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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行山失蹤 兒上山尋覓
友：曾透露唔開心 警消防民安隊接報搜山無發現

西九掃黃賭毒 警拘43人 印
度
男
圖﹁留
妻﹂
虛
報
飛
機﹁
炸
彈﹂

獨立屋遇竊 高盛高層失財25萬

機場「天有眼」揭清潔工偷竊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杜法祖）印
度裔男子疑為阻止
妻子乘飛機回南
非，昨午夜竟涉嫌
在灣仔一公共電話
亭，打出電話虛報
飛機有炸彈後仍徘
徊不去，被追查電
話 來 源 （ 「 追
線」）趕至場警員
當場拘捕。案中被
虛報機上有炸彈的客機，其實在警方收到虛報電話前已如常起
飛離港，並無受事件影響。
被捕男子Maadd、63歲，持有本港身份證，他涉嫌「炸彈

嚇詐」罪被扣查。事緣昨午夜零時14分，警方接獲匿名男子
報警，指一班將於稍後時間由香港飛往南非的航機上有炸彈。
警方接報航機上有炸彈大為緊張，馬上「追線」，發覺匿名

電話來自灣仔軒尼詩道313號至317號對開電話亭，即時派員
往調查。警員到場時，發現一名印度裔男子形跡可疑，並出入
電話亭，上前截查時揭發其與案有關，於是當場將其拘捕。
被捕後疑人事後透露，因欲阻止妻子乘飛機回南非，才出此下策

虛報航機有炸彈，案件現交由灣仔警區刑事調查第九隊跟進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赤鱲角機場超級一號貨運站昨凌晨
發生盜竊案，一名清潔女工涉偷走他人大意遺下的一箱電子零件，
之後與同事分贓，但在「天眼」監察之下被揭發，警員到場將涉案
兩人拘捕並起回贓物。
事主是一名42歲姓劉運輸工人，昨凌晨4時許，他負責運送一批

共300箱電子產品，到赤鱲角駿運路9號超級一號貨運站，但在卸貨
後發現其中一箱電子產品不知所終，遂向機場保安部門求助。保安
員翻查現場閉路電視錄影片段後，發現該箱電子產品懷疑意外跌在
地上後，被一名清潔女工以手推車推走，於是報警。
警方接報到場調查，尋獲涉案45歲姓麥清潔女工，由於她報稱曾

將部分電子產品交予另一名55歲姓蔡男同事處理，警方於是以涉嫌
盜竊，將麥、蔡兩人拘捕，並起回失物，案件由機場警區刑事調查
隊兩隊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李碩培位於
赤柱伊甸園的獨立屋，前晚遭賊人由後門潛入爆竊，損失約值25萬
元財物。警方調查後發現屋苑近山位置有獨立屋正搭棚翻新，懷疑
賊人經由棚架潛入屋苑行事，正追緝歸案。
位於赤柱村道18號的伊甸園於1977年入伙，由A至G共有7間3
層高獨立屋，遇竊獨立屋屋主是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李碩培。資料
顯示遇竊獨立屋由李碩培與妻子聯名於2006年以逾3,500萬元購入
自住。
前晚約10時，47歲姓李女戶主夜歸返家，入屋發現房間凌亂，有

明顯搜掠痕跡，後門更被打開，懷疑遭爆竊馬上報警。警方到場調
查，並在附近一帶搜索可疑人，惟無發現。
現場消息稱，在警方調查期間，洋名Ronald的李碩培亦趕回家協

助調查。警方發覺屋苑靠近山邊位置，有一間獨立屋正進行翻新工
程，外牆搭有棚架，不排除賊人由山邊攀爬棚架，避開保安耳目潛
入屋苑，再挑屋內無人的單位爆竊。
戶主點算後證實損失手錶、耳環及戒指等財物，總值約25萬元。
案件列作爆竊，交由西區刑事調查第七隊跟進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名疑
患有心血管疾病壯漢，昨晨偕同友人到
元荃古道行山，惟起步不久行至荃灣下
花山斜路時，懷疑病發突然暈倒，飛行
服務隊直升機接報趕至將其送院搶救，
惜終返魂乏術不治。警方調查後相信事
件無可疑，列作「行山人士求警協助」
處理，事主死因有待驗屍確定。
死者姓方、48歲，現場消息稱他身材

