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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英籍講師 深會女友失蹤
同居多年失聯兩周 警聯繫內地部門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杜法祖）香港理

Hilary St. John Bower，60 歲。理大
離奇失蹤的理大講師
網頁顯示，Hilary在1996年開始已在香港理工大學任職

Hilary 失蹤時序

語文導師，至今近 20 年。Hilary 曾於內地、韓國、泰國、科

工大學一名英籍語文 威特及西班牙教英文，此外亦有當雅思英語試（IELTS）及
講 師 ， 上 月 22 日 返 劍橋職場英語測試（BULATS）考官的經驗。
回內地擬會合女友，

友人估計或涉出售千萬物業

但卻失去聯絡，離奇

據悉，Hilary 在港並無其他家人。他多年前於內地深圳與
一名 30 餘歲的中國籍女友同居，並已育有一名 7 歲兒子，一
家人居於深圳蛇口，故 Hilary 經常穿梭內地香港兩地，每天
均會過關到香港上班，下班後再北上回家。
有熟悉 Hilary 的友人透露，他早於 10 年前已在蛇口擁有物
業，其中一個放租多年的物業，近日以近 900 萬元人民幣售
出，但未知他已否收妥賣樓款項。友人估計 Hilary 失蹤可能
與出售物業有關。
消息稱，上月 21 日 Hilary 離開蛇口住所返港上班。至翌日
下午約 5 時，Hilary 下班後由香港返回深圳，至晚上 9 時許曾
與家人通電話，但之後音訊全無，離奇失蹤。其女友曾向內
地警方求助，但因她並非正式妻子，故一直不獲受理。

人間蒸發。其女友上
月底向本港警方報
案，案件暫列作「失
蹤人士」案，交由西
九龍總區失蹤人口調
查組處理，並已就個
案聯絡內地相關部門
跟進。理大表示已與
其在英國的家人聯

女友指上月21日男友「最後露面」

絡，提供所需協助。

至上月 30 日，Hilary 女友到香港報案。警方表示，一名女

■Hilary Bower的家人在網上發出尋人啟事。

網上圖片

子上月30日到尖沙咀警署報案，指其60歲男友在3月21日最
後露面後失蹤。
警方接到報案後，曾聯絡認識事主的人士，及聯絡相關部
門或機構，尋找事主的下落。警方暫列作「失蹤人士」處

3月21日

Hilary離開深圳蛇口住所返港上班

3月22日

Hilary 下午 5 時許下班返回內地，晚上 9
時曾以電話與家人聯絡，其後一直失蹤

3月下旬

女友據悉曾向內地警方求助，未獲受理

3月30日

女友來港到尖沙咀警署報案稱男友失
蹤，警方列作「失蹤人士」案，交由西九
龍總區失蹤人口調查組處理，並已聯絡
內地相關部門跟進

4月9日

香港理工大學證實 Hilary 自 3 月 23 日起
已沒有上班，並與理大失去聯繫。理大
已與他在英國的家人聯絡，提供所需協助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室

製表：記者 杜法祖

理，交由西九龍總區失蹤人口調查組跟進。
香港理工大學證實，英語教學中心英國籍語文導師 Hilary
Bower 自 3 月 23 日起沒有上班，並與理大失去聯繫。理大表
示，已經與他在英國的家人聯絡，提供所需協助。

開窗花探身尋兄 3 歲童墮樓命危

■男童懷疑自行開啟住所睡房窗花而意外墮樓
男童懷疑自行開啟住所睡房窗花而意外墮樓。
。

鄺福強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福強、杜法祖）油塘鯉魚門
邨昨午發生小童墮樓家居意外，一名3歲半男童知悉兄
長在地下公園玩滑板車後，竟自行走入房間，用鎖匙開
啟窗花，攀窗探身尋兄時意外失足從4樓直墮地下重傷
命危。
看管男童的外婆其後發覺外孫失蹤，以為他偷偷離家
往樓下尋兄，到地下尋孫時始發現幼孫墮樓。警方調查
後，以涉疏忽看管兒童將其外婆拘捕。
墮樓受傷命危男童姓譚，約3歲半。醫院消息稱，重
傷小童頭部受傷、大腿骨折，情況不太樂觀，正接受手
術搶救性命。受傷男童與父母、7歲兄長和姓關75歲外

■男童墮樓位置遺下其兄長的滑板車
男童墮樓位置遺下其兄長的滑板車。
。鄺福強 攝

婆一家五口同住鯉魚門邨鯉興樓4樓一單位。
據悉，昨日事發時男童父母正在上班，一對兒子交由
外婆看管照顧。現場消息稱，昨日下午，男童兄長帶同
滑板車到地下空地遊玩，男童留在家中由外婆照顧。至
下午5時許，鯉興樓保安員聞物體墮地巨響，往查看發
現一名男童倒在地上昏迷，立即報警求助。

