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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祖父攬一歲孫跳樓亡
憂對家庭無貢獻 老紮鐵工厭世勸不了

控方：魔子或為錢殺父母

聆聽長者傷心話 疏導尋助避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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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現場為彩德邨彩義樓13樓一單位，住有鄧姓一家五口，包括
祖父鄧直秋（68歲）、祖母、兒子夫婦（30餘歲）及孫兒鄧仁

舜（13個月大），三代同堂關係良好，爺爺亦非常愛錫孫兒，本樂
也融融。
據悉，爺爺原為紮鐵工人，但因年紀老邁，年多前已開始無人聘

用。兒子是地盤散工，但最近亦沒工開，一家僅靠當文員的妻子賺
錢養家。鄧家雖暫無經濟困難，但生活只能勉強維持。爺爺另有一
名兒子在內地居住，但申請來港多時仍未成功，農曆年間無法一家
團聚。

對病孫疼錫 寸步不離照顧
現場消息稱，爺爺失業後自感對家庭無貢獻，意志消沉，並不時
借酒澆愁，有抑鬱病傾向。昨晨9時許，爺爺曾向老伴透露厭世念
頭，經勸慰下心情始平服，並抱着愛孫偕老伴齊到街市買餸。街坊
表示，爺爺對男孫十分疼錫，男孫近日感冒不適，他連日寸步不離
地照顧。昨晨他抱愛孫落街時，有保安員更向其孫兒派利是。
消息稱，買餸返家後老伴入廚房煮飯，兒子仍在房間休息，媳婦

則已外出上班，只剩爺爺在客廳弄孫為樂。至中午12時許，懷疑有
人突推開客廳窗花跳樓，未幾大廈先後傳出兩聲墮物巨響。有居民
發現一名幼嬰倒伏地下行人路，一名長者則跌在一樓平台簷篷，急
忙報警。警方及救護員趕至，立即將爺孫送往聯合醫院搶救，惜先
後不治。
警方登樓調查時老伴始驚悉事件，大受打擊一度不適，須送院治

理，抵院後再聞悉至親俱身亡，當場痛哭失聲，哭聲傳遍急症室。
媳婦接通知獲悉愛兒慘死亦哭成淚人，其夫痛失老父及兒子，又要
安撫母親及妻子，心情惡劣。

廳遺半枝米酒 列謀殺自殺
秀茂坪警區署理助理指揮官譚威信以悲劇形容今次慘案。他表

示，警方暫未發現爺爺有精神病紀錄，但疑有情緒問題，現場客廳
遺下半枝米酒，重案組正追查事發時其精神狀態，及是否受酒精影
響。現場亦無檢獲遺書，該個家庭過去沒有家暴紀錄，事發前亦無
糾紛及爭吵，事件暫列謀殺及自殺跟進，兩爺孫如何墮樓亦有待查
證。警方稍後並會向鄰居做問卷調查搜集資料。
社會福利署發言人表示，根據記錄死者及其家人並非社署的跟進
個案，社署已接觸死者家人，就他們的福利需要提供適切援助，稍
後亦會派社工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情緒輔導或跟進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杜法祖）新正頭本應

喜氣洋洋，牛頭角彩德邨卻發生罕見人間悲劇。三代同

堂六旬紮鐵工失業逾年後疑耿耿於懷，昨晨向老伴透露

厭世念頭，下午旋即在家中推開窗花，疑攬同年僅13個

月大男孫雙雙墮樓慘死。新春連環喪親令家人悲慟不

已，老伴更因情緒激動須送院治理。警方形容事件是家

庭悲劇，暫列「謀殺及自殺」案，深入調查事件原因。

近年攜兒童跳樓事件
日期 事件
2010-05-31 東涌逸東邨剛領綜援3口家庭，32歲妻疑因丈夫失業兼債務困擾，趁夫熟睡攬

同4歲半女兒由17樓躍下，母死女命危。
2010-02-07 一家3口在西九龍中心商場酒樓品茗時，夫婦疑就4歲女兒升學問題鬧翻，妻

突抱女跨欄跳樓，幸女兒被安全繩網阻擋大難不死，狠母卻直墜地面身亡。
2008-05-09 上水御皇庭一名婦人疑不滿丈夫有婚外情，殺死女兒後抱屍跳樓身亡。
2009-01-10 上水彩園邨一名27歲男子疑「索K」後失常，掟兩歲姪女落街後再攀窗跳樓

自殺雙雙斃命。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熱線：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種語言防止自殺服務：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2389 2222
生命熱線： 2382 0000

七旬婦捲巴士底
輾腹拖行20米慘死

昨日攬孫跳樓身亡的祖父，於事發前曾向
家人透露有輕生念頭，但仍未能阻止悲劇發
生。中大教育心理學講座教授侯傑泰亦提醒
市民，無論遇上任何問題與困難，都不應以
死解決，他指逾半企圖自殺的人，都會向人

