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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15隻有大有小的野豬群，昨日
下午2時許被發現聯群結隊，在慈雲山瓊山苑山邊大快朶頤。據
一名自稱每日到上址餵野狗的街坊李太表示，野豬的「美食」包
括麵包及飯菜，她指野豬群相當友善，不怕人亦不會主動攻擊
人；她續稱，野豬群住在山坡上，估計因近日天雨，山上沒有足
夠食物致落山覓食。而同一時間，有人報案指在附近豐盛街發現
野豬，惟警員到場搜索未有發現，遂收隊離去。

新寡憶亡夫遺稚子墮樓殉情
兩月失雙親 6歲孤兒路祭禱告慰母：我會乖！

3口罩賊爆豪宅 驚動鄰居速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九龍塘一

豪宅昨凌晨揭發爆竊案，3名蒙面賊潛入撬
門企圖爆竊一單位時，疑聲響驚動鄰居報
案，賊人事敗迅速逃離，警員事後到場兜
截，惜無發現。據悉，險遭入屋爆竊單位由
一所著名國際幼稚園的校長及校監以公司名
義持有，案中並無財物損失。
現場為九龍塘西谷道一豪宅單位。昨凌晨

2時許，一名49歲姓黃男住客突被門外傳來
的鐵枝撞地聲音驚動，立即查看閉路電視，
赫見3名戴上口罩的可疑男子，懷疑有人正
企圖作案，立即報警，惟在警員到場前，疑
人疑見事敗，迅即由大廈正門離開，並登上
一輛私家車逃去。
警員到場在附近一帶展開兜截，惜無發
現，之後調查發現肇事單位大門、鐵閘及大
廈後門，均有被人撬過痕跡，至於單位雖有

被搜掠痕跡，但初步點算並無損失，案件交
由九龍城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一隊跟進，現通
緝3名年約25歲至35歲，中等身材男子，他
們作案時均戴口罩，其中一人戴黑色帽、穿
白衫、藍褲及黑鞋，另一人則穿黑衫、黑褲
及白鞋，餘下一人穿黑衫、藍褲、白鞋及戴
眼鏡。

名幼園校長校監持有物業
根據土地註冊處及公司註冊處資料顯示，

肇事單位由一間公司持有，於 2003 年以
1,780萬元買入。該公司有4名董事，其中兩
人名為陳劉淑瑜及陳以蘭（原名甄以蘭）。
翻查資料，陳劉淑瑜為本港著名國際英文幼
稚園St.Catherine's的校長，而陳以蘭則是St.
Catherine's紅磡分校的校監。資料文件又顯
示，陳以蘭報住地址為事發單位。

兩父子涉收外圍波馬纜斷正

警返翠屏邨蒐證緝「校服色魔」

G4S又蝦碌 無鎖櫃員機門露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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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安局局長
黎棟國昨日表示，8月份警方接獲的電話騙案
數字有回落跡象，認為是警方及各界大力宣
傳和採取相應措施初見成效，但他以仍要調
查為由，拒絕透露電話騙案多從哪些地區打
出，僅指大多數是以互聯網電話形式致電。
另外，他又指現仍需視乎情況，決定是否調
整對泰國曼谷的紅色旅遊警示。
黎棟國稱，雖然8月份警方接獲的電話騙

案數字有回落，但相信電話騙案的問題仍會
持續，警方會繼續加強宣傳和偵查。他又說
暫時已就部份騙案提出起訴，希望法庭的定
罪可起到阻嚇作用。
對於早前民建聯與內地公安部會面後，引

述公安部指不少騙案電話未必從內地打出，
黎棟國回應指，由於這類騙案很多以互聯網
電話打出，騙徒也分佈在其他地區，暫不方
便指出有多少同類電話從某一個地方打出。

觀察泰情勢適時調旅警
此外，泰國日前拘捕一名懷疑是爆炸案的

疑犯，黎棟國則期望泰國警方進一步努力，
將相關人士繩之於法。他指仍然視乎情況，
決定是否調整對泰國曼谷的紅色旅遊警示。
他稱：「我們仍然需要作一些觀察，暫時不
能劃出一個時間表。經過爆炸事件後，當地
情況已逐步回復正常，所以我們會留意當地
情勢的發展，在適當時機將當地旅遊警示級
別，因應情況作相應調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有黑社會背景
的中年男子竟教壞兒子；警方接獲線報經調查，前日
深夜趁英超賽事進行期間，突擊搜查慈樂邨一單位，
拘捕該對父子，當場檢獲逾200萬元非法賭波及賭馬
投注記錄，揭發有人與尚在求學階段的的未成年兒子
一同經營非法外圍投注，每月收入達10萬元。
被捕父子姓陳，分別47歲及17歲，初步調查顯示父

