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麻地玉器市場有攤販被油麻地玉器市場有攤販被
人偷去人偷去 200200多隻玉手鐲多隻玉手鐲。。

財庫局常秘豪宅遇竊
3賊抬走夾萬 黃灝玄外遊 損失待點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財經事務)黃灝玄位於港島深水

灣的寓所，前晚揭發遭賊人入屋爆竊，連房間內一個夾萬亦抬走，惟因黃灝玄目前不在港，實際

損失有待他回港點算。西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五隊已接手調查，追緝3名竊賊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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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為深水灣道48號文禮苑一間獨立屋，
屬政府高官宿舍，戶主為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常任秘書長(財經事務)黃灝玄。前晚11時
許，黃的56歲外傭Camponion返抵上址時，
發現大門被撬，屋內有搜掠痕跡，房間內一
個夾萬及一個袋不翼而飛，大驚報警。警方
到場調查，翻查現場閉路電視，發現拍攝到3
名賊人潛入獨立屋犯案。

警派員搜山未見賊蹤
警方昨晨派出大隊人員，在深水灣道與深

水灣徑之間的一帶山頭搜索賊蹤，暫未發現
可疑人蹤影。另外，屋苑附近亦有警車加強
巡邏。
黃灝玄1982年在中文大學畢業後，旋即加

入政府政務職系，於2001年1月晉升至首長
級甲級政務官，並於2006年9月晉升至首長
級甲一級政務官，仕途順利。其間黃曾在多
個決策局及部門工作，曾任香港駐日內瓦經
濟貿易辦事處副代表。
2005年，黃出任特首辦常任秘書長。2011
年黃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時，曾
處理包括「網路廿三條」、「免費電視發
牌」等富爭議性的議題。至2014年11月，黃

灝玄接替退休的區璟智，出任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常任秘書長(財經事務)至今。

文禮苑屢成賊人下手目標
樓齡逾30年的文禮苑是南區著名豪宅屋苑

之一，有58幢3層高獨立屋，港府早年購入
其中16座作高級公務員宿舍。屋苑築有兩米
高圍牆，正門設有更亭及周圍有閉路電視防
盜。去年屋苑曾有一幢建築面積約3,600呎的
獨立屋以1.36億元售出。文禮苑住戶不乏高
官名人，但亦不時成為賊人爆竊目標。
2014年9月，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女法官杜

麗冰在文禮苑的獨立屋險遭爆竊。而黃遇竊
的單位，正是與杜為鄰。另外，2012年 10
月，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周達明，與任
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任秘書長（庫務）的
妻子謝曼怡，位於文禮苑的獨立屋，亦曾遭
賊人潛入爆竊，掠走手機、手錶及現金等財
物。
有保安業人士指出，家居夾萬應選用沉重類
型，且要用「爆炸螺絲」鑲入石屎牆或地上固
定，以增加賊人搬走的難度；此外，夾萬應附
有「UL」國際標準認證的鎖具，同時夾萬應
擺放在不起眼隱閉位置，以提高安全度。

■■有不少高官名人居住有不少高官名人居住
的 深 水 灣的 深 水 灣 「「 文 禮文 禮
苑苑」。」。

■■財庫局常秘黃灝玄財庫局常秘黃灝玄。。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杜法祖） 綜合外
電報道：剛由英國曼
徹斯特前往美國謀
生、早年曾在香港電
台短暫任職製作助理
的 香 港 移 民 Paul
Tam，上月在加州三
藩市街頭遇劫，反抗
時被刺重傷，留醫搶
救逾一個月，延至本
月24日終告不治。美國警方現正全力追緝兇徒歸案。
死者Paul Tam Ying Wah、48歲，1997年曾在香港電台
任職製作助理5個月，其後移居英國，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
任職網站及數碼市場經理約10年。去年12月聖誕節，他赴
美國與在當地定居的侄兒會合，尋求個人發展。
上月18日事發當晚，Paul Tam在三藩市Franklin Street

和Post Street交界，途經一所天主教堂附近時，迎面而來一
對黑人男女突然靠近搶奪其手提包，內裡有事主的護照、手
機、銀行卡和錢財。根據當地警方發放的閉路電視畫面，事
主極力反抗與對方糾纏，並趁機拔足逃跑。男搶匪心有不甘
快步追前，事主倒地後被人用刀狠插後腦，手提包隨即被搶
走。
電視畫面又見到雖然有汽車駛經事發馬路，但均沒有人停