疑趁外婆斟水時爬窗
同時間，男童外婆發覺外孫失蹤，以為他偷偷離家尋
兄，到樓下始知幼孫已墮樓受傷，男童兄長亦棄下滑板
車，偕外婆陪同胞弟乘救護車送院。

■墮樓男童的一隻涼鞋遺留在現場
墮樓男童的一隻涼鞋遺留在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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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事後經初步調查，懷疑事發前男童在客廳食雪
糕，但他趁外婆往廚房斟水時，走進房間爬上床，用放
在窗邊的鎖匙打開窗花，再攀窗探身欲尋兄時失足墮
樓。
有兒童專家稱，3歲小童已有很高活動能力，對身邊
很多事物都有興趣，但危機感卻不強。他們會嘗試攀爬
到高處，而家長和監護人，要確保兒童在自己視線範圍
內，並要時刻留意小朋友的活動。
同時，家中窗戶應選擇不能開關、較穩固的窗花，亦
不要在窗邊擺放梳化、床鋪或枱椅等可協助爬高的傢
具，免發生危險。

遭的撞飛捲巴士底 途人命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紅磡漆咸道北與新柳街交界
昨晨發生嚴重交通意外，一名男子疑為追巴士，未依交通燈號
橫過馬路，遭一輛沿快線駛至的士撞至飛彈往慢線，重傷倒在
埋站的巴士尾部車底，當場頭及身體多處受傷昏迷，經送院搶
救性命垂危，警方正對意外肇因展開調查。
車禍中重傷男子姓麥（43歲）。他頭、膊、面及手臂等多處
地方受傷，經急送醫院搶救後，情況危殆。意外發生於昨晨8
時許，張姓（68歲）的士司機駕駛的士沿紅磡漆咸道北駛向尖
沙咀方向，至新柳街交界燈位時，張突見一名男子從行人過路

港人韓國跑馬拉松猝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香
港人前往韓國慶州參加當地馬拉松 10 公里
賽事時，疑因身體不適猝死，據悉，香港
入境處已經接獲旅行社通知。
據了解，死者年約 50 歲，姓葉，早前報
名參加美和旅遊「慶州櫻花馬拉松團」，
團員分別在星期四及星期五出發，下星期
一返港。賽事在當地時間昨日上午 9 時開
跑，死者中途暈倒，現場人員將他送往就
近醫院救治，惟已返魂乏術。香港入境處
已接獲有關求助，與死者家屬及中國駐釜
山總領事館聯絡，提供可行協助。美和旅
行社亦已聯絡死者家人，協助處理保險事
宜。
「韓國慶州櫻花馬拉松」以邊跑步邊賞
櫻花作噱頭，吸引跑手報名，每年 4 月初
舉辦賽事，分為全馬、半馬、10 公里及 5
公里迷你馬拉松。

4月9日(第16/041期)攪珠結果

3 6 13 38 43 44 31
頭獎：二獎：$1,915,350
三獎：$76,800

（1 注中）
（66.5 注中）

多寶：$22,445,281
下次攪珠日期：4 月 12 日

線衝出橫過馬路走向巴士站，他雖立即煞車，但車頭仍將該名
男子撞及，對方先撞上的士車頭擋風玻璃，再反彈飛向慢線。
適時一輛巴士正停在旁邊巴士站上落客，被撞男途人飛向巴
士車尾，終跌進巴士車底，當場重傷昏迷，其他路人見狀立即
通知巴士車長不要開車。
警方接報與消防員趕至，消防員將傷者由車底救出送院，巴
士車尾遺下大攤血迹。涉案的士車頭擋玻璃損毀，的士司機及
巴士車長事後在現場協助警員調查意外肇因，警方稍後將涉事
的士拖走待驗。

■馮永業稱妻子不知交易股東為陳婉玉
馮永業稱妻子不知交易股東為陳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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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永業認瞞妻與陳婉玉「交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馮程淑儀的「換樓風波」可謂「峰迴路轉」。程的丈
夫、前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副秘書長、現職機場管理局
企業發展執行總監的馮永業，昨日在社交網站 facebook 首次回應換樓風波時披露，馮程淑儀不知道他與
陳婉玉「交往」，而在交易前不知道陳婉玉股東身
份。

指馮程淑儀不知換樓股東身份
馮程淑儀前日帶同行李離開寓所，被發現脫下了婚
戒。馮永業昨日下午在 facebook 發帖，就「換樓風
波」發表「三點回應」，一是「本人（馮永業）從沒
有告訴太太（馮程淑儀）我與陳婉玉女士的交往」，
二是「就這宗交易，本人太太確實在交易前不知悉另
一方公司的股東身份」，三是「本人對此事件為太太
及家人帶來的困擾深感抱歉」。
馮永業在帖文尾補充說明，「因有關當局已或將就
此宗事件進行調查，本人不會再就傳媒報導或查詢作
出任何回應。」