親有黑社會背景；其子則就讀一間大專學院，兩人同
涉非法收受賭注被扣查。
警方東九龍總區特別職務隊探員，早前接獲線報指

有人在公屋單位非法收受外圍投注，經深入調查後，
前晚（周六）晚上11時認為時機成熟，採取代號「雷
霆15」（THUNDERBOLT15）掃蕩行動，突擊搜查
慈雲山慈樂邨樂誠樓一目標單位。

疑有人當外圍「艇仔」月入10萬
據悉，探員進入單位時，發現有人正開着電視播放英
超賽事及英國賽馬，而電腦則連接外國賭波及賭馬網
站，有英國即時波馬賠率，另在屋內檢獲約200萬元的
非法賭波及賭馬投注記錄、約兩萬元現金及一部電腦，
遂將屋內一對涉案父子拘捕。警方經調查後相信，有人
為外圍賭博集團「艇仔」，每月收入高達10萬元。涉
案父子連同證物全部帶回警署作進一步調查。

偷車運K毒兩男女被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名男子懷疑將偷來

私家車套上假車牌，昨日下午駕車載同妙齡女友「遊
車河」，豈料在荃灣荃錦交匯處遇上警方路障，有人
疑作賊心虛表現慌張，終惹懷疑，警員經詳細調查，
除揭發車輛已報失外，更在疑男身上搜獲少量「K
仔」（氯胺酮）毒品，涉案男子連同女乘客均帶署扣
查。
案發於昨日下午1時許，警方新界南交通部特遣隊

警員，在荃灣象鼻山路支路近荃錦交匯處設置路障，
執行截查可疑車輛及打擊酒後駕駛行動，其間一輛私
家車駛至路障，車內年約30歲男司機及年約20歲女乘
客表現慌張，警員認為有可疑，遂着命令將車停在路
旁接受進一步調查。
現場消息指，司機雖能通過即場酒精呼氣測試，但

卻被搜出少量懷疑「K仔」毒品。警員又同時發現該
輛私家車的行車證與車牌號碼不符，經詳細核實，證
實該車較早前已被報失，懷疑有人偷車後套上假車牌
行駛，司機涉嫌多宗罪被拘捕，同車女乘客亦被帶署
協助調查。其後，警方再召緝毒犬進一步徹底搜查該
輛失車，但再無發現其他違禁品，遂安排拖車拖走。

報失的士狂撞酒吧大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尖沙咀棉登徑一間酒

吧，昨日凌晨突遭人一名男子駕來一輛報失的士猛向
大門捲閘，男子作案後棄車逃去，警方已列作偷車及
刑事毀壞案跟進，暫未知案件動機。
現場為棉登徑地下一間酒吧，事發於昨日凌晨約5

時54分，當時酒吧已打烊，職員已全部離去。突有一
輛的士駛至剷上行人路，猛撞向大門捲閘，捲閘當場
嚴重凹陷，車上一名男子隨即棄車逃去，附近店舖職
員目睹事件，立即報警。
未幾警員接報到場，發現肇事的士仍插着車匙，經

聯絡車主，證實該車早前在灣仔區被盜走，58歲姓陳
司機已報案求助。
據悉遭撞閘刑毀的酒吧在2006年開業，不時會邀請

打扮性感的「嫩模」到場打碟，故吸引大批80後、90
後青年入場，更成為夜青結識女子勝地。過往酒吧外
曾發生多宗衝突及打架事件，包括去年4月1日愚人
節，曾有兩批共約30人在酒吧門外群毆。

