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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歷」綁4日 羅君兒記招報平安
強調身心無受傷害 多謝父母奔波營救 盼公眾給予空間

逆子騙簽綠表 7旬翁失屋申覆核

兩度擅闖天台 女會計跳樓殞命

假醫生證無精神病 還柙再訊

2800萬綁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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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女會計疑為情困厭世，前晚在
柴灣興華邨興翠樓擅闖天台被保安
員發覺被逐後，昨晨再度擅闖天
台，惟保安員聞訊趕上天台時，她
已墮樓死在簷篷。其雙親事後到場
助查時母情緒激動跪屍痛哭，令聞
者不禁心酸。
女死者姓楊、30歲，從事會計

工作，並非現場大廈住客，警方事
後在天台發現其女裝手袋，內有一
張會計師公會發出的證件。
興華邨興翠樓樓高38層，前日
傍晚大廈天台曾響起警報，顯示有
人擅闖天台，保安員上天台巡視時，
發覺楊女在天台徘徊，由於對方解釋
上天台乘凉，保安員不以為意，只要
求她離開。
至昨上午11時43分，興翠樓天台再

響起警報，保安員上天台視察時發覺
天台門打開，但天台範圍卻無人。與
此同時，興翠樓61歲姓莊女住客發覺
有人墮樓跌落大廈1樓石屎簷篷，大驚
報警。消防員到場將女事主救下，惟
救護員證實其已明顯死亡毋須送院。

母到場助查 跪屍痛哭
警方事後在天台發現女死者的手

袋，聯絡上其父母到場助查，其間楊
母情緒激動，一度跪地打開帳篷望愛
女「最後一面」，並痛哭失聲，在場
警員亦勸阻不了，場面令人鼻酸。女
死者並無遺書透露原因，但據悉她近
日為情所困，警方初步調查認為事件
無可疑，列作「有人高處墮下」處
理，遺體其後由仵工舁送殮房。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
2896 0000
社會福利署熱線：2343 2255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2 000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聯合醫院早前爆出假醫生
案，涉案報稱任職金融投資經紀的男子，被控一項充作已註冊
為醫生罪，昨於觀塘裁判法院再度提堂，暫毋須答辯。案件押
後至本月28日再訊，以索取法律意見及待警方作進一步調查，
被告期間繼續還柙。而其精神科報告顯示他並無精神病。
24歲被告毛文業昨被押解到庭應訊，由於控方於上月19日案
件首次提堂時，表示毛在還柙期間情緒激動曾「撼頭埋牆」。
裁判官早前為他索取兩份精神科報告，昨於庭上透露報告內
容，指毛沒有患上精神病。毛亦表現得十分平靜，當裁判官問
他是否明白控罪時，他脫下口罩，表示明白。
控罪指毛於上月14日在聯合醫院S座內冒充醫生，經警方調

查後，發現他大話連篇，並有多項刑事記錄，他報稱2009年在
澳洲攻讀期間，其實因偷竊被判入更生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澳洲駐港總領事位
於南區香島道的官邸昨晨發現遭賊入屋爆竊，初步損失
財物約值10萬元，但確實損失數字有待進一步點算確
定。西區警區刑事調查隊已接手調查，正追緝竊匪歸
案。

疑竊賊從毗鄰地盤爬棚架潛入
澳洲駐港總領事官邸位於南區香島道39號，現場所見

官邸與毗鄰另一獨立屋共用一大閘及通道，門閘旁除設
有警察簽到簿外，亦設有閉路電視及保安更亭，官邸本
身亦設有防盜閉路電視及連接保安公司的警鐘，惟仍阻
擋不了竊匪。資料顯示，現任澳洲駐港總領事為Paul
Tighe，他於2011年年底偕同妻子來港履新。
昨清晨約6時33分，警方接獲一名58歲外籍男子報

