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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書怨「唔長進」愧對家人 墮竹棚被困半句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深水埗一
對同居男女，疑因毒海浮沉多年不能自拔，
昨晨留下遺書給家人稱自己「唔長進」，然
後手牽手在汝州街所住大廈天台屋跳下，同
跌落大廈 2 樓外牆翻新工程竹棚被困，消防
員擾攘數十分鐘始先後將兩人救出，惟男死
女重傷命危。警方事後在兩人所住天台屋內
檢獲遺書及懷疑海洛英毒品，事件列作「藏
■男死者被救出時已奄奄一息。

毒」及「有人從高處墮下」處理，正調查兩
人墮樓原因。
死者姓林，43 歲，人稱「肥斌」。女傷者麥×
男珊，37
歲，在瑪嘉烈醫院留醫，情況危殆。據

悉，兩人同染有不良嗜好，在案發現場的汝州街 234
號10層高大廈天台一劏房同居。
一名認識死者及傷者的男子表示，兩人是同居關
係，在天台屋同居兩年多。兩星期前，人稱「肥斌」
男死者因為「啪針」流血不止入院，其間被驗出有腎
衰竭問題，剛在幾日前出院。

女毀棚跌平台 男遭竹枝插體
上址大廈早前進行翻新工程，外牆搭有竹棚及圍
網。事發昨晨 7 時 22 分，林、麥兩人懷疑手牽手自大
廈天台越過棚架跳下，雙雙跌落 2 樓平台對上一幅防
止墮物的棚架上，麥女壓毀棚架跌入平台，林則被困
在被壓毀棚架中，傳出巨響驚動49歲姓張住客報警。
由於兩人身處位置位於樓宇向後巷的平台，消防員接
報到場需在後巷爬梯上平台進行救援，擾攘半小時先將
女事主救出，但她已重傷昏迷，由救護員將她送往瑪嘉
烈醫院搶救。男事主被困在壓毀棚竹之上，且被豎起竹
枝插入體內，消防前後花了 45 分鐘才能將他救出，惟
他當時已奄奄一息，送入明愛醫院搶救後證實不治。

■發生男女手牽手跳樓大廈外牆正進行翻新工程。

■插入男死者體內的竹枝染上大量血漬。

■灣仔峽公園遭爆竊的小食亭
灣仔峽公園遭爆竊的小食亭。
。

▶小食亭鐵門 4
把鎖全被撬毀。

◀枱上遺下咖啡
空罐，疑是賊人
撬鎖後拿來解
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曾任香港大學文學
院院長、香港城市
大學專上學院高級
顧問的著名教授李
鍔 ， 涉 嫌 在 2007
年 至 2010 年 多 次
於咖啡室、酒吧及
城大辦公室內非禮
兩名曾與他工作的 ■城大前顧問李鍔涉多
女子，其中一女子 宗非禮案受審。
稱李鍔第一次只觸
碰她的大腿外側，其後幾次竟進展至撫摸腰
背、臀部，及意圖強吻嘴巴，似在不斷試探
她的底線。年逾七旬的李鍔否認全部 8 項非
禮罪，案件昨開審。
兩名事主昨均要求在屏風後作供，其中 X
稱心情非常緊張及壓力大，怕面對李會影響
作供情緒。事主 Y 則指在李面前不敢暢所欲
言，她將來希望繼續從事教育行業，怕李會
影響到她的求職。裁判官最後行使酌情權，
准許兩人在屏風後作供。
事主 X 供稱，李曾先後出任她工作的社區
學院執行校長及校董局主席，她與李在工作
上經常接觸，但從不談私事。對於李多次邀
請 X 到辦公室以外的地方談公事，她指以李
的作風來說「並不出奇」。

約酒店談公事 遭手背碰大腿

談及其中 3 次案發經過，X 在庭上落淚形
容，李在 2007 年第一次單獨邀請她到酒店咖
啡室談公事。其間李以手背輕輕觸碰 X 大腿
外側位置約五六下，X 立即縮開，但一分鐘後李又重
施故伎。X 在 2008 年離開該學院，至 2009 年再重回學
院工作。
同年 12 月，李提議到灣仔一酒吧談公事，其間他將
頭放在 X 的膊頭上，左手左右來回觸摸她的背部，又
慢慢掃向X的腰部。

