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4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汪 洋 2014年8月20日（星期三）

8月19日(第14/096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8月21日

頭獎：無人中
二獎：$497,780 （4注中）
三獎：$119,310 （44.5注中）
多寶：$15,14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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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政務司司長許仕
仁涉貪案昨續審，廉

署執行處助理處長余振昌供稱，大富豪
夜總會創辦人羅焯2005年支付許仕仁的
300萬元，是許介紹羅成功向中信銀行
（國際）取得 5.5 億元貸款所得的佣
金。

廉署執行處助理處長作供
應控方傳召出庭作供的廉署執行處助
理處長余振昌，他於2009年4月開始調
查本案，當時是首席調查主任，他是於
2009年12月22日及2011年11月14日
向許仕仁錄取口供，以及分別在前年3
月19日及29日拘捕第四被告陳鉅源及
第二被告郭炳江。
代表許仕仁的大律師蔡維邦盤問時向
余指出，許仕仁於2005年6月21日收到
羅焯以本票支付的300萬元款項，之後
余指示下屬進行調查，會見羅焯、其下
屬簡志強及中信銀行（國際）職員簡應
添，結果得悉該300萬元是因許協助羅
成功向中信銀行（國際）取得5.5億元
貸款的酬勞。余同意他指該300萬元是
許的佣金或介紹酬金。
此外，廉署調查主任甘穎鏘作供時，
遭郭炳江的英國御用大狀Clare Mont-
gomery質疑廉署沒有將部分檢獲文件列
作呈堂證供。 ■記者 杜法祖

許仕仁案 勸團友勿丟煙頭 女導遊遭「叉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紅
磡民樂街及長沙灣永康街，昨先後
發生兩宗涉及內地遊客與本地導遊
衝突事件，一對男女導遊疑好心提
醒兩名內地遊客不要隨街丟煙頭及
在室內吸煙，詎料好心之舉卻召來
「恩將仇報」，結果女導遊遭人
「叉頸」受傷送院，1名涉案的內地

男遊客被捕，另一名同被推撞的男
導遊事後接受動粗團友道歉，最終
和解了事。旅遊業議會強烈譴責任
何暴力事件，促請警方嚴肅處理。
首宗發生在紅磡民樂街，昨晨9

時許，一名蔣姓（42歲）女導遊帶
同一團內地客在上址一間珠寶店購
物，其間一名馬姓（32歲）男團
友，疑在店外亂丟煙頭，女導遊遂
好言相勸，詎料有人並不領情，情
緒激動之下，突向女導遊「叉頸」
施襲，在場人士報警。

男團友涉襲擊被捕
警員到場經調查後，以涉嫌「襲

擊」罪名將該名男團友拘捕帶署扣
查，至於被「叉頸」的蔣姓女導
遊，因感到不適，需送院檢查。
惟有現場消息指，其實兩人早前

已因購物問題起爭端，不排除「煙
頭事件」只是購物爭端的延續。受
傷女導遊任職的高盛假期張姓女經
理強調，襲擊事件是因吸煙問題導
致。又稱，公司有指引着導遊須在
旅客入境時講解簡要的本港法例，
包括室內不許吸煙、不能亂拋垃圾

等，但內地客很多時都當「耳邊
風」。

勸團友勿室內吸煙亦出事
另一名許姓(31歲)男導遊，昨晨9

時許帶同一個內地團到達長沙灣永
康街一間店舖購物時，因勸告一名
38歲內地男團友勿在室內吸煙，結
果竟遭惡言相向及推撞，隨團男領
隊企圖了解亦被推開並發生拉扯，
結果驚動警員到場，由於男導遊接
受男團友道歉，最終和解，警方僅
作「糾紛」處理，無人被捕。
本地導遊遭內地團友毆打事件時

有發生，上月25日亦有一名本地女
導遊遭一名內地男團友箍頸，男團
友最終被法庭判罰款1,500元。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強烈譴

責任何暴力，並十分關注近期多宗
導遊被團友襲擊事件，促請警方嚴
肅處理，並會向國家旅遊局反映事
件。而主席胡兆英昨日出席活動後
表示，對施襲者作嚴厲譴責，並指
稍後會相約保安局有關部門表達前
線導遊的擔憂，以及如何更有效協
助導遊處理同類情況。