案，聲稱住所遭爆竊，警員到場調查發現賊人從窗口潛
入。現場裝有閉路電視及有保安員駐守，但旁邊有一個
建築地盤，警方懷疑賊人從地盤攀爬棚架進入官邸行
事。經戶主初步點算，損失現金包括港幣及人民幣約
9,000元，以及約值10萬元的首飾。
外國駐港外交人員官邸遇竊案近期亦有發生，印度駐
港總領事位於跑馬地半山布力徑的官邸，上月6日凌晨
亦遭賊人潛入爆竊，幸被總領事夫人撞破，賊人恐事敗
逃去，官邸並無損失。

■澳洲駐港總領事官邸毗鄰是建築地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患白內障的7旬翁
與其患「漸凍人症」妻子及建築師兒子，同住石圍
角邨公屋單位逾30年。老翁聲稱兒子乘他「老眼
昏花」，前年藉詞申請父母免稅額，欺騙他簽署文
件交出公屋，藉以用綠表成功購入房協的青衣居屋
單位。老翁直至收到房署通知須遷出公屋，始發覺
被騙。他去信房協及房委會要求撤銷兒子綠表申請
遭拒，日前入稟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原告秦世華（76歲）在入稟狀指，自己雙眼患
白內障，其妻則患有「漸凍人症」，2人與34歲兒
子秦國棟居於石圍角邨公屋單位逾30年。

原告夫婦不識字 被騙同意買居屋
原告稱兒子乘父母看不懂文件，於去年1月以向
稅務局申請父母免稅額為由，欺騙他簽署文件同意
交出名下的公屋單位，讓其得以用綠表購買房協的
置安心資助房屋青衣綠悠雅苑單位。兒子又於前年
年尾結婚，以在朗豪坊辦婚宴為由向他取得12萬
元，他相信該筆款項最終用作購買綠悠雅苑。
兒子於前年4月正式以317.5萬元購入綠悠雅苑

第一座一個單位，惟原告直至翌月收到房屋署通
知，指其子申請居屋成功，故他須於60日內遷出
公屋，始知悉公屋被兒子騙走。他向房屋署職員查
詢，確認兒子有呈交相關申請，之後與兒子對質，
惟兒子不但沒道歉，還拒絕收回綠表申請。

購綠悠雅苑 房協房委令遷出公屋
原告於今年1月透過律師去信房協及房委會交

涉，惟房協及房委會分別回信拒絕其要求，及堅持
他須遷出公屋。
原告指房協及房委會接受兒子申請，及容許他完

成買樓交易，等於對兒子的違法行為施以援手，做
法是濫用權力及侵害其基本權利。他現要求法庭頒
令撤銷兒子的居屋買賣及須將綠悠雅苑單位交回房
協；頒下臨時禁制令暫緩他交出公屋單位，直至司
法覆核程序結束；頒下賠償令。
房屋署回應傳媒查詢時指，因案件已進入司法程

序，故不宜回應。房協則指申請人在提交綠表時，
須填寫關於推薦或授權某人購買居屋的資料，承諾
購入居屋後便要交出公屋單位。房協在一般情況下

不會接納已簽下買賣合約的人取消交易。
「漸凍人症」學名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縮寫ALS），是一
種漸進和致命的神經退行性疾病，病者由於上、下
運動神經元都退化和死亡並停止傳送訊息到肌肉，
在不能運作的情況下，肌肉會逐漸衰弱、萎縮，因
患者身體會慢慢無法運動，猶如被漸漸凍結，故名
「漸凍人症」。

患漸凍症妻頭撞牆 阻夫罵子
秦世華昨日在接受訪問時稱自己已退休，患有白內障

及行動不便，其患上「漸凍人症」的妻子陳麗貞（66
歲）是台灣人，患病5年至6年。他指，其子月入達5萬
至6萬元，但兩老現只靠積蓄及老妻的傷殘金過活。
記者在其家中外傭的協助下，問秦妻與兒子關係

是否很好時，她眨眼表示同意，指自己想跟着兒子
同住。惟當秦翁大數兒子的不是時，其不能言語的
妻子不斷激動地用後腦撞牆，欲阻止老伴。外傭則
表示，秦子每星期會返家一次，一手負責其母的覆
診事宜，與母親感情很好。

