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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歲惡女夥新歡 恐嚇14歲前男友

土瓜灣食品店遭淋紅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庭）葵涌昨凌晨發生家庭暴
力事件。葵盛西邨一對夫婦，疑因管教兒子意見分歧起
衝突，暴躁妻子突情緒激動，其間有人取起螺絲批揮
舞，混亂間丈夫身體多處遭刺傷，警員接報趕至將涉嫌
傷人躁妻拘捕。
傷者姓吳、40歲，手指、手臂、右肩及腹部均被刺
傷，事後被送往瑪嘉烈醫院治理。其妻姓洪、29歲，因
涉「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被捕。
現場為葵盛西邨第五座一單位，現場消息稱，前晚姓

吳戶主因翌日放假，難得與兩名分別11歲及4歲兒子共
聚天倫，父子3人興高采烈玩至夜深仍未上床睡覺。至
昨日凌晨2時41分，疑有人不滿父子遲遲未睡，出言指
責丈夫教壞兒子，夫婦為此發生激烈爭執，其間有人突
情緒失控取出螺絲批揮舞，丈夫閃避不及身體多處被刺
傷。同一時間，吳的37歲弟弟回家發覺兄長遇襲，馬上
制止及報警。
警員接報趕至發覺有人受傷，先安排將傷者送院，調查

後以涉嫌「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罪名將涉案洪婦拘
捕，事件交由葵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七隊跟進調查。

追斬至親案 母子惡化命危
慘劇揭8歲童屬雙非 爸媽以雙程證來港生活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案中被斬傷頭部命危8歲姓柯男童，人稱
「旺仔」，據說他前晚送院接受手術

後，情況原為「嚴重」，而其45歲姓陳母
親，手術後則一直昏迷，兩母子昨日情況轉
差，同由「嚴重」轉為「危殆」。案中45歲
狠夫柯×朝亦因傷留醫。

「旺仔」姐居深 昨抵事發單位
現場消息稱，被斬傷陳婦與丈夫都是內地
人，持雙程證來港；而「旺仔」則在本港出
生，在區內一間小學讀三年級，成績優異，
各類獎盃、獎項放滿家中，據悉「旺仔」有
一姊姊長住深圳，她昨午曾返抵事發單位，
惟拒絕記者採訪。
昨晨9時，4名警員到醫院了解受傷母子情
況，4人進入兒童深切治療病房探望男童
後，神情凝重。其後再到女傷者病房，逗留
約30分鐘後離開，有警員表示：「仲係昏
迷。」
血案現場為馬頭涌道68號至88號中南大

廈8樓一單位，案發後警方封鎖現場及通往
馬頭角道的一段馬頭涌道調查，並撿走大袋
證物，包括疑兇所用12吋長菜刀，直至凌晨
現場清理後才收隊撤離，但案發單位門口及
梯間仍有殘餘血漬。

同樓住客憶述仍猶有餘悸
目擊血案現場的同樓住客曾先生，昨日憶
述事發經過時猶有餘悸，他表示因放假剛巧

在家，突聞走廊傳來操普通話女子喊救命
聲，外出查看驚見女傷者趴在走廊地上，被
手持利刀疑兇騎在背部，不斷用刀鋒壓她頸
部，他即時喝止但不獲理會，於是返回屋內
報警。當他再持長棍外出欲制止疑兇時，女
傷者已掙扎轉身，但仍被人騎在腹部。曾先
生形容自己當時好驚，但仍以長棍指向疑兇
呼喝停手，但被斬得性起的疑兇怒目而視。
未幾，他說：「差人嚟緊喇。」疑兇回過神
來才轉身返回單位內。
當時已渾身是血的女傷者趁機沿梯間落樓

逃命，但很快疑兇持刀外出，再追落樓。曾
先生說他當時沒有見過柯家兒子，事後驚悉
他在樓下同被其父斬傷，相信男童在母親遇
襲時已逃離單位，卻在樓下被追落樓的父親
遇上斬傷。
另一名目擊者、曬相店姓王負責人稱，事

