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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傷女同學 16歲尖子墮樓亡
共處一室口角失控舞刀 疑畏罪撞破露台玻璃躍下

3貨車連環撞 南亞漢拋車外亡執董：炳江建公園為大眾非賺錢

逆子認主謀 弒親籌劃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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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被告霍立賢向警
方直認是主謀，指陳明天「係我借刀的棋子」，
而霍與該把「刀」只是在學校中「路過的朋
友」，相交不深。陳明天答應霍進行刺殺時，只
是「想有一個不平凡的人生」。
霍立賢表示與陳明天就讀上水同一所中學，為中

三、中四的同學，「但係我哋嘅關係唔親近，只係
路過的朋友」。他又指陳在同學間的名聲不算好，
「好多同學都覺得佢嘅思維比較偏激。」且陳曾在
同學面前表演以尾指劈斷一排鉛筆。當霍請求陳幫
助時，陳表示想有一個不平凡的人生，又表示「個
後果可以令到佢有錢供養佢父母的話，無問題」，
並表示，若實行便會做得不近人情、「做得特別
狠。」在談話後一星期，霍接到陳的電話，向他表
示初以為霍神經病，但「諗諗吓就覺得可以做到，
配合到我」，便答應一起行事。

網上用兩個身份自我對話
被問及霍立賢如何教陳明天握刀時，霍在會面

中多次強調自己有病，稱在中三、中四時便發覺
自己有問題，會開設兩個MSN戶口，以兩個虛構
的身份「博士郎」及「Face」不停對話，更指
「對話係成功、完美，而且兩個角色塑造都十分
接近真實形態」。
霍立賢亦表示，有閱讀心理書籍，從而得知自

己有問題，故他稱在「病發」時會教陳明天一些
虛構的派別劍術。霍又指曾透過「Fofylei911」的
MSN戶口，向同學透露過他的計劃，卻不獲理
會。惟當警方問他曾教陳明天什麼派別的劍術、
英雄會是什麼時，他卻答「同呢單行刺案件無
關，我唔會作出回應」。
霍又表示沒有求診，因不想父母知道而擔心。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立法會財委會今年6月討論新界
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時，有逾百名村民及社運人士到立法會示
威，圖阻止撥款通過，警方事後拘捕一名集會男子，男子昨承認
抗拒警務人員罪。裁判官認為控罪嚴重，為被告索取社會服務令
報告後再判刑，裁判官表示保留任何判刑方式，包括監禁。
被告陳寧（30歲），昨在東區法院承認抗拒警務人員罪，另
獲控方撤銷襲擊警務人員罪，案件押後至9月3日判刑。
律師昨求情透露，被告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修畢哲學及英國

文學後回流本港，翌年在香港大學擔任研究助理，曾出版多份
關於社會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現在油麻地一所素食社企
任職廚師，免費為流浪者提供膳食。

官多次強調警察應受到保護
裁判官表示對被告參與遊行、表達訴求等權利表示理解，但

應該和平進行，多次強調警察應受到保護，認為被告的行為或
會導致現場更加混亂。
案情透露，被告在6月13日下午在立法會大樓外參與示威集

會，其間曾用右肘撞向一名維持秩序警員的右胸，導致他失平
衡倒下，在被捕後被告曾數度掙扎。

廚師衝擊立會認罪
官指嚴重或判囚

稱攬8歲女自殺 情變婦被捕

入境處：旅客犯法或禁再來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就近期接連發生多宗訪港旅
客在港襲擊導遊事件，涉嫌干犯暴力罪行。據警方數字，每一
萬名外籍訪港旅客中，約一人涉嫌觸犯刑事罪行而被捕；而內
地旅客中，每10萬人約3人違法被捕。入境處昨日表示，如果
他們違法又被定罪，會被當局納入監察名單，將來再入境時會
被嚴格查問原因，亦可能被拒入境。旅議會表示，歡迎入境處
措施，認為對前線旅遊業員工是一件好事；業界亦認為，當局
的措施有阻嚇作用，令前線工員的安全有多一層保障。
入境處助理處長馮伯豪昨日召開記者會，回應近日有關旅客

涉嫌襲擊本地導遊的報道。他指，入境處非常關注事件，不會
容許任何旅客進行違法行為，如有任何不滿，可透過很多渠道
申訴。若他們違法又被定罪，會被納入監察名單。入境處指，
監察名單制度已實施一段時間，行之有效，針對旅客的違法行
為，包括在本港做非法勞工、從事性工作、使用非法證件等。
馮伯豪呼籲旅遊業界人士，如果遇到旅客暴力行為，應該報警
以及向旅遊業議會報告。