支架遺心血管 仁濟警覺不足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
仁濟醫院昨日就月前一宗病人手術
後心臟血管遺留支架的醫療事件公
布調查結果。院方成立的獨立專家
小組認為心臟科團隊在是次程序中
的警覺不足，未有運用其他影像設
施確保支架位置正確。調查報告已
呈交醫院及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
將根據醫管局既定人力資源政策展
開相關人事程序跟進。
獨立專家小組在報告中提出多項
建議，包括加強員工在手術程序的
警覺性；設立一套置入血管支架程
序的標準流程指引；在放置支架時

及完成後，可考
慮 使 用 其 他 措

施，確保支架置入適當位置，例如
支架影像增強顯影；及建立穩健的
培訓機制，提升員工進一步的專業
發展。仁濟醫院表示，已採納有關
建議，以加強病人安全及防止再發
生類似事件。
事主是一名70歲女病人，上月
10日進行俗稱「通波仔」手術，病
人心臟血管內遺留了手術中以為已
經取出的支架，隨後病人病情惡
化，於5日後離世。個案已轉交死
因裁判官跟進。仁濟醫院指已與病
者家人溝通及交代，並再次對病人
離世向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鮑旻珊)
第二階段膠袋徵費實施一個月，
截至昨日下午，環保署人員巡查
了逾9,300個零售點，期間共發出
75宗口頭警告，涉及零售點包括
街市檔位、士多、麵包店等。環
保署提醒市民，環保署人員今日
起在巡查時若發現商戶違反法例
規定，將不會再作口頭警告，而
直接向違規商戶處以定額罰款
2,000元或檢控。
截至昨日下午5時，環保署人員

巡查了 9300 多
個零售點，期間

共發出75宗口頭警告，違例事項包
括免費提供膠袋盛載非食品或氣密
包裝的食品；免費提供膠袋而同時
盛載可豁免和不獲豁免的物品；提
供回扣以抵銷有關收費等。
環保署指出，塑膠購物袋收費推

行首月的運作大致順暢，並提醒所
有零售商戶，必須遵從塑膠購物袋
收費規定。該署會繼續透過不同渠
道及公眾教育活動，向商戶與市民
宣傳膠袋收費全面推行及自備購物
袋的信息。

膠袋徵費首月發75口頭警告

■女會計在興華邨墮樓殞命，雙親到場認屍
時情緒激動。

羅君兒昨晚7時現身記者會。她以素顏示
人，穿上深藍色上衣，黑色短褲，白色

便服鞋，僅由一位男士陪同到場。她容顏略
帶憔悴，但精神尚可，表現平靜。
洋名Queenie 的羅君兒雖剛遭遇可怕經
歷，但情緒智商極高，單獨面對逾半百記者
的鎂光燈也未有驚慌表現。她表示，近日有
看新聞，知道大家很關心事件，希望藉記者
會向家人和朋友報平安。
Queenie強調，「我嘅精神，同埋我嘅身體
都冇因為今次綁架而受到任何打擊，同埋任何
傷害。」她又不忘多謝爸爸媽媽，「呢幾日佢
地嘅奔波，同埋勞累，辛苦晒。」

3分鐘講話 無答提問 鞠躬離去
Queenie說，因警方仍在調查中，故她不
便多講案件詳情，並希望傳媒朋友「可以畀
番小小嘅空間我」，令她可快點恢復正常的

生活。她在短短約3分鐘講話後即站起鞠
躬，未再回答記者提問便離去。

bossini創辦人孫女 自小熱愛藝術
現年 29 歲的羅君兒，英文名 Queenie
Rosita，是bossini（堡獅龍）創辦人羅定邦的
孫女，父親是羅定邦的第6子家駒。她自小
醉心藝術，20歲時往倫敦藝術大學讀美術設
計及攝影，曾在巴黎從事插畫、攝影和平面
設計工作。畢業返港後繼續從事藝術設計工
作，曾參與貿發局的時裝表演場地設計，近
期更成立一間創意工作室。
羅君兒於上周六（4月25日）在甘澍路獨