肥胖，疑患有心血管疾病，初步不排除
他因上「長命斜」，引起心臟負荷過度
肇禍。

山路崎嶇直升機送院
消息稱，方昨晨偕同兩名友人往遠足

行山，3人由荃灣荃景圍出發，沿元荃古
道擬前往深井。至昨晨9時51分，當眾

人行至近下花山上斜路段時，方突感不
適並倒地昏迷，友人見狀大驚報警。因
現場山路崎嶇，政府飛行服務隊派出直
升機到場將傷者吊起，送往東區醫院搶
救，但最終證實不治。警員經初步調
查，獲悉方身體有病，相信事件無可
疑，死因有待驗屍確定。
有行山專家稱，行山遠足對長期病患

者應有好處，但必須量力而為，他指由
荃景圍到下花山，即由平路突然變成
「長命斜」，正常人行至該路段都會
「氣喘」，如心血管有問題，更會導致
心臟負荷過重。認為患病山友應找一些
較易行的山徑，如西貢的麥理浩徑第一
段、港島徑一些較平坦路段等，難度宜
由淺入深，待身體適應後才行難度高的
路段，便會較為安全。

據心臟科專科醫生指出，心血管病患
者能否行山或運動，首先應向醫生了解
自己的病情，以及醫療進度，舉例如血
管只輕微收窄並無栓塞，只須服藥已可
控制病情者，行山當然沒有問題；但如
已有血管栓塞或做過「通波仔」手術，
則事前應由醫生作風險評估，最終要由
醫生決定能否做或做何種運動。

▶▶有有1010多年行山經驗婦多年行山經驗婦
人行山失蹤人行山失蹤，，民安隊在沙民安隊在沙
田坳道出發上山搜索田坳道出發上山搜索。。

▲▲行山失蹤婦人湯彩鳳行山失蹤婦人湯彩鳳。。

■■心急如焚的兒子心急如焚的兒子
展示一幀失蹤母親展示一幀失蹤母親
與家人的合照與家人的合照。。

懷疑行山失蹤女子湯彩鳳、53歲，與家人同
住慈正邨正怡樓，她身高約1.58米，中等

身材、短髮及戴眼鏡，失蹤前身穿淺綠色背
心、灰色長袖衣、卡其色褲及粉紅色帽，背着
藍色背包、手持行山杖。

10年經驗每周行山4次
現場消息稱，湯婦在五六年前喪夫後，與兒
子相依為命，目前在一間護老院工作，其姓梁
兒子則待業。湯熱愛行山，有10多年行山遠足
經驗，是香港翠綠遠足隊成員，每星期行山約4
次，即使無伴亦會單獨往行山。
據其兒子昨日表示，湯前日一早便離家，表
示往沙田坳行山，但直至入夜仍未見歸家，由
於情況反常，因擔心母親安危，於前晚9時許報
警求助。
警方昨晨即聯同消防員登山展開搜索，民安
隊昨中午派出山嶺搜救中隊成員到場協助搜
索，在沙田坳的獅子亭起步，沿着觀音山村往
沙田方向尋覓，其間有行山友表示，前日上山

放狗時，在一處溪澗見過湯，民安隊於是和該
名女子一起到附近搜尋。

子：平時母會有短訊通知
同一時間，民安隊另一批成員連同警方、消

防在沙田坳道涼亭設立指揮中心，協調搜索路
線，湯的兒子拿着母親的照片在場等消息，他
指母親經常行山，每次都會透過WhatsApp通知
家人去向，但今次未有收過母親任何訊息，令
他擔心不已，呼籲見過其母的行山人士向警方
提供消息。
警方呼籲任何人如曾見過湯或有其消息，請