旅議會：前線員工增保障
旅議會總幹事董耀中昨日對入境處有關措施表示歡迎，認為

對前線員工的安全多一層保障。他指，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
不容任何暴力行為，又呼籲受害的導遊不應容忍，有事應立即
報警求助。他又透露，今日會與保安局會面，反映現時旅遊業
界前線員工面對的情況，希望當局正視問題，嚴肅處理。
旅遊從業員聯會榮譽會長林少麟昨日指，多年以來本港發生

多宗導遊被旅客襲擊事件，情況一直不被正視。對於近日議會
和入境處的行動，認為業界終於等到「遲來的曙光」，為此感
到欣慰。近期多宗本地導遊被打事件，施襲者涉及內地旅客。
但他認為，由於內地旅客訪港人數多，故表面上以為施襲者大
部分是內地客，但實際上其比例是小的。對於如何進一步保障
旅遊業人員，他期望，當局可以加重罰則，以加大其阻嚇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香港仔昨凌晨發生險禍及子女
企圖輕生事件。華富邨一名女子，疑因與夫情變後揚言攬女自
殺，因曾涉向8歲女兒餵藥，事後涉虐兒被捕。
香港仔企圖自殺現場為華富邨華生樓一單位，住有姓李一家

三口。昨凌晨3時許，38歲姓張婦人與39歲姓李丈夫因感情問
題爭執後，致電在外丈夫揚言與女兒一同自殺，夫大驚報警求
助。警員到場尋獲兩母女，發覺張婦滿身酒氣，由於其8歲女兒
聲稱曾被母餵藥，警員遂以虐兒罪把張婦拘捕。當時張婦情緒
激動，兩母女同被送院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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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八鄉去年發生涉弒父傷母案，涉行
兇的20歲中菲混血青年霍立賢被捕後，冷
靜地向警方說出早於犯案半年前已開始計
劃弒親，為了讓自己成為反邪惡組織的首

領、拯救地球的想法實現，不惜要求同學成為
他的刀，「夾好一齊做低阿爸佢哋」，又說行
兇期間良心與邪惡肉體不斷交戰。案件昨於高
等法院續審，庭上播出霍被捕後的錄影會面。
霍立賢被控於去年3月16日，在元朗橫台山

散村一村屋單位內，謀殺50歲父親霍禮池，及
企圖謀殺40歲母親Fok Irene G。

約同學味千拉麵商大計
霍立賢昨日在影帶播放期間表示，自己的精
神狀況合適及不需律師陪同，他向警方供述犯
案原由，表示自己幻想成為一個對付邪惡組織
的首領，去拯救世界及地球，為了將虛構的角
色實現，早於半年前已開始計劃殺父母。霍承
認是「主謀」，經「深思熟慮作出無數次修
改」及「研究父母的情況」下想出計劃，並在
案發前兩星期相約了在中學相識的陳明天，到
味千拉麵最入面的座位商討大計，後得到陳答
應幫助。

教幫兇握刀「剛好切開喉嚨」
在弒親大計實行前一晚，霍立賢再相約陳明
天到燉奶佬餐廳見面確認細節，又把住所門匙
交予陳。在去年3月16日凌晨，霍收到陳的電
話並聽見開門聲，知道陳已到達他家，便上天
台會合。他已把一件深色襯衫及褲、毛巾及兩
把刀等放到以前上學用的袋中備妥，上到天台
已見陳把衣服穿上及把刀取出。他曾教陳打橫

握刀，刀鋒向外，「咁可以啱啱好將成個喉嚨
切開。」兩人商議如何應對父親睡姿及設想不
同的情況後，便開始落樓行兇。
兩人到達睡房門口，先由霍立賢進入探視，

看見其父側睡，陳明天指，「唔得，做唔到
住」，兩人於是退回廳中商議，「口貼耳一個
字一個字輕聲吐出」。約半小時後，兩人再到
房中看見霍父母的姿勢「十分配合到行刺行
動」，陳走到霍父頭處以手掩其口，「右手一
刀插落去佢喉嚨位置」，霍隨即走到其母處。

父遇襲曾叫兒起身幫手
霍立賢憶述其父遭刺後驚醒，大呼「好
痛！」、「死喇！」接着開始反抗，但遭陳明
天「猛攻」，其間霍父曾呼「立賢，快啲起
身！救命！」、「立賢，快啲落嚟幫手，你唔
係咁爛瞓嘛……」霍父其後終大呼「死喇！死
喇……」後不支倒下，而陳喃喃地叫「死啦、
死啦……」仍不停刀插霍父。霍母則不斷大呼
「I am your mother, you are my son」、「I
Finally know what you are」、「 you are my
son, I very love you」等，並口唸聖經語句，欲
找電話報警。
霍立賢自言當時情緒反應很大，心靈與肉體