透露輕生的念頭，提醒身邊人不應忽視，有需要
應尋求專業人士協助，不要諱疾忌醫。
和諧之家總幹事陶后華表示，長者最常出現

的負面情緒，包括對生活失去希望、認為自己

是家人的負累等。
陶后華指出，有部分人認為若家庭成員親口

提出會自殺，便代表其不會自殺，但這是錯誤
的想法，家人若發現家庭成員有負面情緒或有
自殺念頭，應小心聆聽和回應他們的擔憂或訴
求。陶又認為，有時照顧小童也可能是情緒壓
力來源，建議若家庭成員有情緒問題，應暫停
讓他們照顧小童，避免增加其壓力。

■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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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義樓發生祖父攬孫由13樓跳下，分別死在平台（祖父）
及樓下（男孫）。 鄧偉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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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筲箕灣愛
東邨前年7月發生倫常命案，持雙程證來
港的內地司機錘擊女友及用刀割頸將其殺
死，再錘打兩人一對7歲至8歲子女後，自
己割脈及開煤氣企圖自殺，最終導致子女
吸入一氧化碳死亡。獲救司機昨在高院承
認為取得居港權，向女友逼婚不成及懷疑
她另有男人，爭執其間將女友及子女殺
死，依例被判終身監禁。
來自廣東河源的39歲被告張文基昨承認

3項謀殺罪，指他於2013年7月25日，在
愛東邨愛旭樓一個單位內，謀殺33歲女友
張桂蓮、兩人的8歲長女張丹和7歲幼子張
倫，被判終身監禁。

圖獲居港權 曾威脅殺準岳父母
案情透露被告與女友於2003年在內地認

識，同居並生下一子一女。女友於2006年
與香港老翁結婚，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證，
至前年3月老翁病逝，女友繼承亡夫的愛
東邨單位。被告認為女友「假結婚」取得
香港身份證後便想拋棄他，在老翁死後多
次向她「逼婚」，以讓他取得居港權，否
則威脅殺害她的父母。
被告又懷疑女友「勾佬」，不時偷看
她的手提電話，令她不滿。案發前一
日，女友曾向社工哭訴情況，社工勸二
人冷靜溝通及不要使用暴力。至案發翌
日，消防員接報懷疑單位漏煤氣，破門
入屋後發現被告昏迷床上，其女友及子
女倒斃屋內。警方見被告手腕有割痕，
身旁有一個染血的月曆，寫上「因為我
老婆不忠，搞到我全家都要死，我要帶
埋仔女一齊死」等字句，又發現染血的
錘及刀。被告當日送院獲救，5日後出
院。

錘擊女友頭24次 煤氣焗死兩童
法醫證實被告女友被錘擊頭部達24次，

頸部被割傷當場不治。兩名小孩頭部被錘
擊，於被告開煤氣時仍然在生，因吸入一
氧化碳中毒而死。

法官判刑時指4名醫生一致診斷被告沒有精神
病，犯案出於嫉妒，斥他行為兇殘得難以形容，
將家庭糾紛演變成悲劇，奪去3個無辜者性命。
其子女看着母親被父親殺害，必定承受難以想像
的恐懼。法官又特別讚揚社工不時需要處理家庭
糾紛及安撫別人的感情創傷，是極為艱巨的任
務，對社會極為重要。

幼子涉夥同友人弒雙親後碎屍
案，昨日在高等法院開審。兩名被
告否認兩項謀殺罪，控方開案陳詞
指幼子向警方透露，友人曾打算將
父母屍首部分斬成肉碎配以白飯，
扮成「叉燒飯」棄置。控方又稱幼

子在電腦建立了查看父母銀行戶口及信
用卡資料的記事誌，認為經濟利益可能
是幼子的其中一項殺人動機。
首被告幼子周凱亮（31歲）及次被告謝

臻麒（37歲），昨否認在前年3月1日，
謀殺周榮基（65歲）及蕭月兒（62歲）。
法庭遴選陪審團時，兩被告先後反對

5名女士出任，另外一名男士因女兒患
有精神問題獲豁免，最終選出的9人陪

審團為5女4男。首被告周凱亮表現冷
靜，不時面露微笑，以英語與法庭書記
對答，次被告謝臻麒則表現相對緊張。
控方開案陳詞指，首被告以邀請父母

參觀及清潔新租住的大角咀海興大廈單
位為由，前年3月1日陪同父母到上址
後，與次被告用刀斬殺父母兼碎屍。根
據閉路電視記錄，控方估計兩名被告在
20分鐘內殺害兩人。

