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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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瑪利亞會熱線(多種語言): 2896 0000
■生命熱線： 2382 0000
■明愛向晴軒： 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熱線: 18281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繼馬鞍山錦英苑52歲單親爸爸

疑毒殺兩子燒炭身亡後，本港在不足10日內再度發生倫常慘案。

屯門龍逸邨一名疑患上產後抑鬱、曾有企圖自殺記錄婦人，昨晨

趁男友洗澡時，涉抱同與男友所生的10歲兒子，在寓所越窗雙雙

墮樓慘死，婦人更撞及簷篷分屍。警方在現場檢驗婦人的遺書，

但內容未有具體透露為何狠心攜子自盡。案件暫列「自殺」處

理，警方正循多方向調查，包括是否有人事前曾施藥迷暈男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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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10歲兒跳樓 抑鬱婦分屍
趁男友洗澡越窗自盡 無先兆無家暴小朋友無辜陪死

墮樓婦人鍾×思(38歲)，與48歲姓盧男友同居多年，育有現年10歲兒子盧×
聰，一家三口均是本港居民，母子有領取綜援。現場為龍逸邨健龍樓一高

層單位，約兩年前入伙，戶籍屬盧兩父子，鍾婦並無戶籍。據悉鍾與盧多年前已
分手，她只間中返上址留宿探望兒子。

讚聰仔文靜校方輔導師生
聰仔目前在屯門安定邨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讀小五，校方表示，聰仔上周三最
後一次上課，之後其家長分別在上周四及周五致電學校為他請病假。昨晨校方曾
多次嘗試聯絡家長跟進。校方指聰仔成績中等，操行良好文靜有禮，並熱心服
務、亦並非校內社工輔導個案。校方對事件深表難過，已啓動危機小組處理，為
情緒有問題的學生及教師進行輔導。
事發昨晨約7時半，現場消息稱，當時鍾一家3口在家食早餐後，盧到浴室洗
澡，鍾婦則稱為兒子換校服上學。警方未幾接報兩母子高處墮樓當場身亡，其中
母親撞及簷蓬鐵欄慘遭分屍，下肢擱在簷篷上，上半身與子一起倒地。警方登樓
尋獲盧調查，相信有人推開房間窗花抱子跳樓，事前全無先兆，家庭亦無家暴記
錄。

檢3頁遺書無交代尋死原因
屯門警區刑事總督察黃奕隆表示，在現場檢獲女死者留下共3頁紙的遺書，內

容沒具體透露尋死原因，但向其男友提及：「當你見到遺書時，我已不在世
上……」黃並證實女事主產子後有抑鬱症，至今仍然接受治療，警方正調查事件
是否與此有關。黃指女死者與男友屬同居關係，兩人是墮樓男童的父母。據悉昨
晨男童如常起床準備上學，事發時父親則在浴室洗澡。
因現場場面恐怖，警員用帆布蓋上兩死者遺體，有街坊目睹事發深感不安，亦
有人感慨道：「有乜唔可以解決？更不應牽連小童。」
社署發言人表示，社工已聯絡男童父親跟進其福利需要，並提供情緒輔導服

務。事發前社署並無接獲有關家庭求助。社署昨午派出臨床心理學家及社工，為
龍逸邨居民舉辦情緒支援講座，居民如感情緒困擾，可向社署求助。

吳克儉對事件感難過心痛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亦對事件感到難過及心痛，表示已派員到男童生前就讀的學

校提供支援，同時啟動緊急
應變工作小組處理。屯門區
區議員龍瑞卿昨晨接獲多名
居民求助，指對事件感到害
怕，她會向社署反映。
在本月初，馬鞍山錦英苑

52歲單親爸爸疑不堪生活遇
上連串打擊，涉毒殺兩子後
再燒炭自殺同赴黃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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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指原審「完全犯錯」張震遠改判社服令

舢舨翻沉釣友溺斃

大學生肛藏毒運澳門 疑年內逾50次

懷仔外婆獲准離港 北上安頓外孫

專家：無權剝奪子女生存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有龍逸邨
街坊稱，墮樓女事主鍾×思與姓盧男友並無
註冊結婚，兩人一直同居，鍾婦自從誕子後
就患上產後抑鬱症，需定期覆診及服藥。數
年有人與男友感情生變分手，於北區獨自租
住板間房，只間中返龍逸邨單位探望兒子。
有人曾有兩次企圖自殺記錄，幸均及時獲
救。