車施以援手。三藩市一名辦案警官稱：「事主倒地後，兇徒不單只
要搶走他的手提包，還想攞他的命。」
三藩市警方事後在現場找到疑是女搶匪留下的圍巾，正核對DNA

以確定其身份。警方已加派人手全力追緝該對雌雄大盜兇徒歸案。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杜法
祖) 學校結束
復活節長假期
前夕，又再發
生學生自殺輕
生事件，一名
17 歲 高 中 女
生，昨傍晚被
發現從長沙灣
一幢屋苑的多
層停車場高處
墮街，救護員
趕到將女事主
急 送 醫 院 搶
救，惜已傷重
不 治 。 消 息
指，女事主就
讀於區內一所
名校，初步疑
因感情問題輕
生。連同今次
事件，僅本月
內便已發生最
少 8 宗學生自
殺死亡事件。
疑不堪感情

困擾輕生少女姓關、17歲，警方在現場未檢獲遺書，但事後已聯絡
上其家人，據了解，女生曾有情緒病紀錄，就讀深水埗區內一家一
條龍的直資名校，今學年升讀11級(grade 11)，明年將應考國際文憑
課程(IB)。
墮樓現場為長沙灣昌華街38號麗寶花園，但並非女生住處。昨傍

晚6時許，女事主被街坊發現從大廈7樓停車場飛墮，期間撞毀外牆
一個閉路電視，再反彈着地，倒臥大廈後巷。救護員接報趕抵，將
已奄奄一息少女急送明愛醫院搶救，惜最終傷重不治。
現場後巷留下大灘血迹，警方在地面檢獲少女的一隻波鞋及白色

手袋，並翻看大廈閉路電視錄影，調查後初步相信事件無可疑，稍
後聯絡上其家人證實身份。
連同今次事件，自去年9月新學年至今，最少已有24名學生自殺

身亡，而單本月內便已發生8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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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歲名校女生車場墮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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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管局精神健康專線 2466 7350
(24小時熱線諮詢服務):

■■少女倒臥大廈後巷少女倒臥大廈後巷，，現現
場遺下一攤血迹場遺下一攤血迹。。

■在三藩市街頭遇劫被刺傷的Paul
Tam，留院一個月不治。 外電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大嶼山鳳凰山巔
發生行山友暈倒猝死事故。一名年近六旬男子，
趁昨日假期懷疑獨自遠足，至下午被其他行山客
發現昏倒山頂，報警召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將其急
送往東區醫院搶救，惜終返魂乏術不治。
警方發現事主頭部有傷痕，不排除有人突然暈
倒頭部撼地造成，至於其是否因頭部受傷失救、
抑或隱疾猝發致命，有待法醫驗屍確定，初步相
信事件無可疑，列作「有人暈倒送院時死亡」處
理。

疑行山猝死男子姓周、59歲，據悉為港鐵職
員，港鐵發言人對事件感難過，已聯絡死者家人
慰問，並會提供一切可行協助。警方事後已聯絡
周的親友，初步了解周未婚，亦無長期病患記
錄。
現場消息指，周昨早趁假期到大嶼山鳳凰山遠

足，至下午1時許，有其他遠足人士途經鳳凰山
山巔時，發現周倒地昏迷，頭部擦傷流血，立即
報警求助。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接報趕至，將
其吊起送往港島東區醫院搶救，其間飛行醫生發

覺周已無呼吸脈搏，一直施予心外壓急救，惜抵
院搶救至下午近3時終證實不治。
有行山專家指出，行山遠足切忌獨行，應相約
友人同行，最好帶備通訊工具，途中可互相照
應。此外，行山絕不能「逞強」，應選擇適合自
己難度的山徑，以免體力未能負荷。
發生行山客猝死意外的鳳凰山山頂，主峰高達

海拔934米，是香港第二高山峰，僅次於大帽山
的957米，曾獲選為「香港十大自然勝景」之
一。

行山漢獨上鳳凰山巔猝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中年休班警
員涉嫌知法犯法，涉午夜在大埔道金山郊野公
園以氣槍射擊野猴，被市民發現報警拘捕。事
件暫列「虐待動物」及「藏有仿製槍械」處
理，警方表示警隊非常重視人員的操守，任何
人員干犯違法行為，警隊絕不容忍和姑息，定
必嚴正處理。

