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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子謀殺雙親兩罪成 友脫罪
周凱亮繑手聞判無反應 謝臻麒獲釋鞠躬絆倒

商場做爆樽實驗
「科學痴」還柙

6萬院舍長者優先打流感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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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先後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
及哈佛大學的美籍金融顧問，聲稱自幼沉迷科學，去年10
月將清潔劑及錫紙碎片混入礦泉水膠樽，製成鹽酸爆炸
品，前往西九龍中心商場2樓進行「科學實驗」，將膠樽
從背包取出扔在地上，然後離去。5分鐘後膠樽爆炸，液體
及錫紙碎片飛濺。他昨承認管有爆炸品罪，律師求情指他
只欲製造巨響，因認為實驗「有趣」而犯案，現已有深切
悔意。他須還柙至下月17日判刑。

哈佛尖子 曾捐200萬行善
被告Ng Douglas（52歲），於美國麻省理工大學修讀化
學工程並擁有碩士學位，其後轉往哈佛大學求學，成績優
異並為學校尖子。他1992年回港從事金融投資工作，事業
成功，曾捐200萬元作慈善用途。他本月入兩萬美元，惟
事發後已遭停職，其後或更需離職。
律師求情稱被告擁有良好背景及高智慧，犯案乃因沉迷
科學實驗，是次的爆炸品只是用一般日用品製成，分別是
廁所浴室清潔劑及一般錫紙，再將之放入礦泉水樽內。

律師：因圓拱天頂爆聲更大
法官質疑被告為何不在自己家中實驗，律師解釋稱，因
西九龍中心擁有圓拱形天頂，能夠令爆炸聲更巨大。被告
無意圖藉此傷害他人及造成損壞，還柙至今已6個月，為
是次犯案感到深切後悔。
律師並傳召香港大學教授作心理專家證人，指接觸被告
多次，相信其重犯機會為零，又指他有深切悔意，並承諾
會尋求協助。
案發於去年10月25五日晚上10時許，有警員發現被告在

商場形跡可疑，其後被告從背包取出膠樽放在屈臣氏店舖對
開走廊上，然後離開前往8樓接回學習冰上曲棍球的女兒。5
分鐘後膠樽爆炸發出巨響，液體及錫紙碎片飛濺地上及天花
板。警員在8樓將他拘捕。
化驗報告指出，膠樽因載有約一成鹽酸成份及錫紙碎片，
打開瓶蓋後膠樽在4分鐘後因化學作用產生的壓力而爆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長沙灣發生天降角鐵插穿巴
士險殺乘客的驚險意外。一輛九巴雙層巴士，昨晨駛經青山
道時，上層車頂突遭一條由高處墮下的5呎長角鐵插穿刺入
車廂，各人大驚失色，慌忙走避，所幸無人受傷，警方經調
查，不排除角鐵來自附近房協一個建築地盤，正跟進事件，
暫時無人被捕。
警員接報到場證實無人受傷，檢走一條約5呎長、2吋闊的

角鐵枝，初步不排除鐵枝是由附近一個屬於房協的地盤高處
墮下，列作高空墮物及有汽車損毀事件，交由深水埗警區刑
事調查第六隊跟進，暫時無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66歲裝修工人在「佔旺」
期間，在旺角地鐵站涉嫌遇襲，其後由警員帶到聯興大廈問
話時拒絕交出身份證，警員準備將其帶上警車時，更捉住大
廈閘門不願離開，最後被多名警員按在地上制服。被告昨在
觀塘裁判法院承認阻差辦公，被裁判官斥年事已高「點解仲
唔收火」，最後判其監禁兩日。
辯方律師稱，被告樊添勝（66歲）認為當時自己沒有犯
事，不明為何警員要向他問話，所以拒絕交出證件。被告答
辯時，承認自己因一時愚蠢而犯案。裁判官稱當時旺角「風
頭火勢」，質疑被告到旺角的目的，樊回應稱自己當日只是
「路過」。

「佔旺」拒示身份證 翁阻差囚兩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失婚地盤信差前年10月與
17歲親生女兒發生性關係，導致她懷孕及誕下女嬰。在事件
被揭發後，他卻狡辯稱前妻在內地當妓女，不知女兒是否他
親生。55歲的被告上月在高等法院承認一項亂倫罪，昨被判
入獄6年8個月(80個月)。
法官杜麗冰昨日判刑時，痛斥被告行為瘋狂，是一個不知

