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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遇學護 半日兩斬有婦之夫
男提分手先中6刀 上車口角遭捅腎重傷

經理「佔」時襲警網甩身
官指被告有嫌疑

兩賊鑿牆盜海味店「遇伏」斷正

疑產後抑鬱 新手媽媽墮樓亡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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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地盤飯盒生意 7黑漢涉恐嚇打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有

婦之夫與女學護發展地下情，結果釀

成桃色血案。事主前晚到女友上水家

擬提分手，爭執期間有人揮雙刀，連

斬6刀砍傷男事主，經女友親手敷治後

未有生命危險，並於昨晨由女友駕車

送其返將軍澳家。至停車場泊車後，

兩人再為分手問題爭執，有人再用刀

直刺男友腰間，致其腎臟受創重傷，

女學護疑畏罪割脈。警員趕到將男女

傷者一併送院，其中男事主情況嚴

重，警方已拘捕涉案女學護。

涉案被捕女子姓簡（29歲），據悉在九龍塘一所醫
院的護士學校就讀。她在事件中手部割傷，送院

治理後無大礙，警方事後暫以傷人罪將她拘捕。至於12
小內兩度被刀傷的男事主姓鄭（37歲），已婚，任職醫
療儀器公司營業員。
據悉，男事主先在上水被斬6刀，再於將軍澳被刺中
1刀，目前仍在深切治療部留醫。消息稱，他其中一個
腎臟被刺傷，幾乎致命，目前情況嚴重。

工作結識 年前發展地下情
據現場消息指，任醫療儀器營業員的鄭因工作關係，

1年前與簡女結識後，即發展地下情。至近日有人要求
鄭作出選擇，但對方卻選擇結束不當關係，向簡女提出
分手，雙方為此發生多次爭執。
前晚7時許，鄭到上水松柏朗村簡女家中會面，兩人

再為分手事宜爭執。其間有人揮雙刀，致鄭多處被斬

傷，幸均屬皮外傷，簡女用所學知識自行替男友敷治，
並未有報警。至昨晨近6時，簡女駕車將男友送回將軍
澳健明邨附近的私人屋苑寓所，將車泊進健明邨停車場
後，兩人又再發生激烈爭執。有人再失理智，突從手袋
內取刀，猛刺向鄭的腰間，鄭逃至停車場梯間終不支倒
臥血泊。

女學護疑畏罪割脈同送院

停車場保安員聞爭吵聲往查看，揭發血案立即報警。
警員趕到發現鄭多處刀傷倒臥停車場防煙門出口地上，
立即召救護車將他送院搶救，其後發現簡女持刀呆坐車
內，手腕懷疑割脈亦受傷流血，警員立即上前奪刀制
止，再召救護車將她送院治理。
警員稍後在簡女的手袋內，檢獲利刀及利剪等物品，並

往上水第一現場蒐證。警方在經初步調查後暫列作傷人案，
將涉案簡女拘捕，案件交由觀塘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26歲市場項目經理
郭玉衡，涉於違法「佔領」行動期間，在元朗住所
內以電腦攻擊警務處網站伺服器，1分鐘攻擊達
1,450次，事後被警方拘控。
裁判官昨雖認為被告有相當嫌疑，但他有一名同

居女友，而控方未能證明是誰發動攻擊，故裁定其
刑事損壞及有犯罪意圖而取用電腦兩項罪名不成
立。
裁判官又就特別事項作出裁決，指警方在凌晨時
分上門調查，被告在睡夢中被吵醒，精神狀態未必
適宜接受查問，認為被告受到壓迫，又質疑兩名警
員的證供矛盾，未及早告知被告有關權利，對他不
公平。裁判官認為，控方未能證明被告招認的自願
性，拒讓警員的記事冊呈堂。