致電2352 9400與黃大仙分區人員或任何一間警
署聯絡。
據香港翠綠遠足隊成員透露，湯婦近日曾向

山友表示不開心，惟未有透露具體原因，山友
當時曾建議她多往行山散心，但近周她已沒有
參與會方舉辦的活動。昨日遠足隊成員亦自發
兵分四路，分別在沙田水泉澳、獅子山及飛鵝
山等處，協助救援人員尋找湯婦的下落。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杜法祖） 一名近日
曾透露不開心中年婦
人，前日早上離開慈雲
山住所表示往沙田坳行
山，惟一去不返，家人
憂慮其安全，至前晚9
時許報警求助。警方、
消防員聯同民安隊昨晨
大舉登山搜索，女事主
兒子及行山友人亦到場
協助，惟至入夜仍無發
現，搜索行動今日繼
續。

■■為阻妻離港印度漢打出虛為阻妻離港印度漢打出虛
報機上有炸彈的電話亭報機上有炸彈的電話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 警方在西九龍
大舉掃蕩黃、賭、毒非法活動，共有43人被捕，
其中在突擊搜查上海街一個懷疑毒窟時，9名疑人
跳窗逃走，卻全數跌傷落網，行動中起出毒品及
攻擊性武器。
旺角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特遣隊、雜項調查隊
聯同西九龍總區機動部隊人員，前日傍晚展開代號
「犁庭掃穴」反三合會行動，突擊搜查旺角區共
29處地點，包括娛樂場所、旅館及住宅單位。
行動中警方共拘捕35男8女(年齡15歲至66歲)，
他們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經營毒窟」、
「管理賣淫場所」、「販毒」、「吸毒」、「藏
毒」及「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等罪行被捕，行
動中警方共起出毒品總值5.5萬元。

9人跳窗逃走墮樓傷
當警員持法庭手令進入上海街507號，一個懷

疑是毒窟的單位搜查時，屋內有9名男女聞聲慌
忙跳窗逃遁，惟全部人均跌傷被捕，其中一人更
跌斷腳骨，分由多輛救護車送院。警方於毒窟案

中共拘捕18男6女(33歲至66歲)，涉及販毒、吸
毒及經營毒窟；至於跌傷的9人分別為6男3女
（35歲至48歲），警員於單位內檢獲24克海洛
英及小量冰毒。
據悉，該毒窟經營了數個月，相信由黑社會操

縱。
警方又於砵蘭街211號一間旅館及一娛樂場所

中檢獲一把牛肉刀、兩把西瓜刀、約8克懷疑冰

毒及約10克懷疑可卡因，拘捕4男1女(19歲至35
歲)，他們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及藏毒」。
此外，中區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於昨凌晨約1

時，於德己立街41號對開拘捕一名27歲外籍男
子，在他身上檢獲小量懷疑可卡因；至昨凌晨約4
時，探員再於雲咸街41號對開，拘捕另一名32歲
外籍男子，亦於其身上檢獲小量懷疑可卡因。兩
疑人所藏可卡因共值約3,000元。

教院準教師壓力爆煲自縊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大埔露屏路香港教育學院一名陳姓
女學生，懷疑不勝功課壓力，昨傍
晚6時，其21歲姓陳男友上門探訪
時，在葛量洪堂宿舍發現她在房內
用絲巾上吊，慌忙將她解下及報
案，惟女事主已陷入昏迷，由救護
員急送入大埔那打素醫院搶救，惟
抵院後證實不治，終年22歲。
準教師多名家屬事後趕到醫
院，有女親屬驚聞噩耗，傷心痛

哭。警方檢獲
遺書，經調查

認為事件無可疑，懷疑女生因功
課壓力問題厭世。
教院發言人表示，教院在下午6

時許接獲通知，指一名女生懷疑在
宿舍自殺，送院後證實死亡。校方
對事件感到非常難過，並向學生家
人致以深切慰問；學生事務長及學
生事務處的輔導員亦已趕抵醫院提
供協助，並為其家人提供支援。另
外，校方亦會安排輔導員，為受影
響及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情緒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
任職保安員男子疑因欠債淪為劫
匪。昨凌晨他身懷魚生刀、口罩及
手套，在深水埗基隆街後巷因形跡
可疑被警員截查拘捕，揭發他與日
前就近一間便利店被劫案有關。
被捕男子姓張、41歲，報稱任

