香木。
電話、證件及八達通等財物被劫去。但
有人意猶未盡，見兩名青年俊俏，竟毛
手毛腳非禮一番，始拔足逃去。
兩名受害青年不甘受辱和財物損失報
警，警方到場調查，兩人無表面傷，拒
絕到醫院檢查。警員根據兩人提供匪徒
形貌資料，在附近街頭兜截，未幾發現
3 名南亞裔可疑青年蹤影，盤查後以涉
嫌行劫、非禮及襲擊等罪名將 3 人拘
捕，案件交由油尖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七
隊跟進。

■警方與
消防員在
9 號貨櫃
碼頭工人
被 「 塔
機」輾斃
現 場 調
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青衣九號貨櫃碼頭昨
午發生奪命工業意外。一名工人在碼頭岸邊為俗稱
「塔機」行軌巨型吊機維修時，「塔機」突然移動，
工人當場被輾斃。警方經調查後認為事件無可疑，列
為工業意外，交由勞工處跟進意外原因。
死者姓莫（59 歲），據悉他屬於貨櫃碼頭工程部外
判公司的機械維修工人，日常工作包括檢查及維修吊
機。
九號貨櫃碼頭位於青衣航運路，昨午約 2 時，莫與
另一名工友按照指示到碼頭岸邊，為高 130 英尺的 63
號行軌塔式起重機（俗稱塔機）進行維修保養，「塔
機」頂部控制室有一名吊機操作員。當莫為機件打雪
油(潤滑劑)時，不知是身處「塔機」頂的吊機操作員出
錯抑或發生故障，「塔機」突然移動，莫走避不及被
撞倒，繼而慘遭「塔機」的巨輪輾過重傷，在場工友
連忙報警，惟救護員到場證實他已明顯死亡，毋須送
院。
現代貨櫃碼頭回應表示，對有工人意外死亡表示惋惜，
死者是外判公司員工，其公司已聯絡家屬提供協助；「塔
機」的機手則是碼頭公司的職員，有20多年操作經驗。
涉事「塔機」在月中曾進行檢查，而意外發生時，工人
仍未開始工作，事件現已交由警方調查。

同一公司月內第二宗奪命意外
香港碼頭貨櫃業總工會主席蘇柏燦指，這是一個月
內第二宗屬同一公司的貨櫃碼頭發生的奪命意外；上
一宗是一輛操作剷車拉纜的工人連人帶剷車跌落海死
亡。工會強烈要求公司注意工人安全。此外，該會正
設法與死者家人聯絡，提供協助。

林健忠勝訴 研向蘇國雄索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商人林健忠於 2012 年 9
月底遭 11 名新加坡投資者入稟追討 1,600 萬元，林在
同年 10 月入稟高等法院反擊，指其中一名新加坡投資
者蘇國雄 Soh Kok Hiong 在 2012 年 7 月三度向浸會大
學及公開大學發電郵誹謗他，要求法庭頒令禁制對方
有關言論，並要求對方在法庭公開道歉及賠償損失。
高等法院已於 5 月 14 日判林健忠勝訴，被告蘇國雄須
賠償林健忠損失。林健忠表示，正與大律師研究賠償
金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