教師稱遭廉署誘導棄緘默權

小野豬遊金鐘 突圍回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一頭小野豬

昨晨由山野走到金鐘太古廣場，在附近酒店的
停車場及花槽四處遊蕩。警員及漁護署人員接
報到場，持防暴盾牌及用繩網企圖圍捕，但擾
攘一番終被野豬突圍逃回山上。
該頭野豬身長約1米，性別未明。事發昨晨7

時許，該頭野豬被發現在金鐘太古廣場對開，
近正義道一邊的上落車處出沒，一時走到港麗
酒店外的花叢上，一時又走過對面馬路的小公
園。多名警員接報到場後手持防暴盾牌，企圖
收窄野豬的走動範圍，其間不少途人見狀紛紛
圍觀拍照。

協和小學3名女教師涉洩叩門試題案，首
被告指稱廉署誘導她錄口供，先承諾若她
無受賄，交代案情後「好快走得」，事後
卻當場拘捕並扣留她一晚，令她情緒崩
潰，更向駐院醫生大爆「學校同事好恐

怖，對她做污糟嘢」。案件昨續審。
首被告鄭嘉儀昨就錄口供的過程自辯，語帶

哽咽指廉署從未就「不誠實使用電腦罪」警誡
她，誘使她放棄緘默權，招認拍下試題並轉發
給朋友。鄭庭上哭稱「我好意外，好驚」，想
致電丈夫聯絡律師，卻被廉署游說稱「只會嚇
親老公」。
鄭更自爆曾患抑鬱症，被捕後情緒不穩需送
院，更向醫生說覺得學校同事對她做dirty work
(污糟嘢)。她庭上解釋，自己起初被懷疑串謀其
他老師收受利益洩題，她因此認為校內有人舉
報她，有同事誣衊她。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涉斬傷男友後企圖割脈涉斬傷男友後企圖割脈
的女學護送院敷治的女學護送院敷治。。 ■■警方封鎖發生桃色血案的私家車蒐證警方封鎖發生桃色血案的私家車蒐證。。

■■兩度遭斬傷及刺傷的兩度遭斬傷及刺傷的
男事主送院救治男事主送院救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鄧偉明) 黑幫為壟斷灣仔建築
地盤的外賣飯盒生意，不惜以恐嚇、毆打手法驅趕他
人，警方接獲受害人舉報後，昨晨派出反黑組探員喬裝
地盤工人監視及調查，迅速在地盤外拘捕7名懷疑黑
漢，最年幼者僅15歲。警方呼籲其他受害人與警方聯
絡，不排除稍後會拘捕更多涉案人士。

被捕者最細15歲
現場為灣仔司徒拔道15號一建築地盤，7名被捕男子

年齡15歲至37歲，全部報稱無業，警方相信他們都有
黑幫「和×圖」背景，各人除涉嫌「非法集結」外，當
中一名31歲姓黃及一名29姓鄧另涉「刑事恐嚇」、
「毆打傷人」及「自稱三合會成員」罪行。
消息稱，現場地盤是嶺南大學舊址，約4年前拆卸重

建，每逢開工日都有人專程前來擺賣飯盒予工人，每個
飯盒售價約35元連一杯飲品，每日營業額約1,500元。
至最近兩個月，突有人加入爭生意，有人更出言恐嚇原
來擺賣者，意圖獨攬經營。
前日警方接獲一名男子報案，指在上址擺賣飯盒時，
遭兩名自稱三合會成員男子毆打及恐嚇，不准再於上址
擺賣飯盒。灣仔警區反黑組接報後，立即聯同情報組人
員展開調查，相信有關人馬會於昨日繼續返回地盤外供

應飯盒，遂於昨晨部署拘捕行動，當中有探員穿上水靴
喬裝成地盤工人監視。
灣仔警區刑事總督察洗國明表示，昨日上午11時

許，探員果見一輛客貨車載同7名男子到達地盤外，他
們分工合作，3人負責開檔擺賣飯盒，另外4人則在附
近疑負責「睇場」，隨時驅趕其他前來擺賣人士。

約20分鐘後，探員認為時機成熟，迅速以涉嫌「非
法集結」罪名將7人拘捕，而擺賣飯盒的3人中，兩人
更疑與前日的「刑事恐嚇」、「毆打傷人」及「自稱三
合會成員」案有關。
洗國明呼籲其他受害人如曾遭受類似恐嚇或毆打，可

