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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第15/1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1月6日

頭獎：-
二獎：$717,810 （7.5注中）
三獎：$85,960 （167注中）
多寶：$54,15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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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圍「戈林」賊常臨 年內4遇竊
9號屋曾被盜百萬 戶主抗3匪不保7萬財物

勞處：正聯絡MISSHA負責人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韓國化妝品牌MISSHA在

港擁多間分店及培訓中心，日前卻在沒有先兆下突然關門
結業。勞工處表示，已知悉事件，正聯絡公司負責人跟進
及協助受影響員工，強調如有僱主涉及違反《僱傭條
例》，在有足夠證據下，勞工處必定提出檢控。消委會則
指，至今接獲1宗與品牌有關查詢，提醒消費者進行預繳
式消費前，應考慮個人實際需要及財務安排，並考慮公司
營業狀況，以免公司倒閉招致損失。
此外，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協會主席許慧鳳表示，據

了解受影響員工有逾10人，主要從事文職及銷售工作，員
工已向勞工處求助。她稱，工會暫時未收獲員工求助，但
工會正部署行動跟進事件。

通宵打機嘈交 子告父撞跌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父子爭執「殃及池龜」！

七旬老父疑不滿26歲兒子在土瓜灣寓所通宵上網打機，出
言干涉，詎料爆發爭執，混亂間兒子飼養的寵物龜意外遭
撞跌，導致龜殼出現裂紋，有人愛龜更甚於親父，情緒失
控要報警追究，又要求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協助救龜，經警
員調解後，有人始放棄追究，將愛龜送往診治。
現場為馬頭圍道322A號樓上一單位，一度報警圖追究老

父的青年姓莊（26歲），據悉他熱衷飼養寵物龜，又愛上網
通宵打機。昨日凌晨，其又在家中通宵上網激戰，其間更發
出擾人噪音。莊父（69歲）見狀，忍不住出言干涉，詎料即
爆發激烈口角。
現場消息指，父子吵得面紅耳赤之際，老父卻意外撞跌

兒子飼養的寵物龜，經檢查發現龜殼出現裂痕，有人即情
緒激動，報警要求追究。未幾，當警員到場處理，其間有
人又要求召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到場協助救龜。

警幾經調停始放棄追究
警員經了解後認為事件純屬意外，幾經調停，有人始放

棄追究老父，並自行將龜送交相關機構檢驗治理。警方列
作糾紛案處理了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年僅21歲的少女與年長
30載的男友譜出忘年戀，惟有人未婚產子後，卻因照顧初
生嬰兒及自身病痛問題，倍感困擾，昨凌晨突在長沙灣的
寓所吞服藥物後，向男友發出告別短訊，幸其經送院及時
搶救，撿回一命，警員經調查相信事件無可疑，列作企圖
自殺案跟進。
獲救少女姓馮（21歲），男友姓陳（51歲），兩人年齡雖

相差30年，但仍無阻相親相愛，早前馮女更在未登記註冊結
婚情況下，為男友誕下一名嬰兒。詎料產子後，馮因照顧初
生嬰兒問題，加上本身身體病患，身心備受困擾。

男友接刀藥照片趕返寓所
至昨日凌晨2時40分，馮在長沙灣大埔道389號翠竹苑寓
所，疑一時想不開，吞服大量藥物後，再以手機短訊向男友
告別，並傳出一張有刀及藥物的照片，男友見狀大驚，立即
趕返寓所，發現女友已昏迷在洗手間，於是報警求助，警員
及消防員到場迅將馮女送往瑪嘉烈醫院搶救，另外警員又在
現場檢獲一封遺書，相信事件無可疑。

忘年戀未婚媽 服藥自殺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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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一對中
年「毒海老友」昨晨被發現雙雙倒斃在深
水埗一個出租床位單位。警員事後封鎖現
場調查，除發現懷疑毒品的包裝紙外，又
檢獲一支針筒，不排除兩人俱為「癮君
子」，分別吸食或注射過量毒品致死，案
件無可疑，但兩人的真正死因仍須稍後進
一步剖驗確定。警方將事件列作「發現屍
體」案跟進。
現場為北河街20號一座舊唐樓的3樓