■在長沙灣環薈中心疑因煙頭問題
向導遊動粗的內地團友被人勸開。

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年僅15歲少
年，昨午夜步經九龍灣啟業邨對開，突遭3名駕駛
私家車的蒙面刀手施襲，刀手如同黑社會執行「家
法」般，集中狂砍事主的手腳，逞兇後再跳上私家
車逃去，傷者疑被斬斷腳部大動脈，一度大量流
血，經送醫院搶救後，目前情況危殆，警方正追查
事件是否涉及黑幫糾爭，暫時無人被捕。
遇襲命危男少年鄭×勤（15歲），手、腳及背

部中刀，現在伊利沙伯醫院深切治療病房留醫，
情況危殆。警方正設法了解傷者的背景外，同時
追緝3名年約20歲，以口罩蒙面的刀手歸案。
案發在宏照道啟業邨啟賢樓對開行車通道出入

口，昨午夜0時45分，鄭與友經過上址，突有一
輛私家車急速駛至停下，旋即跳下3名以口罩蒙
面，手持牛肉刀的男子，不由分說向鄭施襲，且
集中砍其手腳，刀手逞兇後，立即折返同一輛私

家車逃去無蹤。由於事主身中多刀，更疑被砍斷
腳部大動脈，血流如注，同行友人慌忙報警求
助。

專劈手腳 疑黑幫執行家法
警員到場迅召來救護車將傷者送院救治外，又

在附近兜截涉案私家車及刀手，惜無發現。由於
行兇者主要集中斬傷事主的手腳，手法如同黑社
會執行「家法」，警方將調查事件是否涉及黑幫
糾爭，案件交由秀茂坪刑事調查隊列作傷人案跟
進。

3刀煞當街狂斬 15歲少年命危

■在啟業邨遇伏被3刀手斬傷
手腳命危15歲少年。

伊波拉「無藥醫」港多仔丸頂檔
試驗中新藥拒供港 乳癌藥亦擬用作抑制病毒

西非伊波拉疫情仍未受控，袁國勇表示，外國藥廠因優先將
疫苗及藥物運到非洲，所以暫時不會供港。本港目前沒有

藥物治療伊波拉病毒，若出現病例，將會是一大難題。因此，
袁國勇表示如本港出現伊波拉輸入個案或有醫護人員受感染，
中心會考慮用治療不育的「多仔丸」或治療乳癌的「雌性賀爾
蒙受體抑制劑」抑制伊波拉病毒。
俗稱「多仔丸」的克羅米芬及雌性賀爾蒙受體抑制劑曾以老鼠

作測試，結果發現有效阻止病毒進入細胞，但未肯定於人體是否
有同樣效果。袁國勇稱：「所有病毒都要依賴細胞胞膜才能進入
細胞，而雌性賀爾蒙受體抑制劑則有效干擾病毒進入細胞。」

袁國勇：副作用不大 安全性高
袁國勇又指，該兩款藥物過往一直有病人服用，其副作用不

大及安全性高，「使用此抑制劑治療乳癌的病人，即使使用高
劑量，也沒有太大的副作用，有些人只會感到噁心及頭暈，但
屆時也要待醫學道德委員會批准及獲病人同意後才可以使

用。」
而為了保護醫護人員免受伊波拉病毒感染，袁國勇表示他們

均需穿上保護衣物，「每當醫護人員穿着保護衣物時，都會有
人從旁指導，以防因穿着錯誤而失去保護作用。而最危險就是
卸除保護衣物的時候，一旦次序錯誤，便有可能接觸到病毒，
所以同樣需要有人從旁監察。」

兩紅會人員西非返港將受監察
另外，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梁挺雄表示，伊波拉在本港爆發的

風險仍然較低，4個有病例的非洲國家都沒有直航機到港。他
指，入境處已在各個口岸作出廣播，提醒旅客防範伊波拉病
毒，同時會加強在口岸監察懷疑個案，以便盡早發現及隔離。
梁挺雄又稱，紅十字會兩名在西非的工作人員只於當地負責

健康教育及心理輔導，並沒有直接接觸伊波拉病人。兩名人員
將於本周返港，梁挺雄指，屆時會有工作人員到機場了解他們
的狀況，並安排他們接受21日的醫學監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
妍）衛生防護中心轄下的新發現
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下稱
科學委員會)昨討論本港若出現
伊波拉病例的應對措施。科學委
員會主席袁國勇表示，外國藥廠
暫不願意將試驗中的新藥輸港，
若本港一旦發現感染個案，或會
試用治療不育或乳癌的現有藥物
阻止病毒進入細胞，以抑制伊波
拉病毒。但袁國勇強調，有關藥
物未知是否真的可以治病。

