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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修讀中文大學公
共衛生碩士課程的男生，於本年1月16日在中大
圖書館向一名女學生訛稱修讀心理學系，邀請對
方做「探討女性對奇怪行為的心理反應」實驗。
男生涉躺在地上捉對方雙腳，放在自己肚皮及胸
口位置上下移動，再隔着黑絲襪親吻對方腳板
底。事後他舉出「破窗理論」作解釋，並着她不
要向其他人透露曾參與此項實驗，以免影響實驗
結果。女生翌日感可疑，向學校的防止性騷擾委
員會投訴並報警。
27歲被告尹浩洋否認一項非禮罪，昨在沙田裁

判法院受審。裁判官裁定表面證供成立，被告選
擇不出庭自辯，案件押後至本月29日續審。

隔黑絲吻腳稱實驗
中大生非禮表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深水
埗昨凌晨發生懷疑「扮撞車再斬人」事
件，一名中年漢駕駛一輛價值逾300萬
元名貴平治鷗翼式車門跑車，載同女友
人在荔枝角道遇紅燈停車時，突遭七人
車碰撞車尾，中年漢落車了解期間，被
4名「蒙面刀煞」斬傷。涉案七人車稍
後在元朗被縱火焚毀。警方正調查兇徒
傷人動機，以及事件是否涉及尋仇。
傷者姓曾，49歲，頭及手腳中多刀，

由24歲姓顏女友陪同送院，情況「穩
定」，而在傷者入院不久，有逾10名大
漢趕到醫院了解情況。事主所駕平治
SLS AMG單門跑車，於2011年初新車
落地時價值逾300萬元，登記車主是一
名女子，報住天水圍居屋。
事發昨凌晨零時許，曾駕駛該輛跑車
載同姓顏女友人，在深水埗沿荔枝角道
往旺角，途至界限街路口因應交通燈號
停在中線，其間突被一輛七人車從後撞
車尾。曾不虞有詐，下車視察情況，但
七人車上跳下4名以口罩蒙面的刀手，
揮刀向曾追斬，曾見狀大驚逃走，但終
被刀手追及亂刀斬傷，眾刀手逞兇後折
返七人車絕塵而去。曾身中多刀受傷，
由女友報警陪同送院。警方列作「傷
人」案，相信行兇者是蓄意製造交通意
外騙事主落車行兇，正調查事件是否涉
及尋仇。

涉案七人車被縱火焚毀
而事隔數十分鐘，至凌晨1時38分，一輛被拆

走車牌的七人車在元朗大棠山路近荔枝園被縱火
嚴重焚毀，消防員調查後認為起火原因有可疑，
警方相信被焚七人車與深水埗傷人案有關，懷疑
行兇者燒車圖毀滅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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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九龍城警署昨晨發生警員墮樓事
件。一名疑有情緒病及墮樓前科當
值高級警員，被發現身穿俗稱「蛤
乸衣」的工作服，在警署內由高處
墮樓重傷，他事後報稱是意外墮
樓，警方列作「有人從高處墮下」
處理，正調查事件原因。

有墮樓前科 證實患抑鬱
墮樓重傷高級警員姓宋，44歲，
花名「一休」。據悉有人於2007年6
月亦曾在油麻地廟街意外墮樓，滿身
披血，他一度報稱遭仇家追斬而爬牆
跳樓，惟警方調查後認為案件疑點重
重，不排除有人患上情緒病。
當差逾20年的宋曾駐守西九龍總

部衝鋒隊、油麻地警署巡邏小隊及

九龍城分區巡邏小隊。消息稱，宋
自2007年墮樓受傷後，由於被證實
患有抑鬱症，在康復出院後，警隊
經評估安排他在九龍城警署負責車
務工作，毋須佩槍。
事發昨晨8時36分，一名身穿

「蛤乸衣」工作服警員，被發現由
警署高處跌落旁邊一個地盤內頭部
重傷，救護車接報到場將其送院搶
救。現場消息稱傷者疑由警署4樓
墮下，送院時聲稱在天台意外墮
樓。
消息稱，「一休」復職以來一直