■被的士撞飛的男途人
被的士撞飛的男途人，
，躺臥巴士車底
旁接受搶救。
旁接受搶救
。
網上圖片

17 歲少女被姦 母前男友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青衣長亨邨發生懷
疑強姦案，一名頭部受傷的17歲少女，前晚報稱遭人
姦污及襲擊，警方接報了解後，懷疑淫狼是少女母親
的前男友，遂掩至疑人同邨住所搜查，惟破門入屋後
卻發現空無一人，經包圍大廈搜索 3 小時，終在昨日
凌晨於電梯大堂發現疑人企圖離開，遂將其拘捕帶署
扣查。
慘遭強姦及襲擊受傷的17歲少女，因頭部受傷，事
後須由女警陪同送往醫院敷治及檢驗。
她與家人居於青衣一公屋單位。涉案被捕的淫狼姓
莊（33歲），消息指其是少女母親的前男友。

封鎖大廈搜索 終截着草疑犯
前晚深夜10時13分，受害少女在青衣寓所報案，聲
稱早前在同邨另一單位被一名認識的男子強姦及襲擊受

傷，警員到場迅將少女送院敷治及檢驗。
警方根據少女提供線索，立即掩至目標單位搜捕疑
人。現場消息指，由於屋內無人應門，但翻查大廈閉
路電視，相信疑人未有離開，警員懷疑有人拒絕開
門，立即要求同袍帶備盾牌及爆破工具增援，又在地
下以大光燈照射單位的窗口外牆，以防有人爬出單
位。其間，消防員奉召到場戒備，至昨日凌晨，警員
決定破門，但進入單位後卻發現屋內空無一人。
由於警方相信疑人仍在大廈內匿藏，立即封鎖各出入
口，並派員逐層搜索。
至昨日凌晨1時許，警員突發現疑人在地下電梯大堂
出現，並企圖離開，遂立即將其截停拘捕，調查後相信
有人在警員到場前離開單位，並一直匿藏梯間。
疑人隨後被押回單位搜證。案件列作強姦案，交由葵
青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

稱被梁卓偉夾傷手 司機劈炮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
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昨晨在西區寓
所與私人司機疑因工作態度問題發生爭
執。其間，司機報警聲稱梁關車門時夾
傷其手部。警員接報到場調查，將表面
無傷痕的事主送院檢驗，案件暫列作
「聲稱襲擊」案跟進，暫未有人被捕。
昨晨11時許，警方接獲有人報警稱，

港島西區龍華街 9 號發生襲擊案，警員
到場調查期間，一名姓周男子聲稱被一
名梁姓男子關車門時夾傷手。警員初步
調查發現事主未有傷痕，遂將他送院檢
驗，案件暫列作「聲稱襲擊」案，交西
區分區跟進。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發言人事後表示，
梁教授就事件深表遺憾，有關人士為約

1 個月前聘請的私人司機，由於涉及駕
駛安全，梁教授已與該名司機解除僱傭
合約，並會按法例作出適當跟進安排及
補償。
據 悉 ， 涉 事 的 私 人 司 機 姓 周 （45
歲），上月 14 日始入職任梁的私人司
機。他聲稱事發後已即時辭職，又指自
己一向駕駛非常安全。有人透露事件起
因是梁卓偉前晚發現私家車玻璃窗有污
迹，指示司機昨日上班前清理，但有人
因忘記抹掉，結果遭薄責。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及其社區團隊促請政府正
視業權不清的無障礙設施興建項目。

鄧家彪促業權不清項目無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自 2012 年起推出
「人人暢道通行」計劃，增設無障礙通道設施，但部
分項目因業權不清，落成時間遙遙無期，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鄧家彪及其社區團隊一直關注問題，並在不同
地區找到令居民不便的業權不清項目，促請政府正
視。
恆安邨街市三個出口均以樓梯作設計，令殘疾人士
及使用輪椅者難以進入，加上樓梯業權由屋邨業主立
案法團及領展攤分，令興建無障礙通道出現困難，在
鄧家彪及社區幹事林德偉跟進下，領展表示願意承包
維修、保險及建造費用，法團卻未有任何回覆，鄧家
彪促請平等機會委員會去信法團勸喻。
另外在太平邨，北區區議員曾勁聰多年來爭取在可
連接北區醫院及港鐵站的天橋興建升降機，同樣因屋
邨業主立案法團及房屋署各擁有部分業權，令工程未
能動工。鄧家彪指縱然法團有條件答應興建升降機，
但指本年施政報告延續「人人暢道通行」計劃的文件
尚未出台，令部門難以處理工程申請，他促請政府盡
快公佈有關文件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