發時驚見持刀疑兇由馬頭涌道轉入馬頭角道
向男童追斬，當時男童已血流披面。一名見
義勇為途人隨即喝止疑兇：「唔好郁，唔好
行埋嚟，差人嚟緊啦。」疑兇聞言曾呆一呆
未有追上。適時一名輔警警長趕至，馬上拔
槍戒備，並喝令疑兇放下利刀，雙方一度對
峙，疑兇最終棄刀，警長與兩名路人合力下
將疑兇制服，扣上手銬。
另一目擊商戶陳先生稱，疑兇的妻子亦滿

身鮮血，從後追趕阻止疑兇追斬兒子時，以
普通話高喊「阻止他，阻止他」，當時場面
非常恐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土瓜灣中南大廈前日傍晚發生狠夫斬傷妻

兒恐怖倫常血案，案中被斬至重傷兩母子，昨日傷勢惡化同告命危，事件

揭露案中重傷8歲男童是「雙非兒」，狠父與妻憑兒子關係，同以雙程證來

港生活。涉案被捕狠父在港沒有精神病紀錄，九龍城警區重案組正調查其

狂斬妻兒原因是否精神病發。多名血案目擊者昨日憶述事發經過時均猶有

餘悸。

土瓜灣中南大
廈一對母子同被
斬至重傷命危，
涉案被捕狠父原
來亦是以雙程證

來港的內地居民，藉兒子在香
港出生關係，與妻一同來港生
活及置業。

旺仔成績佳 一屋獎狀
據悉，涉案被捕45歲姓柯

狠父因傷送院後，醫生難以與
其溝通，懷疑他精神有問題，
至於其在內地是否有精神病紀
錄，有待負責調查的九龍城警
區重案組跟進。慘遭狠父斬傷
命危8歲男童旺仔屬「雙非兒
童」，在區內一間小學讀3年
級，成績優異，家中牆身掛滿
他的獎狀，亦有獎盃。

現場消息稱，案中被捕狠父
與妻原本家住深圳，藉兒子在
香港出世取得居留權，之後以
照顧兒子為理由，不時以雙程
證來港，並且在港置業。根據
土地註冊處資料，案發現場單
位是陳婦以個人名義，在
2012 年底前花約 230 萬元買
入。

據悉，有人已計劃短期內將
單位分租。有同樓鄰居表示，
上址單位經常見案中事主一家
三口出入，柯家另一名在深圳

的長女亦不時來港。
旺仔成績優異連鄰居亦知曉，但柯父

則不與人打招呼，看不出他精神是否有
問題，亦不知道他原來亦是內地人。

■記者 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庭）一名年逾花甲男子，昨
晨被妻發現在上環單位內死去多時，屍體且已開始發
黑，警方調查後獲悉事主有病，相信事件無可疑，列作
「屍體發現」處理，死因有待驗屍確定。
死者姓馬、64歲，現場為上環文咸西街24號南北行大
廈一單位。事發昨晨9時36分，62歲姓包女子報案，指
其丈夫身體發黑倒臥上址單位內，救護員接報到場證實
馬已明顯死亡。警方初步調查獲悉死者身體有病，相信
死者已死去約一周，其不在上址居住的妻子昨晨返回單
位時揭發事件，警員事後在單位內撿走多樽藥物，及一
封寫有多行字句的紙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庭）天水圍天恆邨發生青年
吸氦氣自殺事件。一名24歲青年疑因生活不如意，在家
留下遺書，以膠袋笠頭再灌入氦氣自殺身亡，警方相信
事件無可疑，死因有待驗屍確定。
死者姓麥、24歲，與家人同住天恆邨一單位。昨晨9