在警署負責車務，與同事相處融洽，
亦有定期覆診。警隊待其康復後，會
再評詁其精神狀況再決定日後工作安
排。資料顯示，近13個月以來曾發
生6宗在職警員自殺事件。

疑有情緒病「蛤乸衣」警差館墮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元朗宏
樂街昨晨發生奪命車禍。一名六旬食肆送
外賣員工踏乘單車上班時，意外被一輛輕
型貨車撞至飛彈20米外慘死。
死者姓余，62歲，與5年前由內地來港
定居妻子同住元朗，夫婦有兩名成年子
女，但兩人在兩年前來定居後，因不適應
香港生活已返回中山。余任職的食肆位於
元朗水車館街，店東主黃先生表示他與余
伯相識已六七年，對方本是其食肆熟客，
年前才受僱騎單車送外賣，每朝工作至下
午1時。黃形容余伯勤力負責，從不無故
「失蹤」。此外，余伯每日下午會在屏會
街一菜檔兼職推車送菜。黃對余不幸身亡
深感哀傷，受訪時多番嘆息，雙眼暗泛淚光。
事發昨晨約8時，當時余騎單車準備往食肆上

班，途至朗業路近宏業街時，被一輛由31歲姓
鄧司機駕駛、沿朗業路往上水方向駛至的貨車

撞倒，當場人仰車翻彈到20米外倒地，頭部重
傷昏迷，送院延至上午8時21分不治，肇事貨
車司機事後在現場協助警方調查。警方呼籲目
擊者致電3661 3800與調查人員聯絡提供資
料。

元朗外賣伯被撞飛20米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首被告周
凱亮曾向警方披露，次被告謝臻麒一度計劃
將死屍肉斬件，扮作棄置的「叉燒飯」，周
的小學好友供稱，周指自己最後未有實行計
劃。惟控方兩名證人昨證實在大角咀案發現
場，檢獲多件懷疑相關物品，包括逾600個
白色發泡膠飯盒，及在兩個雪櫃內發現6個
裝有懷疑人體肉碎的飯盒。
周凱亮於去年被警方拘捕後，透露友人謝

臻麒計劃待死者的身體冷卻後，便將死屍肉
斬件放入飯盒內，加入白飯，扮作沒人買的
「叉燒飯」棄於垃圾桶。
科學鑑證主任麥宗熊昨日作供時表示，他

在案發單位的其中一房間內，發現兩個用膠
紙封好的雪櫃，其中東芝雪櫃的上層冷藏隔
中，放有兩個裝有懷疑是人體肉碎的白色飯
盒，另外一部日立雪櫃的上下兩層，則藏有
各兩盒盛載細小人體肉碎的飯盒，所有飯盒
均放在毛巾上。
他續說，放在雪櫃上的兩部微波爐中發現

黃色油跡，有可能曾處理人體殘骸。案發單
位內也有多件懷疑與製作「叉燒飯」有關的
物品，檢取證物的警察吳邦明證實曾檢走逾
600個白色發泡膠飯盒、4個電飯煲，兩個金
屬煲及兩個電磁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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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角咀弒雙親碎屍案昨於高等法院
續訊，死者殘肢相片昨日首度曝光。

次被告謝臻麒的代表律師向法庭申請，批准陪審團觀看兩
張膠袋內有殘肢照片，以感受現場打開膠袋時發現殘肢的
震撼，並形容照片「令人相當震驚」，坦言害怕陪審團看
畢感難受。照片清晰可見黑色膠袋內布滿死者的手腳殘
肢，互相交疊，並看到殘肢上的人肉有腐爛跡象。
科學鑑證主任麥宗熊昨日繼續作供。次被告謝臻麒的代
表律師在盤問開始前，向法庭申請讓陪審團觀看兩張人體
殘肢照，獲法官批准。鑑證人員及警方於大角咀兇案現場
搜出3個裝有人體殘肢的黑色膠袋，證人麥宗熊確認照片
中是其中一袋裝有殘肢的黑色膠袋。
照片可見，黑色膠袋內有七八件人體殘肢，以及多包防

臭劑。部分殘肢皮膚向外翻並呈灰黑色，有腐爛跡象，並
清楚看到人骨，但未有血淋淋的畫面出現。6名陪審員看
畢照片均表現冷靜。

法醫：料兇手需多個小時肢解
控方傳召另一證人，法醫傅家聰作供。傅家聰說，單看

殘肢，其切割方法並不專業。如要像本案肢體屍體，應要
具備一定的解剖知識，例如知道人體哪一個部分最易切
開，方可完成整個肢解過程，就算懂得生物學的知識亦不
足夠，但他稱從網上或教科書均可得知有關知識。
傅又稱，他雖擁解剖知識，但都不能於短時間內肢解兩