單位，內設有逾20張碌架床出租，兩名死者分別為
葉×明（51歲），及姓Tham（約40餘歲）的越南
籍人士，其中葉的外號叫「傻仔明」，Tham則被
人直呼「越南仔」。消息指，兩人同屬好友，並沾
染不良嗜好，其中一人早前始剛出獄，並一同分租
上址其中一張碌架床的上下格床位。

友探望揭發 警檢疑毒品包裝紙
昨晨10時半，一名男子到上址探望兩人，詎料竟
發現他們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位上不省人事，立即報
警求助。救護員到場證實兩人俱已死亡。由於揭發
兩人同時同地死亡，警方恐事件另有別情，立即封
鎖現場調查，並追查兩人的背景資料，其間有兩名
死者的生前好友亦到場協助調查。
警員在「越南仔」倒斃的床位上檢獲懷疑毒品的
包裝紙，又在「傻仔明」的床位處發現一支針筒，
並在其手臂上發現注射針孔。經調查，警方不排除
兩人分別吸食或注射過量毒品致死，案件無可疑。
至下午1時40分，警員檢走兩人的背囊行李等證
物，並安排仵工將遺體舁送殮房，以便稍後剖驗確
定死因。

尋失蹤18日妻 夫揭租屋燒炭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旺角上
海街揭發租屋燒炭自殺慘劇。一名離家失
蹤18日的少婦，昨晨終被丈夫尋獲，惜
她已在其剛租住的單位內燒炭死亡，警方
初步相信事件無可疑，正調查少婦輕生是
否與夫婦感情及家事困擾有關。
女死者甄潔瑩（33歲），據悉本與丈

夫同住何文田區，惟因感情及家事問題困

擾，早前已出現自殺傾向。上月17日，
女事主突然離家失蹤，警方翌日接獲其鄧
姓（43歲）丈夫報案後，交由西九龍總
區失蹤人口調查組調查，並發放女事主的
個人相片等資料呼籲市民協助尋找。詎料
事隔18日至昨晨，女事主被發現在旺角
燒炭不治。
消息指，自甄婦離家失蹤後，其丈夫一

直找尋妻子下落，除四處打聽外，更持妻
子相片前往各區地產舖查詢她有否租屋
等。經多日查探，至昨日凌晨零時40分，
鄧終打聽到妻於早前租下旺角上海街595號
一個出租單位居住，立即報警求助。
警方接報後，立即派員登門調查，惟發

現甄婦已昏迷倒臥單位內，身旁更有一盤
燒過的炭灰，救護員檢查後證實甄婦已死
去一段時間。由於女死者並無留下遺書，
警方正對其離家失蹤及租屋自殺的動機展
開調查，但初步相信事件無可疑。

水警擬購躉船遏沙頭角走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沙頭角海走私及偷
渡問題長期難以根治，當局為更有效打擊非法活
動，及減少水警對後備近岸巡邏艇的依賴，建議購
置躉船行動平台。據當局提交予立法會文件指，行
動平台身長約30米、闊約13米，能為水警北分區提
供浮動警崗，並配備基本推進系統以自行移動至最
有利海域，料購置躉船行動平台及其小型支援艇耗
資3,576.2萬元， 2018年5月可投入服務。
沙頭角海走私問題棘手，水警為進一步提升執法能
力，遂升級行動裝備及購置躉船行動平台。據保安局
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提交建議文件顯示，警方自
2010年底於沙頭角海設置反走私浮動屏障後，執法情
況雖有所改善，但沒有24小時專職警力駐守作反應，
罪犯仍可越過屏障。因此，水警北分區需依賴泊於沙
頭角屏障出入管制站的後備近岸巡邏艇，及以赤門為
基地的分區快速巡邏艇，採取所需行動以封鎖相關海
域。