羞恥的懦夫，剝奪了女兒的心靈自由，不單止沒有保護她，
反而侵犯她及違反父女間應有的信任。法官並讚揚受害人踏
出勇敢的第一步去報警，堪稱英雄。
心理創傷報告指受害人患上創傷後焦慮症，對所有男性皆

不信任。受害人去年8月誕下健康正常女嬰，其後被領養。

官倡研加重亂倫罪刑期
法官又特別關注現時亂倫罪的最高刑罰為入獄14年，令她

判刑時受到掣肘，她認為立法當局是時候考慮將刑期調高。
香港小童群益會成長發展中心主任鄭惠君認為即使法例最

高刑罰是終身監禁，也難以阻嚇侵犯者去抑壓自己的衝動，
他們不會理會後果，她指教育青少年自我保護是最重要，她
鼓勵仍然在水深火熱中的年輕人站出來尋求協助。

失婚獸父淫女誕嬰監80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嘉
里物流早前向城規會申請，將15層
高貨倉的嘉里（柴灣）貨倉，改建
為骨灰龕大樓，興建12萬個骨灰龕
位，引起附近居民強烈反對，暫時
城規會已至少收到4,355份意見，其
中 97%以上反對。有居民代表批
評，項目春秋二祭時勢必大幅增加
當區交通流量，祭拜時的煙火及灰
燼亦對附近民居造成空氣影響。
昨日城規會已上載461份意見，包
括民建聯多名區議員、立法會議員
及居民等，而東區區議員黃健興接
受本報訪問時，指昨日截止呈交意
見前，再向該會呈交3,174份來自藍
灣半島及附近居民的意見，以及700多份富欣花
園居民意見，意味合共已收到約4,355份意見，
其中超過97%反對，只有不足3%(約100份)意見
支持。

藥舖恐春秋二祭礙出入
工廠位於附近的幸福醫藥亦入紙反對，認為嘉

業街一帶工業活動頻繁，大量行人經過易有危
險，而春秋二祭時亦會影響員工出入，附近交通
亦無法負荷大量人流，雖然發展商提出建造碼頭
疏導，但選址鄰近躉船，將對載客構成危險，同
時亦質疑碼頭的實質分流作用。

黃健興憂致交通擠塞
黃健興昨日與藍灣半島業主委員會環境保安小

組召集人黃偉信，聯同50名當區居民到北角政府
合署請願。黃偉信認為，雖然發展商提出建造碼
頭分流，但環評報告顯示選用水路的市民較陸路
更多，批評內容脫離現實，擔心骨灰龕發展或最
終引致交通嚴重擠塞。
而且突如其來的骨灰龕大樓，對於當區居民亦

會造成心理感觀的不適。黃偉信透露，日前曾邀

請嘉里物流代表到屋苑進行諮詢會，大部分居民
已表達反對意見，但暫時未收到發展商回覆。而
4月16日區議會將有議程討論相關事項，暫未知
會否有發展商代表出席。
黃偉信又批評今次諮詢期太短，前僅三周，未

有足夠時間了解發展詳情。
至於支持意見，認為申請可紓緩龕位不足問

題，而水陸分流亦已解決交通擠塞問題。翻查資
料，嘉里(柴灣)貨倉位於柴灣嘉業街50號，鄰近
的大型屋苑包括藍灣半島、杏花邨、富欣花園、
新翠花園等，大部分居民都反對申請。地盤約
52,744方呎，總樓面約58.02萬方呎，日後的骨
灰龕大樓將命名為「港島紀念中心」(IMC)。

西營盤住宅申建酒店全反對
另外，現為住宅地帶的西營盤第三街15號至19

號，早前申請重建為1幢28層高酒店，提供95間
客房，諮詢期至今暫收到102份意見，近乎全數
反對，意見擔心交通配套難以負荷，而且亦減少
住宅供應。而荃灣川龍荃錦公路地皮，業主申請
於「非指定用途」地帶上，作低密度住宅發展，
樓面約19,596方呎，提供12間洋房。

「飛鐵」插穿巴士頂 乘客嚇餐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為應付流
感高峰期，衛生署已採購10萬劑南半球地
區季節性流感疫苗，預計最快於4月下旬運
抵本港。衛生防護中心昨宣布，疫苗可預防
疾病，科學委員會開會後決定將於5月底、
6月初開始，優先為6萬名居於院舍的85歲
或以上長者接種疫苗，其他長者則可到醫管
局門診注射，先到先得。中心總監梁挺雄解
釋指出，今季流感錄得的嚴重及死亡個案
中，大多為長者，而安老院舍爆發流感的比
率亦高，顯示長者特別是高齡長者屬高危人
士，故優先為他們提供疫苗。