曾計劃做「人肉叉燒飯」棄屍
控方指，兩名被告打算將死者肢解及

棄置殘肢，令兩名死者消失得「無可追
溯」。首被告向警方稱，肢解屍體由次
被告負責，次被告指自己用鋸及刀將屍

體肢解，其後將7件至8件用鹽醃好的殘
肢放在3個防潮箱內，其他剩餘部位則
烹煮，控方指法醫估計屍體殘骸曾被微
波爐加熱。
首被告更向警方大爆次被告曾計劃待

屍體殘骸冷卻後，將它「斬件」放在白
飯上，假扮成「無人要的叉燒飯」，逐
少丟到垃圾桶棄置。控方指警方在大角
咀涉案單位中發現600多個新飯盒。

知父母「失蹤」7年可分遺產
控方指，首被告曾向警方自稱殺人並

非為金錢利益，而是出於和父母的「感
情連結」愈來愈差，他向警方指父親自
以為是、母親亦不滿他的成就，但他承

認知道只要父母「失蹤」7年，便會被
頒發死亡證明，屆時他亦可分得遺產。
控方續指，首被告在案發後的10天，
在其電腦建立了查看父母銀行戶口及信
用卡資料的記事誌，他又在「行動清
單」加上查問父母股票一事，認為經濟
利益可能是他其中一項殺人動機。
控方指，次被告向警方堅稱沒殺人，

只是受首被告指使下棄屍，他表示自己
在案發後的2天或3天回家時，嗅到家中
有強烈清潔劑味道，追問首被告後，首
被告微笑並向他展示裝有人手的箱。惟
警方其後向次被告播放首被告承認兩人
分工殺人的錄影會面後，次被告隨即改
口承認殺人。 ■記者杜法祖

將軍澳隧道7車「串燒」4人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將軍澳隧道
公路昨在新春假期後首個上班工作日清晨即發
生車禍，有7車連環相撞共4人受傷，意外導
致將軍澳隧道往將軍澳方向一度全封，交通癱
瘓兩個半鐘。
車禍現場為茵怡花園對開將軍澳隧道公路，

距隧道出口大約200米。事發昨清晨6時31
分，一輛中型貨車經隧道入將軍澳，沿慢線駛
離隧道約200米，司機因應道路情況減速，疑
因天雨路滑，尾隨3部的士、兩輛輕型貨車及

一輛旅遊巴相繼收掣不及，釀7車連環相撞。
意外中共有4人受傷，包括3名的士司機及
一名輕型貨車司機，其中一人被困，須由消防
員到場撬門救出送院治理。
由於涉事7車堵塞兩條行車線，經隧道入將

軍澳方向須全線封閉，交通嚴重受阻，巴士要
改道而行，其他車輛亦紛紛改由秀茂坪寶林路
入將軍澳，其間車龍一直伸延至觀塘繞道。大
塞車歷時兩個半鐘，至上午9時當肇事7車相
繼被拖走後現場始解封，交通才回復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美孚新邨巴士總站昨午發生奪命車
禍。七旬老婦昨日年初五偕夫到美孚新邨拜年後離開時，在巴士總
站被一輛巴士撞倒，捲入車底輾過腹部拖行約20米慘死，巴士車長
仍懵然不知，至被途人喝止才停車，其後因涉「危險駕駛導致他人
死亡」被捕，死者老伴驚聞噩耗悲慟欲絕。西九龍總區交通部特別
調查隊正調查肇事原因。
拜年慘被巴士車死老婦姓梁、74歲，其夫姓邵，夫婦同住牛頭角
區。被捕巴士車長同姓梁、61歲，因涉「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
被捕，已獲准保釋候查，現場消息稱，他駕駛行走美孚至顯徑的
46X線巴士。

車長懵然不知 途人喝止停車
事發昨中午11時55分，梁婦與丈夫到美孚新邨親友家拜年，其後
離開步行至葵涌道天橋底的巴士總站，準備過馬路乘車離開。當時
其夫行前，梁婦隨後，其間她被一輛剛駛離車站的46X線巴士右邊
車身撞到，繼而被捲入車底遭右後輪輾過及拖行，其夫當時仍未知
妻子出事，巴士車長亦懵然不知繼續開車前行，將老婦拖行約20
米，被途人發現高聲喝止才始停車。
救護員接報到場將梁婦救出，當時她已奄奄一息，送抵瑪嘉烈醫院搶
救後證實不治。其夫陪同送院，驚聞噩耗失聲痛哭，一度情緒激動。
警方在現場調查後將肇事巴士車長拘捕，西九龍交通特別調查組
第二隊主管辛倫欽高級督察表示，正調查車禍起因，包括事主過馬
路的位置是否適合，以及車長有否留意行人過路。辛欽倫又指現場
並非交通黑點，惟亦非斑馬線，初步相信意外與車速無關，只是車
長不察覺事主過馬路所致。

■將軍澳隧道公路發生七車連環相撞，救護車要停在逆線接載傷者送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