不斷交戰，「設定了的人格已代入肉體」，雖
心靈上不願意，但肉體卻要照着計劃配合陳明
天行刺，並把母親的肚空出，讓陳刺下去。他
不斷在自言自語「我癲咗喇！」、「我唔係你
哋嗰仔」、「你快啲拮落去」，但同時又大叫
「爸爸媽媽，救命，快啲搵人救我啦！」陳在
刺完霍父後問：「你得未啊？霍立賢。」霍只
在大哭大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兩名同窗4年、準備升讀中五，同為16歲的男女同班學生，

昨午在沙田禾輋邨共處一室期間起爭執，少男情緒失控亂刀斬傷女同窗後，畏罪撞破露台百頁窗

由20樓直墮樓下身亡，女傷者則半昏迷被送院救治。警方事後在屋內檢獲3把利刀，正循兩人

的感情、家庭及學業等多方面調查事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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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污案
昨續審，控方再傳召早前已經作
供的新地執行董事黃植榮。黃指
郭炳江對馬灣公園抱有真心的熱

誠，希望公園令大眾獲益，不是為賺
錢，「做好個公園同賺多賺少錢無
關」，而且郭炳江會親自與家人到公園
參觀及捐款。
控方昨應第二被告郭炳江的要求，重
召黃植榮出庭作供。就一份郭炳江於
1995年4月20日所寫的英文便箋盤問
他，郭在便箋中指在馬灣興建的主題公
園，應該盡可能簡單，類似維多利亞公
園，減少商業元素及特色發展，興建成
本必須不多於1.5億，維修費盡可能最
低。郭又指，「我們都知道此公園只是
重置鄉村的一個藉口，我們的最主要目
標只是針對住宅發展及鄉村重置。」

指村民認為新地重置條件佳
代表郭炳江的英國御用大律師Clare
Montgomery指出，青馬大橋選址坐落
馬灣的鄉村，如果政府不能游說村民搬
走便無法興建大橋，村民亦不滿日以繼
夜的工程會影響他們長達5年，故要求
政府收購村屋及安排重置，政府亦擔心
若不接納村民要求，他們會採取激烈行
動阻止工程，最後政府同意將村民重
置，並指示新地興建高水準住宅予受影
響村民，因此當時政府、村民及新地均
知道，發展馬灣是確保村民搬走及青馬

大橋可動工的一個藉口，黃同意，他又
指村民認為新地給予很好的重置條件，
故沒有強烈反對。
黃又解釋將村民搬走後，「騰空的
空間唔想好似鬼屋、爛地咁樣」，因
此才建議興建主題公園，他認為郭炳
江在便箋中所指的「藉口」是這個意
思，他又同意Montgomery所指，郭炳
江1995年發便箋時，馬灣的主題公園
仍屬於商業項目，但之後已經變為一
個社會項目。

炳江與家人到公園參觀捐款
Montgomery又指出，郭炳江熱心地

投入馬灣公園項目，關心公園的設計，
希望公園達至高水平及對社會有價值，
公園內的挪亞方舟代表人類融洽生活及
擁有更好明天的願景，如果有人認為馬
灣公園對郭炳江而言是無意義，他只有
興趣賺錢，便是大錯特錯。黃回應指郭
炳江希望馬灣公園及其他設施令社會大
眾獲益，郭炳江花了很多時間在這個項
目，對馬灣公園的熱誠是出自真心，會
親自與家人到公園參觀及捐款，而黃及
同事也有捐款及擔當義工。
黃指他們做過研究，發現全球大部

分主題公園也不能獲得合理回報，加
上馬灣內的主題公園在地方、空間及
用途上有很多限制，故經營至今仍有
虧損。

■記者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元朗公路昨日有3輛貨車相
撞，一名疑隨運漁貨車「遊車
河」的南亞裔男子慘遭拋出車外
身亡，而被撞翻的餅店貨車亦有3
人傷，其間發生一段小插曲，一
輛拖車奉召到場拖車時，司機涉
「順手牽羊」偷走一名車禍傷者
的手機，被警員當場揭發拘捕。

拖車司機偷手機斷正
魂斷元朗公路南亞裔死者

LATIF(44歲)，現場消息稱他非跟
車工人，事發時因空閒，登上友
人的運漁貨車「遊車河」，不料
遇車禍死亡。但警方發現他是藉
「酷刑聲請」滯港尋求政治庇護
的難民，正了解是否有人當黑
工。另外 3名傷者分別姓曾(46
歲)、姓羅(52歲)及姓曾(53歲)，分
別為連鎖餅店貨車的司機或跟車
工人，3人均僅輕傷，其中羅在抵
院後始記起一部約值2,000元手機
遺留車上，警員在現場代為尋
找，不料在一輛奉召到場的拖車
的車廂地氈底尋獲，於是將涉嫌
盜竊的49歲姓陳拖車司機拘捕。
車禍現場為元朗公路近十八鄉