■衛生防護中心科學委員會主席袁國勇（左）表示，外國
藥廠暫不願意將試驗中的新藥輸港。 葉佩妍 攝

鄰居指尼青友善
震驚爆弒母慘劇

獸父姦11歲繼女重囚13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中年無業漢，兩度強
姦同居女友的11歲女兒，早前於高等法院被裁定兩項
強姦罪成。法官昨指出女事主被侵犯後曾多次自殘，
「回家」二字只令她想起「被性侵」，更指繼父其實
侵犯她逾30次，並由於害怕成為未婚媽媽，升小六時
已經要閱讀有關避孕的書籍。

官斥被告「搞散頭家」
法官斥責被告令女事主家庭分裂，行為令人齒冷，

重判他監禁13年。
現年50歲被裁定兩項強姦罪成，即2011年1月至

2012年11月在家中侵犯現年14歲女事主。被告自稱
曾與30名女子發生關係，有過四段婚姻，第四段婚姻
更發生在與事主母親同居期間，並承認有時會召妓，
但強調自己並非淫亂。他與事主母親同居是出於實際
需要，想有人替他照顧兒子。
報告顯示被告沒有性沉溺及特殊性癖好，但形容他

性格自私、自我中心及不負責任。而事主的創傷報告
亦顯示她母親不成熟，無法照顧子女，因此事主要身
兼母職照顧弟妹。母親曾撞破她被繼父強姦卻無動於
衷，事主向她投訴遭性侵時，母更不信任她，最後事
主在男友鼓勵下才報警揭發事件。
法官透露，事主被侵犯後會割腕自殘及飲酒逃避，

更需要服用安眠藥方可入睡。被告性侵她後曾恐嚇若
張揚出去等於破壞家庭現狀，法官指偏偏被告的罪行
令到事主家庭分裂，令事主失去安全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荃灣一個尼泊爾籍家庭
前日發生的弒母及傷人案，涉案繼子逃匿17小時後，前晚
終在屯門公路油柑頭段附近落網，警方正追查案件動機，
另被斬傷的女同鄉仍在瑪嘉烈醫院留院，情況穩定。
死者的丈夫昨晨在同鄉陪同及探員安排下到葵涌公

眾殮房認屍，神情哀傷。至於兇案現場昨已解封，但
無人應門，望入屋內仍清晰可見牆身留有大量血迹，
鄰居指疑兇平日為人友善，不覺他有精神問題，對慘
劇感到震驚及難以置信。
被捕尼泊爾籍疑兇Limbu（林寶）、21歲，昨仍被

通宵扣留在荃灣警署，警方需安排尼泊爾翻譯為其錄
取口供，稍後或會落案控以有關謀殺及傷人罪名。
任職地盤，患有情緒及精神問題的Limbu，前日凌
晨6時15分突在荃灣川龍街仁愛大廈的寓所亂刀砍死
42歲繼母，並斬傷42歲的女同鄉後逃離現場，警員到
場證實女事主的頭顱與身體分離，身首異處，死狀恐
怖。荃灣重案組探員事後在現場檢走多達3把兇刀化
驗，並透過傳媒發布疑兇兩幀圖片通緝，呼籲市民發
現疑似疑兇的蹤影，應提高警覺及立即報警。

的哥報案警陸空布網拘兇
前晚約8時，警方接獲一名姓余的士司機報告，指

在清晨6時35分左右在荃灣西鐵站接載一名南亞裔男
子以簡單語說往屯門，當的士沿屯門公路駛至油柑頭
段，對方以刀指嚇要求停車，隨後遞上200元車資並
往山邊逃去。
警方懷疑該名男子是案中疑兇，立即調派機動部
隊、衝鋒隊等共逾百名警員到場搜索，飛行服務隊亦
奉召派出一架直升機到場協助空中照明，另又出動追
蹤犬協助，及經陸空搜索至深夜11時許，距離案發後
約17小時，警員終在附近發現疑兇將其拘捕。
兇案現場昨已解封，但房門深鎖，門口仍有小量血

迹，屋內更見牆身血迹斑斑，十分恐怖。據鄰居表
示，平日疑兇為人友善，不覺他有精神問題，亦未聞
單位傳出爭拗聲，因而對事件感到震驚及難以置信。

夥友弒父傷母案 逆子否認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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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八鄉弒父傷母案，被告母
親及女鄰居出庭作供同形容被
告霍立賢為「乖仔」。母稱兒
子於學校及家中均行為良好，
一家相處和睦，父子之間亦只
試過一次因學業問題吵架。母
憶起案發前一星期，兒子與女
友分手，她曾詢問兒子情況，
對方只稱「OK」。被告於犯人
欄內聽到母作供忍不住飲泣，
母作供時亦雙眼通紅。