分手搬出單位 間中留宿探子
街坊稱經常見到鍾與男友接送兒子上

學，指一家三口都文靜，甚少與街坊打招
呼。她形容鍾衣着入時，染有一頭金髮。
街坊又稱鍾婦非常愛錫兒子，其子小學一
年級時在上水區讀書，她當時積極參與學
校活動，又參加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選
舉及當義工。
有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的學生家長稱，平

日常見鍾接放學，但她經常戴上太陽眼鏡，
亦甚少與其他家長溝通，當她除下墨鏡時，
見其眼神顯得空洞抑鬱，與早年的積極表現
判若兩人。
鍾的 facebook內大部分是她與兒子的合

照，其子曾在母親節送花及給她作詩，令她
非常感動。其facebook內亦偶有貼出鼓勵話
語，如歌手馮曦妤著作的《陽光．雨》歌
詞：「新聞又報道誰輕生……真的太笨，怎
可作不必要犧牲……走得過癮剩低幾個傷
心」，其家人亦回覆囑她積極面對人生。不
料有人最後竟與兒子一同走上絕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類似昨日龍逸邨
的悲劇，多是父母愛惜子女，擔心自己死後無人照顧
他們所致，但即使是父母，亦無權剝奪子女的生存權
利。」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總幹事曾展國對事件
感到惋惜，呼籲家長輕生前「停一停，諗一諗」，主
動向心理專家或醫生求助紓壓。
曾展國說每當夫妻間遇到困難時，要盡快找親友或

專業人士傾訴，疏導情緒，切要珍惜自己及子女的生
命。倘發現另一半情緒不穩，要多加留意或請親友協
助陪伴，多致電問候。
另有資深社工表示，倫常慘劇會互相影響，有潛在

問題的人士當看到慘劇發生時，每每會聯想及自身苦
況，不排除會因此作出傷害自身的行為，故遇到問題
時應向家人或朋友傾訴，盡快尋求協助。

▶墮樓母親下半身跌在一樓
平台上，上半身與兒子屍體
同跌在地面。

▲屯門母子墮樓案中死者鍾
婦與兒子聰仔。 網上圖片

■■同居男友同居男友((掩面掩面))稍後由女親友陪同返署助查稍後由女親友陪同返署助查。。

■■龍逸邨墮樓母子遺體舁送殮房龍逸邨墮樓母子遺體舁送殮房。。
■母子在健龍樓高層住處睡房
直墮地下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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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旺角砵蘭街一
建築地盤發現女屍。工人昨晨返回地盤開工時，
赫然發現一名身穿背心及短褲女子倒斃地盤內，
警方到場調查後證實死者是從毗鄰大廈一間賓館
墮樓身亡。現場消息稱，死者疑不滿丈夫全家人
早前遷入其寓所「雀巢鳩佔」，數日前怒氣沖沖
離家出走到「姊妹」家暫住，至前日再遷到旺角
一賓館暫居。不排除有人因此受困擾墮樓輕生跌
落地盤，遺下丈夫與兩歲稚子。