迴旋處往上水方向，昨清晨5時
30分，一輛屬連鎖餅店的輕型貨
車因故停在路肩再開出，一輛由

38歲姓羅男子駕駛的運魚車駛至
收掣不及，猛撞餅店貨車車尾，
將之撞至翻側滑行，而運魚車則
撞向快線分隔石壆始停下，再被
另一輛沿快線駛至的回收公司貨
車攔腰猛撞。
3車相撞後，運漁車司機無恙，
但車上一名南亞裔乘客遭拋出車
外重傷昏迷，右腳更被夾在車門
邊；另被撞翻的餅店貨車，司機
與兩名跟車工人同受傷。消防員
到場迅將被困昏迷南亞裔傷者救
出，連同另3名傷者送院，惟南亞
裔傷者延至清晨6時08分不治。
受車禍影響，元朗公路往上水方
向交通一度嚴重擠塞。
車禍已交由新界北總區交通部

特別調查隊跟進調查，警方呼籲
任何人如目睹意外發生或有任何
資料提供，可致電3661 3800與調
查人員聯絡。

■南亞裔乘客由撞毀大貨車拋出
車外。

■受傷張女上載 fb的近
照。 網上圖片

■男死者曾立志做醫
生。 網上圖片

▶涉斬傷女同學跳樓，16歲
少年死在民和樓地下。

▲林母聞訊趕回家助
查，情緒激動。

涉斬傷女同窗後跳樓畢命少男林✕威(16歲)，生前與父
母及一姊一妹住在禾輋邨民和樓20樓一單位，是區

內一間中學將升讀中五學生；被斬傷少女張✕玲(16歲)，
頸部及手部有刀傷，嘴唇亦告破裂出血，情況穩定。消息
稱，女傷者雖已甦醒過來，疑因受驚過度及情緒仍然波
動，警方尚未為她錄取口供了解案情。

同為尖子生常一起溫習
消息指，兩人在區內同一間中學讀書，中一已同班，同

時準備升讀中五。兩人為校內尖子，林能文能武，主修生
物及化學，曾立志當醫生；張女有一名份屬同學的要好男
朋友，與林並非情侶。張女常與同學結伴或單獨到禾輋邨
林家與林一起溫習，張女的男友亦知林的存在，亦有到過
林家。
據悉，林母在區內一間日資百貨公司的食店任兼職店

員，林父則長期在內地工作，每周才返港一次，另外其姊
就讀中文大學。有女鄰居形容死者平日表現乖巧，學業成
績名列前茅，過往亦曾見過女傷者與其他男同學到上址一
同溫書。

少女身中多刀半昏迷
昨晨11時許，張女在附近餐廳食早餐後獨自到林家，兩

人共處一室。中午過後，有街坊突驚聞該單位傳出少女哭
喊聲，當走到門外查看時，室內有一女聲大叫：「唔好睇

呀，快啲走呀！」街坊遂離開，其後單位亦恢復平靜。
惟至下午2時許，街坊突發現有人墮樓昏迷報警。警方

到場在民和樓對開發現一名少男墮樓重傷，救護員到場證
實傷者死亡。警方發覺20樓一單位露台的百頁窗玻璃損
毀，相信死者由該單位墮下，登樓入內，赫然發現內有一
名身中多刀陷入半昏迷少女，即將她送院，並封鎖現場調
查，初步懷疑墮樓少男在上址斬傷少女後畏罪跳樓自殺。
下午3時許，女戶主聞訊回家助查，並在警員陪同下到

樓下認屍，當證實死者是其兒子後情緒激動，與家人抱頭
痛哭。

警檢3利刀 動機待查
大批重案組探員、鑑證科人員以及政府化驗師，分別穿

戴保護鞋套及手套進入案發單位調查及蒐證，其間在露台
的廚房鋅盤內檢獲3把利刀，當中包括一把生果刀及一把
陶瓷刀，相信是死者用來襲擊女傷者的武器，另又在露台
位置發現有打爛的玻璃碎及用以飲東西的玻璃器皿打破，
不排除兩人在共處一室期間起爭執，由於女方早已有朋輩
公認的男友，兩人真正關係、緣何起爭執，動機何在，警
方有待女傷者平靜下來錄取口供才清楚真相。
沙田警區刑事總督察譚根麟表示，現場並無留下遺書，

警方正循多方面，包括兩人的感情、家庭及學業等方向調
查事件動機，案件列作「有人高處墮下」及「傷人」處
理，由沙田重案組三隊接手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