酒杯放嘴邊 問「夠不夠錢用」
近一個月後，李再次約 X 到酒店酒吧，他指喝不完
他那杯白酒，要求 X 替他喝，遭 X 拒絕，但李將杯放
到 X 的嘴邊，又用另一隻手摸她的腰背及臀部。X 指
由於李是教育、學術界名人，她不敢開罪李，故勉強
喝酒。其間，李曾問 X「夠不夠錢用」。在酒店電梯
大堂，李將 X 拉向自己試圖強吻她，X 立即「擰轉
面」，李最終吻了她的臉頰。
現年 73 歲的李鍔在港大考獲榮譽文學士及文學碩
士，1968年獲倫敦大學哲學博士，1976年至1985年期
間出任香港大學文學院院長。他另曾出任澳洲國立大
學戰略及防衛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1995 年獲英國金
斯敦大學名譽教育博士，並轉任南昆士蘭大學副校長
（發展）。在1997年至2003年擔任職訓局執行幹事期
間，李曾被指用人唯親，濫用公帑揮霍。

警搜屋檢值7萬元海洛英
警方獲現場街坊提供資料，得悉墮樓男女同住上址
大廈天台屋，於是登樓入屋調查，檢獲兩封遺書及約
100克懷疑黑市價約值7萬元的海洛英毒品。
據悉，遺書相信是由兩名事主寫給家人，內容大意
提及「你哋養到我咁大個……我唔長進……」有愧對
家人之意。 警方初步調查相信兩人一同從現場大廈天
台墮下，男死者確實死因有待驗屍確定，深水埗警區
重案組第三隊正跟進調查兩名事主輕生原因。
深水埗分區助理指揮官（刑事）孫雪英警司晚上在
現場表示，男女死者均染有毒癮，男死者疑因長期在
腳部靜脈「啪針」致一腳接近殘廢，相信兩人因感懷
身世一同自殺，幸女事主雖然重傷，但並無性命之
虞。警方已聯絡上死、傷者的家人了解情況。

李鍔非禮案 婦稱遭摸臀強吻

毒鴛鴦攜手跳樓男死女危

港聞拼盤

■女住客表示，梯間常有人「啪
針」，她晚上都避免外出。

■重案組探員檢走一袋證物，當中包括墮樓男女的遺書。

剪小食亭 4 鎖 怪賊盜幾十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繼港島黃
泥涌水塘公園小食亭個半月四度遭爆竊後，
半山灣仔峽公園小食亭兩個月來亦兩度失
竊。賊人剪爛小食亭大門 4 把鎖後，僅能盜
走數十元「銀頭」。小食亭東主對賊人捨易
取難感到莫名其妙，「捲閘得一把鎖唔爆，
要爆道門四把鎖？」
遇竊灣仔峽公園小食亭位於半山甘道，附
近便是警察博物館。小食亭設有一道鐵門，
門旁是開放式售賣窗口。
東主表示兩個月前深夜曾遭賊人光顧，當時
賊人剪去大門兩把鎖進入，損失數千元。店東
事後惟有將鎖加至四把，其中新加的兩把更是
「靚鎖」，難以剪開，但開放式售賣窗口在收
舖後則落捲閘，一直只有一把鎖頭。

枱遺咖啡空罐 疑因撬鎖解渴
昨晨 9 時，店東返回小食亭開檔，發現再
次遭人爆竊，只好報警。警方到場發現其中
兩把鎖被剪爛，至於兩把新加的「靚鎖」雖

完好，但賊人卻剪開連接門及鎖頭的鐵片。
經點算發現僅損失約數十元「銀頭」。而售
賣窗口的枱上卻遺下一個咖啡空罐，懷疑是
賊人在炎熱中大費周章撬鎖致口渴，順手拿
取罐裝咖啡享用。
店東沒想到再次遭人爆竊，將考慮加設閉
路電視鏡頭防盜，但他不明賊人為何捨易取
難：「為什麼捲閘得一把鎖唔爆，要爆門上
4把鎖？」由於小食亭租約期至7月，店東暫
未決定是否續約。
此外，針對近期跑馬地、灣仔一帶爆竊案
頻仍，警方加強巡邏。前晚近 7 時，有巡警
發現兩名均 28 歲可疑內地男子，在黃泥涌峽
道公園形跡可疑，截查後發現兩人均身懷爆
竊工具，相信有人垂涎公園小食亭的錢箱，
於是將兩人拘捕，並將其背包內檢獲兩個口
罩、兩支螺絲批及兩對手套等。兩人涉嫌
「外出時藏有盜竊工具」被扣查，灣仔警區
刑事調查隊三隊正跟進調查兩人是否與近期
連串公園小食亭失竊案有關。