逾40%流感個案安老院舍爆發
雖然本港流感高峰期已有回落跡象，但為
預防可能出現的夏季流感，當局仍建議市民
接種疫苗。梁挺雄表示，政府已訂購10萬
劑南半球地區季節性流感疫苗，該疫苗含有

目前主要流行的瑞士型H3N2流感病毒株。
梁挺雄稱，截至本月16日中午，因流感
相關而需入住深切治療部或死亡的個案中，
86%為65歲或以上長者，當中41.4%為85
歲或以上。死亡個案當中，93.5%為65歲或
以上長者，當中53%為85歲或以上。他又
指出，今季院舍爆發流感樣疾病的個案當
中，逾40%發生於安老院舍。
梁挺雄表示，由於高齡長者在感染流感後

引發嚴重疾病的風險較高，加上他們大部分
同時有長期病患，因此決定優先為6萬名居
於院舍的長者注射。他稱，當局會邀請私家
醫生到院舍為長者注射疫苗，醫生可獲每劑
50元注射費，預計約4萬名院舍長者會接受
注射。

其餘可門診接種 先到先得
餘下的5萬多劑疫苗將送往醫管局的普通

科門診，所有85歲或以上的長者可到門診
接種疫苗，先到先得，其後再考慮擴展至
80歲或以上及其他年齡層。梁挺雄表示，
接種疫苗兩星期後便開始有保護力，效力會
持續約9個月。

H7N9密切接觸者隔離新安排
另一方面，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宣布，

H7N9患者的密切接觸者將會有新的隔離政
策。中心總監梁挺雄表示，在新政策下，密
切接觸者需要服用抗病毒藥物5天及接受10
天的醫學監察，其間必須佩戴口罩，但可以
照常上班或上學；若患者由於身體原因或拒
絕接受以上安排，則需接受隔離10天。
梁挺雄解釋，由於H7N9病毒出現人傳人

的機會較低，密切接觸者服用藥物後能有效
防止發病，因此即時採取新政策，取代原來
所有密切接觸者均需接受隔離的措施。

■梁挺雄解釋，安老院舍
爆發流感的比率高，顯示
長者特別是高齡長者屬高
危人士，故優先為他們提
供疫苗。 葉佩妍 攝

嘉里貨倉改龕場 97%意見反對

■黃健興（前排左三）與黃偉信（前排左一），昨日聯同50名
當區居民到北角政府合署請願，反對嘉里（柴灣）貨倉，改建
為骨灰龕大樓。

首被告周凱亮（31歲）及次被告謝
臻麒（38 歲）各面對兩項謀殺

罪，案件原於去年8月審訊，但中途陪
審團解散。高等法院本年2月23日開庭
重審，法庭選出4男5女陪審團進行聆
訊。經過20天審訊，陪審團經過近7小
時退庭商議後，以八比一裁定周罪成，
並一致裁定謝脫罪。
開庭前一直繑手的周聽到結果後，表
情未有太大變化，至於謝雖戴上口罩，
但表情明顯輕鬆愉快，眼神為之一亮，
不斷望着法官及陪審團點頭，微微鞠
躬，在犯人欄內更一度絆倒。

官斥周「好演員」擅卸責
謝早前與周同承認兩項防止合法埋葬
屍體罪，暫委法官司徒冕處理判刑時表
示，謝臻麒將周凱亮視為朋友，兩人起
初交往時，謝並不知道周其實極度危
險，會操控他人，謝聞言立即高呼「
家先知！」法官續指周是個好演員，擅
於將所有錯誤推卸到別人身上，做人完
全失敗，卻不認為自己有錯。

信謝見殘肢驚恐被迫幫手
法官又指周看似對謝仁慈、慷慨，但

其實只是利用他，不幸的是謝智商較
低，為人天真、容易相信人，一生均被
欺負及利用，自2010年自殺後，身體、
腦袋更受到損害。周將謝租用的大角咀

單位用作「邪惡用途」，當謝嗅到難忍
氣味後，周向他展示殘肢，相信謝當時
定必處於驚恐狀態。周令謝認為自己
「走唔甩」，並強迫其協助處理殘肢，
又威脅對謝母不利，令他不敢報警。