先住「姊妹」家終伏屍地盤
死者姓高、32歲，右臂有花朵紋身圖案。據

悉，高婦是新來港婦女，與丈夫育有一名兩歲兒
子，來港後一家三口樂也融融，但較早前丈夫的
兄嫂多人遷入其寓所。消息稱有人與丈夫家人不
和，其後與丈夫感情亦出問題，她遂於數日前離
家到「姊妹」家暫住，至前日又再搬到旺角登打
士街37號一家賓館暫住。
現場為砵蘭街130號一個舊樓重建地盤，昨晨8
時許工人返回地盤開工，赫見一名女子倒卧地上
頭部受傷，懷疑從高處墮下，於是報警。警方到
場證實女子已死去，於是封鎖現場調查，稍後警
員到地盤後方的登打士街37號一大廈調查，證實
高女身份，賓館管房指高女前晚7時許入住，至
晚上10時她到天台表示「收衫」，卻一去不返。
警員經調查後相信女事主有情緒病，現場沒有發
現遺書，事件沒有可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12歲男童肖友懷(懷仔)在港逾
期居留達9年，一直由其外婆照顧及安排留港。至今年6月
初，懷仔在一片爭議聲中自願遣返內地，稍後其外婆涉嫌「協
助、教唆、慫使或促致違反逗留條件」罪被拘捕及落案起訴。
案件昨提堂，外婆暫毋須答辯，案件押後至下月5日再訊。
懷仔外婆周紹璇（66歲）昨由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施麗
珊陪同到庭，對記者提問均不發一言，只在離開法庭時表示
「我好攰」及「多謝你們的關心」。
辯方稱因要向周取得更多指示及索取法律意見，而周亦要

安頓身在內地的懷仔，故申請將案件押後，獲法官批准。周
終獲准以500元保釋，亦能在保釋其間離港。周的代表律師
表示，自己是以義務性質協助周。
今年5月下旬，周在立法會議員陪同下舉行記者招待會，
公開懷仔因被內地父母離棄，3歲來港後一直逾期居留達9
年，希望政府酌情讓懷仔繼續留港。事件引起廣泛爭議，懷
仔終在6月初自願遣返內地，由入境處職員陪同離開香港。
其後，周即涉嫌協助、教唆、慫使或促致肖友懷違反逗留條
件被捕。

今年4月已被頒令破產的前行政會議成員
張震遠，在擔任商交所主席期間拖欠一名員
工薪金約34萬元。他早前在裁判法院承認兩
項傳票罪被判監6周，獲准保釋外出等候上
訴，昨高院女法官張慧玲批評原審裁判官認
為張「沒有真誠悔意」是錯誤的裁斷，乃判

張震遠上訴得直，改判社會服務令160小時。
現年57歲的張震遠聞悉改判社會服務令後，在犯

人欄內即時鬆一口氣，對記者的一切提問都沒有回
應，不過被問及有否通知太太有關判決時，張則說
「未有機會」。
主審高院法官張慧玲昨在控辯雙方陳詞時連番作

出提問，甚至以「殺雞保蛋」作比喻，反問控方若
不拯救公司又如何令員工「保飯碗」。尤其根據法
例張震遠本身沒有觸犯罪行，他亦非僱主，商交所
才是僱主身份，張因身為商交所主席兼董事，授權
簽署公司銀行戶口而惹官非。在此情況下，張震遠
有否優先處理員工的欠薪，根本對案件並不重要，
原審法官不應將此作為判刑考慮的因素。

張官更質詢控方是否有證據證明張震遠的求情內
容全屬虛假，若非有證據支持屬假，為何要質疑張
震遠在商交所欠薪時，由妻子支付月租13萬元的淺
水灣豪宅，以及多次更換律師和大狀費用之說是不
可信。

官：妻租豪宅不代表張無悔意
張官續假設說：「作為人妻有機會不想因丈夫沒
能力支付薪金，就輕易搬家，可能是張妻堅持繼續
租住淺水灣單位，既然妻子財政上有能力，又或者
張的家人及親友為其籌措律師費。」這一切的求情
內容均沒有遭控方舉證駁斥，為何原審裁判官卻以
此裁定張震遠沒有真誠悔意。
張官稱根據辯方向原審法庭呈上的大批求情信

件，大部分來自前員工，他們都一致讚揚張是關心
員工及一直努力挽救公司的好上司，原審法官拒絕
接納張的求情，並堅決斷定張沒有真誠悔意，完全
犯錯。張官指雖然感化官報告多數以遺憾（regret）
來形容張對事件的態度，而非用後悔（remorse），

故質疑張的真誠悔意，但代表張的資深大律師鄧學
勤即回應指報告內有用上remorse一詞，且感化官
都感受張的態度是有悔意的。
張官指張震遠擔任商交所主席期間籌得的錢，是