與灣仔警署聯絡，強調警方絕不姑息任何罪行。

■警方在司徒拔道一個地盤外拘捕7名涉嫌多種罪行的黑幫
男子。 鄧偉明 攝

■警方在疑人的七人車內檢獲大批供應地盤工人的
飯盒。 鄧偉明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兩名竊賊
覷準年近歲晚，海味店儲存大量高價海味及
藥材應市，伺機向觀塘一間海味店落手，昨
凌晨先撬門進入毗鄰回收店，再鑿牆潛入海
味店並破壞防盜系統，掠去總值約150萬元
名貴參茸。豈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兩人
舉動早被重案組探員監視，追至鯉魚門道將
疑人所乘的士截停人贓並獲。
遭爆竊海味店位於觀塘瑞和街31號地

下，被捕兩名疑人姓高(51歲)及姓陳(52
歲)，據悉均有爆竊案底。據店東劉先生表
示，開業數年已兩度遇竊，上次損失較輕，
今次被盜去總值約150萬元名貴海味藥材，
猶幸警方及時制止，否則損失慘重。由於店
內防盜系統警鐘電線被剪斷，他估計有人曾

到店內踩線摸清保安系統。
事發昨凌晨3時許，警方東九龍總區重

案組於上址執行反爆竊行動，其間目睹兩
名可疑男子從後巷潛入大廈天井，並撬開
毗鄰環保回收店的後門潛入，遂不動聲色
埋伏監視。約兩小時後，兩名疑人攜着大
袋物品截乘的士離開，探員驅車追至鯉魚
門道近藍田救護站外燈位時將的士截停，
當場檢獲大批海味、藥材，以及鐵筆等爆
竊工具，遂將兩人拘捕。
探員折返回收店，發現牆身被鑿開一個

大洞直通入海味店貨倉，經聯絡店東返回
助查，證實賊人進入海味店後先剪斷警鐘
線路，並將兩個閉路電視鏡頭撥歪，再掠
去貴價海味、藥材。

另外，案發現場毗鄰的位元堂觀塘分
店，去年7月25日亦曾遭人以類似手法鑿
牆爆竊，損失約5,000元現金和約值94萬
元名貴藥材，警方正追查是否同是該兩名
疑人所為。

■探員在遇竊的海味店內調查。

■■賊人在回收賊人在回收
店鑿開牆洞店鑿開牆洞，，
再潛入海味店再潛入海味店
爆竊爆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黃大仙環鳳街一幢唐樓地下的修車
房，去年4月26日疑因準備進行維修
的石油氣的士氣缸洩漏或積聚液態石
油氣，突然發生三級火引起大爆炸，
釀成3死9傷慘劇。在事件中曾一度
傷勢危殆的車房技工，於去年10月因
事件分別被勞工處及機電署票控，前
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後旋即被警方
拘捕，控以3項「誤殺」罪。技工昨
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時暫毋須答辯，
獲批准以10萬元擔保外出，法官將案
押後至下月26日，待索取進一步法律
意見後再訊。
控方昨在庭上透露，被告車房技

工黎駿豪（33歲）涉因嚴重疏忽，
而非法殺死車房東主胡漢偉（47
歲）、的士司機陳錦波（61歲）及
毗鄰玻璃店老闆娘伍靄霞。
控方指，被告負責進行檢查及維
修的士時，並沒有相關的牌照，涉
未能採取任何或任何足夠的步驟，
以確保該汽車的燃料箱不會洩漏或
積聚液態石油氣，及若發生該等液
態石油氣洩漏或積聚的情況時不會
被點燃，因此導致爆炸慘劇發生。
控方反對被告保釋，因案件非常嚴
重，將轉介到高院審理。