9陪審員獲終身免任
法官又指一般不會評論陪審團裁決，

但他對陪審團的正確裁決毫無質疑，下
令9人陪審團可終身豁免擔任陪審員，
並獲雙倍津貼。
謝的代表資深大律師郭莎樂表示，謝

聞判後情緒興奮激動，只想盡快與姊姊
見面，對未來未有進一步計劃。郭稱滿
意謝當庭釋放的判刑，不會提出上訴。
至於周則未與代表律師會面，未知會否
上訴。

謝姊擁弟離庭斥記者恐怖
當庭釋放的謝於昨晚7時，在胞姊陪
同下離開法院，現場混亂，大批記者湧
前，要求姊弟倆作出回應。謝姊愛弟心
切，一直擁緊弟弟，直斥「你哋（記
者）好恐怖」，要求「唔好嚇親我屋企
人」、「畀啲空間我哋」，謝則沒有回
應提問，之後乘的士離去。
有記者開車追蹤，發覺的士經西隧過

海，兩姊弟之後在旺角朗豪坊落車後，
再轉乘接應私家車離開。
本案為本港首宗弒雙親碎屍案，智商

高達126的周早於案發前約半年開始計
劃殺人，前年3月1日誘騙父親周榮基
（65歲）及母親蕭月兒（62歲）到案發
單位，在20分鐘內以刀殺死雙親。其後
周干擾警方調查，向警方訛稱曾與父母
前往旺角，父母告訴他要回內地遊玩。
周被捕前一直參與「尋親」，包括在

社交網站設立尋親專頁、透過傳媒「上
鏡」呼籲公眾人士提供消息，又與胞兄
周凱膺一同報警，回內地找尋父母。
周被捕前一天先後相約朋友及表姐，

其間承認殺人，協助警方調查期間又透
過電話訊息向朋友剖白殺死父母，指自
己「心理變態」，無法感受他人痛楚。
被捕後，周稱本打算自殺，但謝勸他
「不如殺人，帶多幾個落去」，以報復
世界。他堅稱沒肢解屍體，指是謝負
責，更稱謝曾計劃待殘骸冷卻「斬
件」，扮成「無人要叉燒飯」棄置。涉
案單位其後被搜出600多個新飯盒。
智商只有84的謝一直向警方堅稱沒有

殺人，反指周向他展示殘肢，並威脅他
「走唔甩」，他擔心周會對母親不利，
只好協助周處理屍體。
警方在案發單位發現兩部被膠紙封

住、墊有毛巾的雪櫃，分別放有男女
死者的頭顱，及其他人體殘骸等。另
一間房則有3個盛載人體殘肢的黑色垃
圾袋，相信屍體曾被鹽醃及微波爐加
熱。

大角咀夫婦被幼子殺害及碎屍案，昨日陪審團退庭商議僅7小時即有裁決，首被告逆子周凱亮

謀殺父母兩項罪名成立，還柙至下周一判刑，料會依例判處終身監禁。而他的朋友、次被告謝臻

麒，陪審團一致裁定其謀殺罪名不成立。但他早前已承認非法處理屍體罪，獲判監1年，由於他

案發後已扣押兩年，故獲當庭釋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大角咀夫婦碎屍案，兩死者兒子周凱亮謀殺罪
名成立還押候懲。

■次被告謝臻麒謀殺罪不成立，由家人陪同離
開高院。

■其中一個曾用收藏經微波爐「叮」熟碎屍的
雪櫃。 資料相片

■男死
者周榮
基。

■女死
者蕭月
兒。

■■首被告周凱亮首被告周凱亮
是愛犬人士是愛犬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去年5月立法會財委會審議
「三堆一爐」時，西貢區議員方國珊（48歲）與兩名議員助
理張美雄（26歲）及方裕政（30歲）涉藐視立法會，違反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案件昨在東區裁判法院提
堂。控方決定繼續起訴3人，並訂於5月5日開審，控方將傳
召3名證人，預計審訊兩天，其間3人獲准繼續保釋。
控罪指，議員方、張兩人於去年5月7日及13日立法會會
議期間，涉在公眾席展示標語及不守秩序，令會議一度中
斷，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的行政指令。另一
被告方裕政則被控於5月7日妨礙執行職務的立法會人員。

方國珊等涉藐視立會5月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