憶子案發前失戀
辯方律師問到有否感到兒子

於案發前有異樣，母稱案發前
某日，曾聽到兒子在天台講電
話，似乎與其他人在吵架，但

聽不到實際對話，追問下兒子
亦未有回答。她曾問及兒子分
手心情，對方只說「OK」及已
經放下情傷。當母講及兒子分
手一事，被告即於犯人欄內大
聲抽泣，更需懲教署人員遞上
紙巾。
母作供完畢後未有即時離

開，卻以紙巾拭淚，並凝視於
犯人欄內的兒子，兒子亦目送
她離開。法官也勉勵母要好好
生活下去。
鄰居黃麗芳庭作供稱，案發日

凌晨聽見有傢俬碰撞聲，又聽見
男死者霍禮池大叫「黐咗線」、
「報警」，而及被告母親 Fok
Irene G 在哭，因而報警。黃又
形容被告是「乖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元朗八
鄉去年發生子弒父傷母案。19歲青年聯同
男友人乘父母熟睡，身穿日本劍道服、戴
上頭套，手持長刀欲刺向雙親稱為拯救世
界，父在受襲時曾向子求救，惟子當時只
緊捉其母，讓母遭友人刀刺，父終死在亂
刀之下，母身中多刀受傷不死。青年昨否
認謀殺及企圖謀殺罪案件開審。
涉弒父傷母中菲混血兒霍立賢現年20
歲，否認去年3月16日謀殺父親霍禮池（50
歲），及企圖謀殺菲籍母親Fok Irene G
（40歲）；案中另一被告陳明天（20歲）
則承認謀殺霍禮池，原面對的一項企圖謀殺
罪則留在法庭存檔，還柙至審訊完畢。
母親Fok Irene G昨出庭指證親兒時強
忍淚水，離庭時更忍不住望向身處犯人欄
的兒子才離去，其子在犯人欄中只一面平
靜地聽母親憶述險被殺害經過。她供稱，
其夫曾是英國軍人，於1991年在菲律賓相
識，翌年結婚。她在1993年來港定居，並
在1994年誕下被告，3人同住元朗橫台山
散村一村屋，同睡一房，她指那是一個和
諧的家庭。

母：夫曾向兒子呼救
案發前一晚，她發現兒子有別於平日，
很早便上床睡覺。翌日凌晨，她在睡夢中

被嘈醒，醒來赫見一名戴着頭套、身穿劍
道服的男子在她上面，後憑身形認出是她
的兒子。她憶述其子手持一把刀刺向她，
她及時徒手捉住刀鋒中間把刀奪去，其子
卻緊按其膊頭於床上，她向兒子發問「什
麼事？」卻得不到回應。其間她見夫遭次
被告用刀刺，其夫醒來呼問「發生咩
事？」圖站起反抗，卻遭次被告持續追
刺，致其倒下。夫在掙扎間卻着她「你離
開呢度啊」。控方的開案陳詞中，更指被
告的父親在遇襲時以為其子仍在睡覺，便
向兒子呼救，高聲呼喊「我頂唔住了（I
cannot stand anymore）」。

指夫曾說：我快要死了
母指，次被告刺完其夫後向其子問「完了

嗎？（Is it over）」，其子則答「ok,
already ok」，然後次被告又以刀刺向她的
頭、背部等處，她數算「1、2、3、4，已記
不起被刺了多少刀」。在其子與次被告離開
房後，她到丈夫身邊，其夫只說了「我快要
死了（I am going to die）」。她曾站起
身，惟因很痛又跌在丈夫身邊，其後走到屋
外，看見警察及其子與次被告等。她表示，
事件使她的手臂及背部等處留有疤痕。
Irene與夫隨後均被送院，夫於當日凌晨

4時許證實死亡，後驗出喉嚨、頭部、頸
及胸口等有逾百處刺傷，大量失血致死。
而Irene則被發現有一小截刀鋒被遺留在
頭內。被告被捕後稱要拯救世界，故須殺
死父母。警方檢獲兩把刀，分別長17厘米
和19厘米。
控方陳詞指次被告為首被告的同學，而這

是一次聯合犯罪，由首被告策劃，次被告則
協助實施，而控方認為首被告在犯案時並沒
有精神問題，惟辯方會對此提出陳詞。

■一度因傷命危菲籍母親Irene昨在庭上含淚憶述與夫夢中遇襲經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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