指定用作支付辦公室租金，不可隨意改作其他用
途，所以指他未有優先支付員工薪酬並不成立。
資深大律師鄧學勤昨陳詞強調社會服務令等同監

禁刑罰，原審裁判官不應完全不考慮社會服務令，
且張根本沒有重犯機會，他因為公司作擔保而欠巨
債，於今年4月中已被高院頒令破產。鄧指張面對
的傳票控罪絕非涉及破壞誠信，或涉及欺詐行騙，
認為無必要判他阻嚇性的即時監禁刑罰。鄧又指本
案絕非蓄意罔顧員工利益，相反張一直積極挽救公
司，希望員工可以有工做。
張震遠於今年4月23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承認
於去年3月1日，未有支付商交所前高級企業傳訊
經理馬兆龍在2013年5月初至8月底的欠薪，以及
未有依從勞資審裁處在2013年11月的頒令，向馬
支付33.9萬餘元欠薪。 ■記者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輛接載幼稚園學童的
保母車昨晨駛至紅磡紅樂道時，突遭一輛掉頭的士攔腰
猛撼車身，導致車上10名男女學童受傷，幸送院敷治後
均無大礙；警方初步懷疑車禍涉及人為疏忽，正展開調
查。
事發昨晨7時許，49歲姓劉司機駕駛一輛24座保母車

接載學童上學，其間到紅磡紅樂道近海韻軒對開路邊接
載一批幼稚園學童。之後保母車剛開行不久，一輛由60
歲姓盧女的士司機所駕的士突自對面線掉頭而至，猛撼
保母車右車身，保母車上多名學童東歪西倒，其中1男9
女學童（3歲至6歲）受傷，劉連忙報案及通知學校；由
於傷者人數眾多，消防處派遣6輛救護車到場將10名受
傷學童送院，幸經治理後均無大礙。警員事後封鎖現場
調查，兩名司機均通過酒精呼氣測試，初步不排除有人
疏忽肇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受強烈季候風影響，本港
沿岸不時翻起強風大浪，兩
名釣魚郎昨日仍約艇家到西
貢乘舢舨出海垂釣，至下午
舢舨在清水灣高爾夫球會對
開對開終不敵強風巨浪遭掀
翻，3人全部墮海，水警接
報趕到將3人救起，惟其中
一名釣友已遇溺昏迷，送院
後不治，其餘兩人及一名救
人水警受傷，須送院敷治，

警方重案組正調查意外肇
因。
一股達強風程度的東北季

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本港
空曠地方普遍吹強風，天文
台昨晨更一度發出強烈季候
風警告。但兩名艇釣發燒友
卻無懼風浪，仍相約艇家出
海垂釣。
昨日兩名分別姓莫(51歲)
及姓梁(55歲)釣友連同吳(56
歲)艇家同乘一艘5.6米長，2

米闊的舢舨到西貢清水灣布
袋澳一帶海面垂釣。至下午
3時45分，一股大浪湧至將
舢舨掀翻，艇上3人全部墮
海，3人游到高爾夫球會附
近岸邊，但因風浪太大及岩
石嶙峋，只有梁成功爬上岩
石報警求救，其餘兩人只能
在海中漂浮。
水警接報趕到先後將3人救

起，其中梁手腳被蠔殼割傷，
另莫則已遇溺昏迷，拯救期
間一名水警亦撞傷頭部，各
人全部送院，搶救後其中遇
溺的莫姓釣友證實不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吳靖澳門報道) 澳門
司警再破獲港青來澳販毒案，前日(13日)晚
上在外港碼頭拘捕1名偷運毒品的22歲香港
男大學生。司警根據線報於嫌疑人入境時截
查，嫌疑人在調查其間自行從肛門內取出藏
有共重近10克可卡因的避孕套，毒品價值3
萬港元。

嫌疑人供稱在香港取貨後通過體內藏毒偷
運來澳，利用手機通訊軟件接收指示，將毒
品交給澳門買家，每次收取報酬3,000港
元。司警翻查記錄，發現他今年1月至今，
先後有50多次入境本澳記錄，相信該嫌疑人
犯案頻繁，正追查毒品銷售對象和集團幕後
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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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掉頭時攔腰撞及保母的士掉頭時攔腰撞及保母
車車，，釀成釀成1010名學童受傷名學童受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