■■涉一起收受外涉一起收受外
圍賭注的父子被圍賭注的父子被
押返警署扣查押返警署扣查。。

遺下稚子隨亡夫而去的女死者姓黃
（37歲），街坊稱她「阿萍」。

據悉，「阿萍」原為內地人，數年前
與香港丈夫結婚，並育有一名現年6歲
的兒子，其後她獲批來港團聚，一家
三口同住秀茂坪寶達邨達怡樓11樓一
單位。

愛夫去世後鬱鬱寡歡
「阿萍」在住處附近洗衣店工作，與

街坊頗為稔熟，兩夫婦平日非常恩愛，
是街坊眼中的模範夫妻。豈料天意弄
人，丈夫早前被驗出罹患癌症，全家生
活亦大受影響，數月前因丈夫病情惡
化，「阿萍」遂辭去工作，專心照料家
庭及丈夫。惟至兩個月前，丈夫最終不
敵癌魔撒手塵寰。自愛夫去世後，「阿
萍」如喪失生活動力，終日憶念亡夫，
鬱鬱寡歡。家人及朋友雖不時開解，但
卻未能撫平其喪夫創傷。
事發昨日清晨約6時半，有大廈住客
發現有女子疑自高處墮下，跌在平台石
屎簷篷，遂通知大廈保安員代為報警。

消防員趕至，將女事主抬下，交由救護
車急送聯合醫院搶救，惟延至早上7時
17分終傷重不治。
警員在現場調查，未幾證實女子是大

廈11樓住客「阿萍」，登門調查卻發現
屋內只遺下其6歲兒子，稍後終聯絡上
其他親友趕來助查。警員在現場並無檢
獲遺書，但調查後得知女事主早前喪夫
後情緒低落，不排除她因此萌生死念，
相信有人趁兒子仍在夢鄉，在寓所廚房
推窗跳下自殺，事件並無可疑。

男童暫由姑母照顧
一夜間頓成孤兒的男童事後由親人接

走，至中午他隨親友折返墮樓現場替亡
母進行路祭，各人表現哀傷。年僅6歲
的兒子已甚懂事，隨依長輩吩咐雙手合
十上香外，更抬頭仰天向亡母禱告：
「媽媽我會努力讀書、我會乖，會聽
話！」其姑母透露，男童會暫由她們照
顧，但婉拒外間經濟協助。
社署發言人表示，社工已聯絡男童親

友了解情況，該名男童現正由親友照

顧，社工會跟進該男童的福利需要，包
括其長遠照顧安排等。社署亦呼籲，市
民如遇上家庭問題可向政府或非政府機
構求助，不要以結束生命來解決問題。
如市民發現家人有情緒問題或需要援
助，應及早求助，以便相關機構盡早介
入及提供適當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 秀茂坪寶達邨一宗墮樓案

揭發人間悲歌，一名6歲幼童於

短短兩個月相繼痛失父母。父親

早前不敵癌症遭奪去性命，母親

疑因憶夫終日愁眉不展，昨日清

晨疑因再憶念亡夫，竟狠心棄下

稚子不顧，在寶達邨寓所一躍而

下，隨夫西去，稚子慘成孤兒，

需要暫託姑母撫養，可幸已略懂

事的兒子面對家變逆境仍非常堅

強，路祭時不忘告慰亡母：「媽

媽我會乖！」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熱線：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289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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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翠屏邨日前接
連有兩名女學生在光天化日下遭變態露體狂作出猥褻
行為，甚至要求受害女童摸其陽具，警方重案組探員
前晚高調巡邏，並提醒居民小心，至昨晨再聯同機動
部隊警員重返現場，除作問卷調查及翻看閉路電視蒐
證外，再次呼籲居民提供線索，盡快將變態色魔緝拿
歸案。
涉案變態色魔相信是一名年約30歲至40歲，操本
地話的中國籍男子，身高約1.7米，中等身材，犯案
時身穿短袖或灰色上衣，藍色或深黑色牛仔褲、運動
鞋、戴藍色鴨舌帽。