被告昨由潘英賢大律師代表，他指
控方所依賴的專家證供只屬猜測，兩
名專家及其他證人均沒有實質證據證
明氣缸曾被維修，以及被告曾維修氣
缸。街外證人只是見到被告在維修車
頭。控方同意他們起訴主要只靠專家
及環境證供，但反駁辯方，表示專家
指氣缸曾被打開及移動了180度，以
上全是人為所造成的。
裁判官聽罷雙方陳詞後，終批准

被告以10萬元擔保外出，其間不准
離港及接觸控方證人，並需到警署
報到。據悉，被告在事件發生後在
醫院留醫逾一個月，現仍需接受物
理治療。
辯方昨在庭外指整件事都是一個

慘劇，氣缸本設有一個安全閥，遇
上石油氣洩漏時會阻止，惟當時石
油氣洩漏過程慢，安全閥未能感應
故沒有起作用。
被告於去年10月本被機電署票控

「非有能力的人，卻進行氣體喉管
或有關氣體喉管的工作」，即欠缺
相關訓練及經驗下修理該的士的氣
缸喉管，及同時被勞工處票控「故
意作出任何相當可能危及受僱人本
人或他人的事情」，兩張傳票現押
後至下月2日再作答辯。

涉虐院友案 3職員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沙田鄰舍輔導會
怡欣山莊爆出涉嫌虐待院友案，沙田警區重案組
跟進調查後，昨日在分別在元朗區、黃大仙區及
長沙灣區，拘捕兩名分別28歲和23歲女子，及
一名24歲男子，俱涉嫌普通襲擊罪名。被捕男女
相信為該院舍職員，現正被扣留調查。
馬鞍山警署是於1月11日接獲兩名分別34歲

及42歲男子報案，稱今年1月期間，該間位於
馬鞍山區的社福機構懷疑有職員不恰當對待院
友，案件交由沙田警區重案組跟進調查。據
悉，該院舍有職員曾以牛皮膠紙黐貼兩名嚴重
智障青年的乳頭，更以手機拍下過程。警方經
進一步調查後，昨日以涉嫌普通襲擊罪拘捕3名
男女扣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兩星
期前才誕下麟兒32歲婦人，疑患上產後
抑鬱症，雖已就醫及服藥控制，惟昨晨
有人在深井寓所為兒子開奶期間，突推
窗一躍而下墮樓身亡，其夫獲悉噩耗一
度情緒激動。警方在現場未有檢獲遺
書，調查後相信死者有情緒病，事件無

可疑，列作「有人從高處墮下」處理。
墮樓婦人姓王、32歲，現場消息稱

其兒子剛在兩星期前出世，為第一胎；
其夫姓潘，在一家國際會計師行工作。
兩夫婦年前結婚後，於2011年購入深
井青山公路麗都花園第三座作愛巢。
王分娩後，其夫上周末曾在facebook
公佈喜訊並貼出嬰兒照片，接受朋友祝
賀。然而當兒子出世不久，有人就懷疑
患上產後抑鬱症，常情緒低落，已求醫
就診並定時服藥，情緒逐漸平伏。
昨清晨約6時半，警方接獲32歲姓潘
男子報案，指其妻在麗都花園寓所單位
墮樓。救護員趕至發現該名女子疑從高
處墮下，撞碎大廈地下簷篷玻璃倒臥地
面重創，立即將她送院搶救，惟終返魂

乏術不治，警員在現
場未有發現遺書。
消息稱事發前婦人

並無異樣，惟昨晨其
子在夢中醒來後狂
哭，婦人為兒子開奶
期間，疑趁丈夫不
察，在寓所推窗跳下
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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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晴熱線： 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熱線： 18281
醫管局24小時電話（葵涌醫院精神健康熱線）：2466 7350

■■產後抑鬱婦由住處墮樓產後抑鬱婦由住處墮樓，，洞穿洞穿
一樓玻璃簷篷後着地身亡一樓玻璃簷篷後着地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