具屍體，估計「外行人」應需多個小時方可完成。主控又

呈上多把於兇案現場撿獲的刀予傅觀看，他認為全部均有
可能為襲擊死者及用作肢解的工具。

難憑殘肢推斷死亡時間
傅續說，難以憑檢獲的殘肢推斷死亡時間及死因，因屍

體曾被鹽醃及冷藏過，只能單靠環境證供作推測，同意案
發日期或為去年的3月1日。
控方另呈遞一份於案發單位檢獲的文件，內裡顯示一名

體重70公斤的人體血液，需要使用50毫升的針筒，並抽血
100次，方能將整個人體「放血」，傅法醫看畢後同意此
文件的假設。早前控方於開案陳詞中曾透露，首被告周凱
亮向警方表示，曾與次被告想過殺害兩名死者後「放
血」，但最終未有實行。

首被告怨父母禁帶女友回家
法院在下午控方傳召首被告友人吳小南出庭作供，吳稱與

首被告因打機認識，2人都有到太子一間遊戲機中心玩「鐵
拳」，但否認與對方為「好朋友」，只稱兩人關係「朋友
囉，一般啦」。吳稱，首被告數度提出搬屋自住，並向他詢
問租屋事宜，曾透露因父母不准他帶女朋友回家，阻礙他結
識女朋友，亦希望自己「靜吓」。其後首被告約於2012年
年尾，便向吳表示在大角咀以千多元租用一個單位。
首被告周凱亮（29歲），以及次被告謝臻麒（35歲），
被控於2013年3月1日，在香港殺死周榮基（65歲）與蕭
月兒（62歲），兩人否認兩項謀殺控罪。 ■記者 杜法祖

兩張殘肢相曝光 陪審團「冷眼旁觀」

台淡水無情火 港生客死異鄉
到同學家留宿遇難 疑電視機漏電被困

據新北市府消防局表示，19歲的倫姓香港學生送醫時臉部熏
黑，上半身約一成皮膚灼傷，已經沒有呼吸心跳，緊急送往

淡水馬偕醫院急救，但延至下午宣告不治。
警方透露，已經通知學校教官轉告其香港親屬，並將查明死因。
香港入境處表示，已接獲其家屬求助，並透過香港駐台灣經濟貿易
文化辦事處跟進，及按家屬意願提供可行協助。當局會繼續與經貿
文辦及家屬保持密切聯繫，跟進事件。

另兩人受傷送院
是次火警也造成黃姓學生吸入性嗆傷，林姓男子（20歲）吸入性
輕微嗆傷，其中黃傷勢較嚴重，送往台北市榮民總醫院，兩人都沒
有生命危險。其中黃與倫相當老友，驚悉噩耗後情緒悲傷，校方已
安排教官到醫院作輔導。

死者「文武雙全」
客死異鄉的港生倫啟瀚曾就讀於香港的九龍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中學及小學。兩年前往台灣淡江大學讀土木工程系，暑期後便升讀
二年級。倫可謂「文武雙全」，他喜愛寫作，部分作品上於網上優
秀文章展廊上展出。同時他又活潑好動，尤愛水上活動。另外他又

是校內活躍分子，積極參與學生組織，且正競選土木系學會副會長
一職。熟悉的同學均讚揚他活潑開朗，人緣甚佳，對其不幸均表惋
惜。

因參與校內活動留台
現場為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一幢15樓高的社區大樓，鄰近淡江

大學，該大樓設有多間小套房，住客多為淡江大學學生，倫亦租住
上址10樓一單位。大學生近日雖放暑假，但倫因要參與校內活動
而留台，事發前當晚倫到15樓肇事單位找學友聊天，並通宵留宿
卻遭遇不幸。
昨早11時許，該單位的陽台發生火警，火警現場冒出濃煙，據

知當時單位內共有5名學生，均仍在夢鄉，消防隊接報立即前往搶
救，並疏散房客。消防局表示，火警於11時48分救熄，其間消防
在該單位共救出5人，都是淡江大學的學生。
據悉，被困火場時其他同學以濕衣物掩口鼻待救，但倫疑大慌

張，未有做好保護。至消防員進入火場救人時，發現他已倒臥地
面，沒有生命跡象，急送馬偕醫院時已經沒有呼吸心跳。消防表
示，火警現場浴室門框一片焦黑、炭化，初步懷疑是電視機電線起
火釀災，但仍要作現場鑑定，詳細起火原因待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台灣新北市淡水區淡江大學附近學生聚居的一幢社區大樓，昨日發生奪命火