時39分，25歲的麥兄致電報警，稱他返家發現其24歲胞
弟倒臥屋內，膠袋笠頭陷入昏迷。救護員接報趕至，證
實麥已明顯死亡，警員在現場發現死者以膠袋笠頭，膠
袋並以膠喉連接一瓶懷疑氦氣，警方亦在現場檢獲遺
書，相信有人吸氦氣自殺，初步調查顯示事件無可疑，
正調查事主輕生原因。
另外，柴灣小西灣富欣花園昨亦發生婦人燒炭自殺事
件。昨中午12時09分，53歲姓江男子到上址探訪親友
時，發現其57歲姓梁大姨倒臥在單位內昏迷，身旁有燒
過的炭，相信有人燒炭自殺，大驚報警。警員及救護員
接報到場證實燒炭女子已明顯死亡，現場並撿獲遺書，
調查後認為事件無可疑。
黃大仙下邨昨午4時許亦發生跳樓自殺事件，一名29
歲姓陳男子由該邨龍逸樓高處墮下，當場肝腦塗地身
亡，其68歲姓駱母親揭發事件，大驚報警求助。警方趕
至調查，在現場未有檢獲遺書，惟向家人了解後，相信
死者因工作壓力問題跳樓輕生，案件無可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香港
仔田灣發生懷疑盜竊案。一名男子昨清
晨在一幢大廈的低座停車場，疑向清潔
工人儲物櫃打主意，被住客發現通知保
安員往視察，男子被截查時疑作賊心
虛，匆匆爬出外牆逃走時失足墮樓，但
僅受輕傷拒絕送院，被警方拘捕扣查。
涉案被捕男子姓卓、35歲，他涉從停
車場一樓爬落地下逃走時失足跌傷手
腳，但拒絕送院。警方在其身上搜獲一
對手套、鐵勾及環保袋等物品，以涉嫌
「爆竊」將其拘捕。
現場為田灣石排灣道80號南景花園，

大廈低座有3層是停車場，停車場頂層有平台花
園，樓上則是住宅；大廈在石排灣道的正門及向
田灣街的停車場出入口均有保安員駐守。停車場
一樓一角設有儲物櫃，讓清潔工人存放個人財
物。近日，南景花園毗鄰一幢大廈，外牆搭有棚
架進行維修。
事發昨清晨5時53分，屋苑67歲姓廖保安員接

獲居民報告，指有人沿毗鄰大廈外牆的棚架，爬
上南景花園停車場一樓，廖聞訊馬上趕往視察，

果發現一名可疑男子在停車場一樓角落近清潔工
人儲物櫃旁似有動作，於是上前查問，有人卻答
非所問，繼而急步逃走。保安員見事有蹊蹺，立
即上前追截及報警。疑人慌不擇路爬越停車場石
壆，繼而沿外牆水渠爬落地面逃走，但慌亂間失
足由一樓墮地受傷。
大隊警員接報趕至，在停車場旁邊橫巷截獲可

疑男子，其間有人未能合理解釋出現上址原因，
加上疑人身上藏有可作爆竊用途工具，遂將其拘
捕帶署。

一日三自殺 吸氦氣燒炭跳樓

六旬翁死一周 分居妻上門揭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救護車車長前日駕
駛救護車時失控撞向小巴車尾，遭揭發涉嫌酒後駕駛被
捕，消防處立即將他停職。消防處副處長李建日昨日表
示，處方有嚴格要求救護員工作期間不可飲酒。現已停
止該名車長的駕駛職務，並會按紀律機制嚴格處理，消
防處將會召開紀律研訊，讓涉事人員解釋事件，由警方
仍就案件調查中，處方會按調查結果再決定如何處理。
該名暫遭停受查的消防處救護員車長27歲，事發於前

日中午近1時，一輛專線小巴沿薄扶林道駛往中環，途
至瑪麗醫院附近收慢擬停車上落客，尾隨的A565救護車
當時正接載一名病人往瑪麗醫院，途中收掣不及撞向前
面專線小巴車尾，意外中無人受傷，處方事後抽調另一
輛救護車A72將病人送院。肇禍救護員車長事後被揭發
酒後駕駛，被警方拘捕，停職受查。消防處事後表示，
有嚴謹守則規定人員當值時不得飲用含酒精飲品，或受
酒精、藥物、鎮靜劑影響當值表現。