船艛設瞭望點利火速執法

鑑於現行安排及設施未能發揮所需功能，支援沙頭
角屏障及各種海上保安與反恐行動之需要，當局建議
購置船身長約30米、闊約13米的躉船行動平台。文
件指，躉船離水面約兩米高，船艛設有瞭望點，提供
較廣寬視野及所需儀器，容許水警於沙頭角海快速執
行警務工作，並確保鄰近海上區域界線完整性。
保安局建議，行動平台需設有現代化通訊、偵測及
資訊科技系統，為配合全日警務工作需要，亦會提供
足夠當值空間及相關設施，以同時容納分區快速巡邏
艇及小艇分區分隊等支援隊伍，於行動平台上執勤。

配小型支援艇隊改善執勤
當局相信，行動平台能夠為水警北分區提供浮動

警崗，令水警可騰出從馬料水基地及赤門海峽，運
送人員與設備往沙頭角海執行任務的資源，除提高
行動效率外，亦可改善船上人員工作環境。屆時特
別設計的行動平台將用作區域性行動協作及應變平
台，並將配備一支小型支援艇隊，針對改善水警人

員於沙頭角海域及沿沙頭角屏障一帶淺水執勤的不
足，令水警更有效打擊非法活動。

備推進系統 避風毋須用拖船
另外，因配備基本推進系統，平台可自行移動至最
有利海域，及就特定行動移向更具戰略優勢位置，亦
可返回政府船塢或水警基地作例行檢查與維修，在颱
風或惡劣天氣期間回航避風亦毋須僱用拖船。由於船
身矮闊貼近水面，平台具穩定、寬廣工作空間，有助
提升小艇運作及效率，並可在一個安全與穩定環境
下，即場為傷者或受影響人士提供初步處理。
警務處預計購置躉船行動平台及其小型支援艇的

非經常開支為3,576.2萬元，款項將在相關年度預算
中反映。警務處亦預計自2018/2019年度起，新設
備的經常開支為380.9萬元。料購置附屬小型支援艇
的評審標書將於今年10月批出合約，至明年1月驗
收及交付；至於躉船行動平台方面，料 2018年5月
可培訓人員及投入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劉友
光）跑馬地馬場外發生觸目驚心車禍，
一輛豪華四驅車昨午突然失控，直撼天
橋入口鐵欄。被撞毀鐵欄有如「穿心
箭」陷入車頭，幾乎直插入車廂，場面
異常嚇人；意外中車上一家3口同告受傷
送院。警方正調查車禍，是否與閃避車
輛失控，抑或「行錯路」造成。

防撞欄陷入車頭3呎幾
失事黑色豪華四驅車，事後擱在黃泥

涌道近馬場對開，通往香港仔隧道天橋
支路入口範圍，車頭直撞防撞欄，嚴重
損毀凹陷，除「泵把」飛脫，車頭冚亦
告摺曲，前座左右兩邊安全氣袋全部應
聲彈出。防撞欄陷入車頭引擎室位置最
少3呎，幾乎直撞入車廂，驚嚇場面令人
心驚肉跳。

女乘客傷勢較嚴重
意外中，懷疑一家3口受傷，包括姓江

（43歲）司機、姓周（38歲）女乘客、
及姓江（5歲）女童。當中女乘客傷勢較
嚴重，入院時要戴上頸箍，面露痛苦表
情。
事發昨午3時許，出事豪華四驅車沿

黃泥涌道往跑馬地，途至上址越過香港
仔隧道天橋支路行車線後驟然失控，懷
疑從路中心向左剷上石壆，繼而隆然直
撼防撞欄，車身嚴重損毀，司機連乘客
3人全部受傷。警方接報，立即聯同消
防及救護員趕至，將3名傷者救出，送
往就近律敦治醫院治療。意外原因仍待
調查。