疑色魔專向校服女生落手
警方不排除變態色魔專向身穿校服的女童落手，兩

宗案件已被列作「向年齡在16歲以下的兒童作出猥褻

行為」，交由觀塘警區重案組跟進。
本月12日（周三）晚上9時許，秀茂坪警署接獲一

名49歲女子報案，指其11歲女兒於上周二（11日)上
午10時半行經曉光街往曉明街方向期間，突遭一名男
子作出猥褻行為，該男子其後逃去。事隔18天，到上
周五(28日)下午3時50分，警方再接獲一名32歲女子
報案，指一名12歲女學生在當日下午約2時55分行經
曉光街對開時，突遭一名男子作出猥褻行為，該名男
子其後逃去。
由於兩宗案件均在光天化日下發生，目標均是年僅

10餘歲的女童，犯案手法及地點相近，另根據受害女
童的描述，警方相信兩案均為同一名變態男子所為，
恐隨時再有女童成為目標，觀塘警區重案組第一隊隨
後接手調查，除加強附近一帶巡邏外，前晚更在翠屏
邨巴士總站附近高調提醒居民小心，並呼籲居民如有

線索提供，可致電27098274與警方聯絡。

巴士站做問卷查「天眼」取證
至昨日上午，再有重案組探員聯同大批機動部隊警

員返回翠屏邨巴士總站及曉光街一帶，分成多組向居
民作問卷調查，以收集破案線索，並翻查附近的「天
眼」蒐證。
據其中一名退休警員、現年81歲街坊彭伯表示，

警員主要查問有否見過一名年約30歲至40歲的可疑
男子在屋邨附近徘徊，警員更透露色魔專以身穿校
服的女童為目標，「叫佢（女生）摸佢（色魔）嘅
陽具。」彭伯自稱觀人於微，但最近實在沒有見過
類似的疑人。警方則再次提醒市民，如遇到任何懷
疑犯罪活動應保持冷靜，並在安全情況下向警方舉
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押運公司G4S繼去年底
平安夜發生解款車跌錢事件後，又被揭發懷疑工作失誤，有
職員前晚深夜處理完油麻地一銀行櫃員機後，疑忘記將其中
一部櫃員機的機殼門鎖好，以致夾萬外露，及至昨凌晨有市
民提款，誤以為發生爆竊案報警，G4S回應指相關員工已被
停職受查，事件無財物損失。

市民提款誤以為爆竊
事發周日零時許，警方接獲市民報案稱，在油麻地彌敦道
471號中國銀行分行的24小時理財中心內，其中一部櫃員機
的下方機殼門虛掩，並露出夾萬，懷疑被撬開爆竊。
警方接報大為緊張，立即派員趕抵調查，並聯絡相關銀
行及解款公司人員到場協助了解事件。經調查證實櫃員機
的夾萬完好無損，沒有被撬痕跡，初步相信早前有解款公

司的解款員在上址櫃員機處理現金後，沒有將夾萬外的機
殼門鎖好引致誤會，事件無可疑，職員事後將機殼門關上
鎖好離開。

涉事員工遭停職受查
據悉，該解款公司正是香港安全押運服務有限公司

（G4S）。G4S發言人回覆指，公司一直非常重視為客戶提
供最高質素的保安服務，亦非常重視是次事件，並已即時展
開內部調查及暫停相關員工之職務，不排除會在調查完成後
作出適當之紀律處分。
G4S發言人續指，目前確定是次事件未有造成財物損失，

並感謝該市民向警方作出是次匯報。另就此次事件，G4S對
中銀香港及其客戶造成的不便致歉，公司將繼續採取適當之
舉措，確保能滿足客戶需要，同時提供高水平的保安服務。

■■墮樓重傷的婦人搶救墮樓重傷的婦人搶救
送院送院，，惜最終不治惜最終不治。。

■■警員警員、、消防員在達怡樓平台救起消防員在達怡樓平台救起
墮樓婦人墮樓婦人，，惜最終返魂無術惜最終返魂無術。。

■■慘成為孤兒的慘成為孤兒的66歲男童歲男童
（（左三左三），），與親友路祭時與親友路祭時
雙手合十禱告慰亡母雙手合十禱告慰亡母。。

■未有關上櫃門的櫃員機，事後由保安公
司派員重新關妥。

群豬鬧慈雲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