入職17年情緒問題禁佩槍
涉案被捕男子姓鄧、40歲，據悉是駐守馬鞍山

分區的休班軍裝警員，因涉嫌「虐待動物」及
「藏有仿製槍械」，由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扣

查。消息稱，有人入職警隊17年，疑因為情緒問
題，被評為健康欠佳人員（HIO），不能佩槍，
在警署內做文職工作。根據《防止殘酷對待動物
條例》，違例者可被判處監禁3年及罰款20萬
元。
現場為長沙灣大埔道金山郊野公園停車場，

上址一帶山頭有大量猴子聚居，樹上、馬路
邊，甚至停泊的汽車上均可見牠們蹤影。野猴
並不怕人，即使有人車接近，牠們很多時亦不
會讓路。
事發於前晚深夜11時45分，一名中年男子在

上址停車場內涉嫌以氣槍射擊猴子，將牠們當成

活靶，有猴子中槍痛得大叫並四散。途人聽聞
「槍聲」及猴子呼叫聲發現事件，不值該名男子
所為，暗中報警。警員接報迅即趕至，據悉當時
涉案男子已返回車上，警員依據途人提供的車牌
資料尋獲涉事車輛，發現車上果然藏有氣槍及
「BB彈」，遂將涉案男子拘捕，調查後發現他是
一名休班警員，將其帶返警署調查。
事發後在上址聚集的猴群已四散，僅餘下一兩

隻較為大膽的在路旁徘徊，而市民餵飼猴群留下
的麵包皮，則有野豬出現享用。
氣槍射猴事件過往亦曾有發生，2013年3月，

一名男子到金山郊野公園涉教其6歲兒子以氣槍
射猴，過程被人拍下並放上網，事件經傳媒曝
光，網民紛紛炮轟及譴責做法不當。
警方事後於天水圍拘捕該名男子。

氣槍射馬騮 休班警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無良賊上周末在葵涌一
間酒樓內涉強搶老婦手袋，犯案過程在網上瘋傳後，當日
警方在事發數小時後，即閃電在石籬邨拘捕一名涉案男
子。該名被捕男子昨已被落案控告一項搶劫罪，將於今日
（29日）在荃灣裁判法院提堂。
案發於上周末(26日)上午10時許，現場為葵興商場內一

間酒樓。當日警方接報一名89歲姓朱老婦遭搶去手袋，
內有現金約500元，其
間她被推跌地上致頭部
受傷，需送院治理。而
涉案賊人犯案過程被閉
路電視拍下，並迅速在
互聯網上瘋傳。
片段顯示一名灰白長

髮男子在酒樓內，乘行
動不便的女事主往洗手
間途中，猛力將其推跌
地上，再強搶其斜孭袋
後拔足逃走。
警方在片段公開數小

時後，當晚旋即在石籬
邨拘捕一名涉案50歲
姓陳男子，並在其家中
檢走疑與案有關的證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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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油麻地甘肅街玉器小販市場昨晨發生
盜竊案，場內一攤販遭人偷去240隻
玉手鐲，價值約6萬元。油尖警區刑
事調查隊第九隊正跟進調查事件，暫
無人被捕。
現場為甘肅街玉器小販市場的B

區，遇竊攤檔38歲女檔主昨晨返回檔
口準備開檔營業時，發現一批玉手鐲

被偷去，於是報警。陳太稱該批玉鐲
共240隻，分別放在3個袋內，前幾
天才入貨。
陳太又稱，玉器市場每日早上8時

開閘，晚上7時半關閉，有保安員駐
守。她發現檔口的閉路電視被人破
壞，剪斷電線並拆去鏡頭。她續說開
業廿多年，過往也曾遇過失竊，但損
失以今次最多。

玉器市場攤檔240手鐲被盜

■鳳凰山是本港
第二高山嶺，是
欣賞雲海與日出
的好地方。

漁護署供圖 ■■疑行山猝死男子遺體舁送殮房待驗死因疑行山猝死男子遺體舁送殮房待驗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