立屋住所遭匪徒入屋行劫後擄走，家人於本
周二交出2,800萬元贖金，她終安全獲釋。警
方在她獲釋後即「翻轉」全港大規模搜捕6
名在逃綁匪。

■記者 鄺福強、杜法祖

轟動全城的富家女綁

架勒索案，案中女事主

證實為已故針織大王羅

定邦的 29 歲孫女羅君

兒。羅女雖「驚歷」綁

架禁錮4日，但在獲釋後

僅2天，於昨晚勇敢現身

單獨面對傳媒，在中環

四季酒店舉行僅約3分鐘

的記者會報平安，其間

表現堅強。她強調，在

事件中身體及精神並無

受到傷害及打擊，並不

忘多謝父母奔波營救，

又希望公眾能給她空

間，讓她再過正常生

活。

禁錮山洞百小時 極受驚未錄口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6名綁匪

日前綁架香港連鎖服裝店bossini創辦人、
「針織大王」羅定邦孫女案，警方在「肉
參」獲釋後續「翻轉」全港搜捕綁匪。由於
懷疑綁匪匿藏馬料水赤泥坪村內，警方昨日
凌晨及下午先後出動逾百警力封村圍捕及搜
山，惜均無功而還。
消息稱，案中29歲女事主當日被綁匪擄走
後，曾禁錮在飛鵝山一個山洞中逾百小時，
她雖未有受傷，但獲釋後由於受驚過度，警
方尚未能正式為她錄取口供，但有探員貼身
保護。

疑綁匪匿赤泥坪 百警封村搜無果
警方東九龍重案組探員聯同機動部隊逾

100人，於昨日凌晨零時許封鎖赤泥坪村搜
捕綁匪。警員截查出入該村的車輛及行人的
身份證，部分警員則穿上避彈衣，在村內展
開地氈式搜索，但直至凌晨約4時30分仍無
發現才收隊。昨日下午5時許，再有近百警
力折返赤泥坪村，針對該村對面山坡進行搜
索行動，惟至入夜仍無進展。
據赤泥坪村姓丘村長表示，該村七成居民

姓丘，大部分相識，部分村屋出租予附近香
港中文大學的內地生，也都「熟口熟面」，
最近數天未見有陌生人在該村出入。消息
稱，警方主要搜索草叢附近數間石屋，但丘
村長指出，該處是廢置的雞欄及豬欄，自上
世紀五六十年代已棄置。

村民：睇新聞始知警入村搜捕匪
他強調，該村治安一向太平，他是從新聞

報道才得知警方在該村搜捕綁匪。原來，赤
泥坪村大部分村民也不知道警方在村內搜捕
綁匪。村民陳太說，凌晨時分其女兒接到朋
友查詢，表示從網上新聞得知大批警員入
村，女兒才叫醒父親一同查看。他們見到警
員拿着電筒四處照射，但並無拍門。他們伸
頭張望立即被警員勸喻返入屋。
水警前日則在西貢及將軍澳一帶海面協助

搜捕綁匪，以防有人循水路乘「大飛」潛逃
回內地。前晚10時許，水警在吉澳對開雞公
頭海面截獲一艘舢舨，拘捕兩名可疑人，一
度懷疑與綁架案有關，多名重案組探員就此
事到馬料水水警基地調查。其後證實，兩人
僅是由內地來港的非法入境者。

■■警方動員百警開入赤警方動員百警開入赤
泥坪村通宵搜索綁匪泥坪村通宵搜索綁匪。。

■羅定邦孫女羅君兒在綁票案肉參身份曝
光後勇敢面對傳媒報平安。 曾慶威攝

■赤泥坪村姓丘村長指該村七成居民姓
丘，大部分相識。

■到羅家調查警員否認查綁架勒索案。

■羅君兒舉行短至不足3分鐘的記者會報平安，其間表現堅
強。 曾慶威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