救護車車長涉醉駕遭停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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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老公教壞細路
躁婦螺絲批插夫

爬棚架搞儲物櫃 笨賊逃走跌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福強 杜法祖)天水圍揭發
「黑底」情侶合謀欺凌少年事件。14歲少年誤交17
歲不良少女，以為兩小無猜，豈料對方迅即變臉，未
幾即報稱另結有黑社會背景新歡，日前少年擬「箍
煲」不遂，反遭對方以黑社會語句恐嚇，強取去其約
4,500元現金及手機。元朗警區重案組接手經追查
後，將涉案情侶拘捕，昨晚將男疑人押返黃大仙住所
搜查，檢走一批證物，涉案男女遭通宵扣查。
被捕男子姓李、19歲，懷疑有黑社會背景，昨晚

被探員押返其黃大仙橫頭磡邨宏安樓的住所搜查，檢
走小量現金、手機等證物。同時被捕的少女姓馮、17
歲。警方分別以自稱黑社會成員、恐嚇及盜竊等3宗
罪將兩人通宵扣查，並調查他們有否涉及其他同類欺
凌罪行。

專呃「小朋友」「吃飽」再勒索
據悉，被捕少女樣貌娟好，易吸引無知青少年，

有人遂藉此作惡，先與受害少年示好，並答應願成為
小情侶，其間不斷向對方荷索錢財及免費吃喝玩樂。
其後再表示已另結有幫派背景新歡，並受對方要脅勒
索，要求少年代為籌錢。
初步調查顯示，受害14歲少男於上月20日收到該
名18歲男疑人來電恐嚇，對方自稱是黑社會成員。
其後該名17歲少女亦致電少男，要求見面。少男翌
日與兩人在天水圍天瑞邨一食肆會面，對方即向少男
恐嚇索取金錢。其後情侶又多次致電少男會面，先後
索取共4,500元，並於一次見面期間取去其價值350
元的手提電話。
少男不甘再受勒索，於前日到天水圍警署報案。
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探員接手調查，並安排少
男再與該對情侶會面，昨日中午12時，少男依約到
天水圍天欣路一休憩處等候，未幾該對情侶出現，並
收取少男700元款項，埋伏監視的探員認為時機成
熟，隨即現身上前將涉嫌情侶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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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擊警長擎槍拘捕狠父的曬相店王先生
形容場面非常恐怖。

■偷竊犯事敗失足墮樓，圖為案發現場南景花園3樓停車場。

■涉恐嚇勒索的疑犯被押返橫頭磡邨寓所搜查。 鄺福強 攝
■探員展示在疑犯住處檢走的現金、手機等
證物。 鄺福強 攝

■鄰居曾先生憶述經過，用棍並大叫「差人
嚟」，圖制止疑兇斬妻。

◀▼中南大廈發生倫常血案單位血漬斑斑。

■與子同被夫斬傷命危婦人一直昏迷，正在
深切治療病房留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土瓜灣發生刑毀
案，一間食品店的閘門昨凌晨被人潑淋紅色漆油，
負責人對店舖為何遭破壞感到莫名其妙，警方正調
查歹徒犯案動機，暫無人被捕。
現場為下鄉道33A地下一間店舖，除售賣蛋糕西
餅等食品外，亦兼營貨幣兌換業務。事發昨日清晨5
時許，該店50歲姓黃負責人接獲街坊通知，指其店
舖捲閘被人淋紅油破壞。黃聞訊馬上趕返店舖查
看，發現店門及地下遺留面積近2米乘3米油污，於
是報警。
警方將案列作「刑事毀壞」處理，由九龍城警區

刑事調查隊第四隊深入調查歹徒動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