警，一名在該大學讀土木工程系的香港學生，到樓上同學寓所留宿一晚，豈料早上疑因室內電視機漏電引發火

警，5名大學生睡夢中同被困火海，須消防破門救出，其中3人燒傷送院，當中倫姓港生昏迷送院後不治，客死

異鄉。其家人已趕赴淡水處理後事。當局調查後相信火警無可疑。

■港生倫啟瀚生前的照片。 網上圖片■事發現場一片熏黑。 網上圖片

■發生火警的學生社區大樓。 網上圖片

炳聯准許無抵押貸款 300萬未還
許仕仁涉貪案昨日續訊。新地旗
下忠誠財務前行政總裁區慕彰在作供

時稱，該公司向新地買家提供物業貸款，但一般很罕有
會提供「無抵押」貸款，除非由董事局成員推介，又披
露郭炳聯在2003年3月把許仕仁轉介給他，先後批出三
筆合共540萬元無抵押貸款，而第三筆300萬元貸款至今
仍未清還分毫。
新地旗下忠誠財務前行政總裁區慕彰昨日作供指，忠
誠財務業務是向新地買家提供物業貸款，一般很罕有會
提供「無抵押」貸款，除非由董事局成員，例如郭炳聯
等推介。2000年3月，郭炳聯發便箋給他，內容着他安
排無抵押貸款給許仕仁，且安排最優惠利率。他經正常
程序審查，當時許還提供印有積金局行政總監的卡片。
同月31日郭炳聯簽署批核，同日他把批核的90萬元無抵
押貸款信件親自交給許簽署。

第一筆未還清 再借第二次
區續說，該筆90萬元貸款，註明要於38個月後償還，
首3個月毋須還款。由2000年7月1日起第一期還款，至

2003年5月30日還清，涉及利息為12.3萬元。不過，許在
第一筆貸款都未有全數歸還前，即於2001年12月下旬又
提出第二次無抵押貸款150萬元申請，表明「用作個人投
資用途」。
他形容，許仕仁非一般客人，而是公眾人物，故他和下

屬都十分小心處理對方的貸款申請，結果郭炳聯同意批出該
貸款申請，並在2002年1月2日把貸款存入許名下銀行戶
口。該筆貸款分48個月償還，首12個月許只還利息，之後
3年每月連本帶利分期歸還，涉及總利息為19.8萬元。

曾六度申請延期還款
區續指，2002年2月24日許發信通知忠誠財務，指其個
人通訊地址更改為禮頓山第六座20A及B單位。他又透
露，2004年6月，許第三度申請短期貸款300萬元，今次
以許名下德福企業有限公司申請，指明「用作稅務計
劃」。他請示郭炳聯，郭於文件寫上「OK！」表明把文
件抄送給郭炳江參考，但貸款條款註明12個月僅須清還利
息，以便日後申請貸款延期才歸還本金。但有關無抵押貸
款曾六度被申請延期還款，截至現在都沒有分毫清還。

新地退休總會計潘俊燊昨日則供稱，新地旗下Employ-
ee Services Ltd. 讓新地僱員在該公司開立戶口，供僱員
存款及提款。郭炳江於2005年4月至6月底，先後由上述
公司私人帳目中，提取共1,380萬元存款，其中一張於4
月6日開出的500萬元現金支票，同日下午3時10分即被
存入許仕仁名下渣打銀行戶口。
他續說，郭炳江於2008年4月亦在同一個私人戶口提

取700萬元。潘指郭炳江從沒與他討論過為何要提取有關
款項。潘同意辯方指，新地財政年度截至為每年6月尾，
而稅務年度截止日期是3月尾，故新地於2008年4月及
11月兩度支付花紅給陳鉅源，其實屬於新地兩個不同的
財政年度。

炳湘質疑用1,660萬聘陳德霖兩年建議
另外，控方曾披露郭炳湘於2002年以手寫便箋，向郭

炳江質疑以新地旗下的啟德商業大廈兩年租金收入，作
為年薪聘請時任金管局副總裁陳德霖是否值得。潘俊燊
披露，啟德商業大廈於2000年至2002年間，兩年租金收
入為1,660萬餘元。 ■記者 杜法祖

弒親血案

■警員在元朗宏樂街送外賣老翁被撞死現場調查。

許仕仁案

■涉斬人案七人車遭縱火，疑行兇者燒車圖毀滅
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