綜援翁殺妻案 家屬認屍哀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黃大仙橫頭磡邨前日
發生夫婦疑因綜援金分配不均而起的謀殺案，案中 7
旬老婦慘遭相處數十年老伴亂鎚扑死，死者家屬昨晨
到沙田富山殮房認屍，神情哀傷。
案中疑兇 76 歲姓胡狠夫因涉嫌謀殺，昨日仍被警方
扣查；女死者姓黎、78歲，頭部有6個至7個疑被鐵鎚
襲擊造成的傷口，法醫官今日剖屍確定其死因。昨晨9
時許，黎 6 名男女家屬到沙田富山殮房認屍時，神情
哀傷，逗留2小時後沉默離開。

平日表現恩愛 常結伴外出
案發現場為橫頭磡邨宏祖樓 14 樓一單位，據鄰居黃
伯表示，死者夫婦入住上址 10 多年，平日表現恩愛，
更常結伴外出，間中亦見他們的子女前來探望兩老。
黃伯又指過去甚少聽到他們吵架：「大家都是街坊，
好難過！」

私家車撞壆「反肚」4人浴血

電話騙徒呃30萬 婦跌坐路邊痛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中年婦人昨
接獲來電，對方聲稱其子身陷險境，要求婦人將
30 萬元現金放在銅鑼灣一間酒店外的大花盆始能
解救。婦人憂心愛兒安危未有查證便照辦，當得
知遇騙損失慘重後，當場跌坐酒店門外痛哭，引
起酒店職員注意報警揭發事件。警方到場時騙徒
早已逃之夭夭，暫列作「詐騙」案跟進。

誤兒遭挾持 未求證即提款
受害婦人姓陳、57歲，據悉她昨晨接到一個陌生
人來電，指其子被挾持，要求30萬港元現金贖款，
並且不能報警及聯絡任何人，否則兒子性命難保。
婦人聞言嚇至面無血色，立即趕至銀行提取30多萬
元現款，再按照對方指示，將錢包妥再放於銅鑼灣
怡和街88號一間酒店對開路邊的大型花盆中。
婦人將錢放下後即依指示離去，惟陌生人於昨
午12時許再次來電，指要「加碼」至50萬元。她
此時才醒覺事情有異，立即聯繫兒子得知他安
全，並無被人挾持，始知自己已上當受騙，立即
折返酒店外路邊的大花盆，發覺該包現金已不翼
而飛。她痛失巨款當場跌坐地上痛哭，上址酒店
有職員見狀上前安慰了解情況，始知婦人遇上電
話騙徒，於是代為報警。由於婦人不停痛哭，傷
心過度致不適，須送院檢驗。

■私家車在康莊道失事撞壆四輪朝天
私家車在康莊道失事撞壆四輪朝天。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輛載有 4 男女私家
車，昨凌晨 2 時 26 分在紅磡沿康莊道南行，途至通往
港鐵紅磡站順風道橋口，突失控撞向分岔口石壆，繼
而翻側四輪朝天，車上 4 人全部浴血，其中司機負傷
爬出車外待援，但 3 名女乘客被困，由馳至消防員逐
一救出，4人同送院治理。
肇事司機姓陳(21歲)，頸、眼、胸口及膝蓋受傷，他
事後通過警方酒精呼氣測試；3 名女乘客其中 21 歲女
子眼、手腳受傷及身體痛；39 歲女子則眼部受傷、頭
及頸痛；41歲女子則前額、鼻及右腳受傷。

法團申禁令 支聯延入誓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支聯會在尖沙咀開設
的六四紀念館，早前被大廈業主立案法團指控涉嫌違
反大廈公契，聲稱根據公契，大廈 4 樓至 17 樓單位皆
不可用作紀念館及展覽館用途，而紀念館則位於 5
樓。法團正式採取法律行動，申請禁制令禁止支聯會
在上址開設紀念館，並索取賠償。六四紀念館昨向高
院申請延遲多28日入誓章，獲法庭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