四驅車撼欄 3口家險插死

▲四驅車在
黃泥涌道撼
欄，車頭嚴
重損毀。
劉友光 攝

◀女乘客傷
勢較重，需
臥床送院救
治。
劉友光 攝

■仵工將死於碌架床的兩名死者遺體舁送
殮房。

一年內4度遭宵小光顧的「戈林」，位於大圍大埔公
路沙田嶺段沙田嶺路8號，屋苑內共有11座各高3

層、採用歐陸建築風格的獨立大屋，屋苑外圍除了設有
3米高圍牆，另有大閘及聘有保安員負責保安，惟仍頻
遭賊匪潛入爆竊。

10號屋8號屋亦被爆竊
根據紀錄，去年1月中，上址10號屋有工人房的窗門
被撬開，兩名外籍傭工共被盜去約5,000元財物；同年4
月初，9號屋的鄭姓（29歲）女戶主報稱被盜去8隻名

錶及現金，共損失約100萬元；至去年9月，8號屋亦遭
爆竊，業主為網上論壇「香港討論區」董事何鉅昌，幸
無損失；詎料至昨晨，9號屋又再第二度遭到爆竊，根
據土地註冊資料顯示，9號屋為永發投資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唯一董事名為曾允斌。

持雨傘指嚇 推跌戶主逃去
昨日清晨6時29分，該獨立屋的曾姓（46歲）男戶主起

床後，在地下廚房煮早餐時，聽到樓上傳來異響，於是登
樓察看，赫見3名以飛虎隊頭套蒙面的男子由一房間走

出，其間雙方發生糾纏，戶主大聲呼叫，驚醒19歲兒子走
出房間察看，惟一度被賊人以雨傘指嚇，3名賊匪隨後推
跌男戶主，奔出屋前花園逃去，混亂間男戶主頭部及手部
受傷，忙通知屋苑黃姓（55歲）當值保安員報警。
未幾，大批警員到場在附近兜截3名身高約1.75米，

穿深色上衣、深色長褲，戴有黑色頭套的可疑男子，惜
無發現，男戶主頭部及手部輕傷，但拒絕送院敷治。經
調查，警員證實大宅地牢一扇門被打開，房間有被搜掠
痕跡，屋主證實一個手袋及一個鎖匙包被盜，兩樣物品
共值約1.8萬元，另有4萬元港幣及1萬元人民幣亦被盜

去，案件已交由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二隊跟進。

500米外豪宅疑被同一匪幫撬爆
至昨中午12時11分，距現場約500米外的大埔公路
沙田嶺段另一豪宅屋苑「桂園」第九座一名劉姓（64
歲）男住戶亦報案，指其獨立屋的大門有被撬痕跡，經
翻看閉路電視證實曾有3名年約30多歲男子企圖潛入單
位爆竊，警員到場調查後，證實屋內無財物損失，但不
排除兩宗案件俱為同一匪幫所為，合併交由同一隊刑事
調查隊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擁11
間獨立屋的大圍沙田嶺路豪宅「戈
林」，一年內4度遭宵小潛入爆竊，其
中9號屋繼去年4月被盜約100萬元財物
後，昨晨又遭3名以飛虎隊頭套蒙面的
賊匪潛入搜掠，男戶主一度與賊匪糾
纏，惜最終仍被匪徒逃脫，損失逾7萬
元財物，他頭部及手部輕傷，事後拒絕
送院敷治。另相距約500米外另一個豪
宅屋苑「桂園」昨午亦揭發有獨立屋遭
爆竊，警方不排除俱為同一匪幫所為，
刻下正展開追緝。

■■擁擁1111間獨立屋的大圍沙間獨立屋的大圍沙
田嶺路豪宅田嶺路豪宅「「戈林戈林」，」，一年一年
內內44度遇竊度遇竊。。

■探員到遭爆竊的豪宅
「戈林」調查。

■■疑遭同一幫賊匪企圖爆疑遭同一幫賊匪企圖爆
竊的竊的「「桂園桂園」」豪宅屋苑豪宅屋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