職保安員，家住北河街66號一劏
房單位。昨日上午被深水埗警區
刑事調查隊第一隊人員押返其劏
房搜查，再檢獲一把簇新菜刀
（見圖），共涉「打劫」及「藏
有攻擊性武器」兩罪被扣查。
昨凌晨4時25分，警方西九龍總

區衝鋒隊人員在深水埗巡邏期間，
於基隆街216號一後巷發現一名中
年男子形跡可疑，截停調查時在其
所穿牛仔褸內，發現藏有一把約12

吋長魚生刀，另有手套、鴨舌帽、
口罩及環保袋，遂以涉嫌「藏有攻
擊性武器」罪名將他拘捕。據悉，
疑犯是失婚人士，辯稱攜帶利刀用
以自衛。
不過警方經進一步調查後，揭發

他與本月10日凌晨，附近北河街
106號便利店被持刀匪徒劫走1,600
元的劫案有關，疑犯其後亦承認涉
案，並透露因欠債10多萬元犯案。

警後巷截查攜刀漢 揭涉便利店劫案 紅鞋女腐屍擱淺娥眉洲石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靠

近本港東北邊境水域的小島嶼娥眉
洲，昨晨有釣魚發燒友發現有穿紅鞋
女屍擱淺在一石灘上，屍首已嚴重腐
爛，相信已死去多時；由於現場毗鄰
內地水域，不排除女死者為內地人，
死後隨水流漂至石灘，警方正追查女
死者身份，暫未確定事件是否有可
疑。
案發現場、娥眉洲位處船灣郊野公

園東北面對開的印洲塘海域，鄰近邊
境水域，遙對大鵬灣，介乎吉澳洲及
往灣洲之間。該海域一帶沙洲及島嶼
因位處偏僻，交通不便，故平日人跡
罕至，只有假日才會有釣魚發燒友登
島磯釣或乘舢舨在附近海域垂釣。
昨晨10時許，有釣魚發燒友聯袂

到娥眉洲垂釣，在小島其中一個小石

灘岸邊發現一具已嚴重腐爛的女腐
屍，遂報警調查。
水警聯同消防趕往調查，初步證實

女死者年約20歲至30歲，1.5米高，
瘦身材，短黑髮，被發現時身穿粉紅
色外套、黑色長褲、及穿一雙紅色皮
鞋，但卻無任何身份證明文件，屍首
已嚴重腐爛並傳出惡臭，暫難確定死
因。警方其後安排將屍首運送殮房，
等候進一步剖驗確認死因。案件交由
邊界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接手調
查。
現場消息指，由於現場鄰近大陸水

域，過去亦曾經發現有內地人的屍體
隨水飄流至附近一帶小島擱淺，故不
排除今次案中女死者也是內地居民，
但其真正身份、來歷及死因，仍然有
待警方查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
名外籍男子昨午在跑馬地一幢豪宅大
廈墮樓身亡，警方在現場未有檢獲遺
書，初步相信事件無可疑，正調查事
主墮樓原因。
死者名 Sebastian、43歲。現場為

山光道 20號，事發昨日中午約 12
時，事主被發現倒卧在上址大廈停車
場平台，懷疑他由高處墮下。救護員
接報到場證實他已明顯死亡，毋須送
院，警方調查後相信事主在樓上一單

位墮下，但未有檢
獲遺書，死因有待

驗屍確定。
另外，北角英皇道294號五洲大

廈，昨凌晨約零時50分亦發生恐怖墮
樓分屍事件，一名76歲姓戴老翁，被
發現從大廈17樓住所墮下，跌中3樓
外牆的招牌鐵架，身體被劏開兩截慘
死，屍首分別掛於3樓及1樓鐵架上。
消防員接報到場，須利用升降台將

殘肢移返地下，再由仵工舁送殮房。
警方調查後懷疑事主因病厭世，事件
無可疑。

病翁跳樓遭招牌架分屍

■■在警方在警方「「犁庭掃穴犁庭掃穴」」大反黑行動被捕男女大反黑行動被捕男女。。

■■在在「「毒品飯毒品飯
堂堂」」攀窗逃避攀窗逃避
警方搜查受傷警方搜查受傷
女子女子。。

胖漢疑胖漢疑患患「「心心病病」」遭遭「「長長命斜命斜」」奪奪命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