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草」認參與商討殺「石棺男」
控方指在警誡下供認 毋須答辯6月底再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荃

灣工廈石棺藏屍案經連日調查及追
緝，花名「小草」的18歲女被告為
至今案中首位被落案控以串謀謀殺
罪的女疑犯，她早前曾與另外3人潛
逃台灣，日前自行投案後被遞解出
境，回港後被捕。她昨日被押解到
法院應訊，暫毋須答辯。控方透
露，「小草」在警誡下承認有參與
商討殺害男子張萬里的計劃。惟案
件尚待調查，法官延至6月23日再
提堂，其間她還柙監房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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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第16/043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4月17日

頭獎：—
二獎：$2,151,790 （1注中）
三獎：$114,760 （50注中）
多寶：$21,46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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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名「小草」的被告何菱瑜（18歲）報稱任職侍
應，一頭金色長髮的她被控一項串謀謀殺罪，昨

日由警署押解到荃灣法院應訊，她提堂時神情憔悴，仍
穿着當日由台灣回港、翌日再到現場重組案情時的白色
短裙。控罪指，她於今年3月 4日在荃灣灰窰角街
「Dan6」9樓D室內，與曾祥欣（26歲）、劉錫豪（21
歲）及張善恒（23歲）串謀、同謀及議同謀殺男子張萬
里。

「天眼」證被告當日進出大廈
控方庭上指，死者張萬里的女友於今年3月4日發現

張失蹤，三天後報警求助。同月30日，警方在灰窰角街

工業大廈「Dan6」9樓D室內，找到張的屍體，其頭部被
膠袋、枕頭套等包裹，屍體被人用繩綑綁。
初步驗屍報告推斷，張於3月4日失蹤當日因窒息致

死。警方翻查大廈的閉路電視記錄，發現死者、女被告
與同案3名男子當天下午曾進出該大廈，但死者卻未有
再露面。

無申請保釋 還柙監房
案發後，女被告與其餘涉案3名男子遠赴台灣，至本

月11日女被告首先從台灣回港被捕。控方透露「小
草」在警誡下承認，有份參與商討殺害男子張萬里的計
劃。控方申請被告暫毋須答辯，並將案件押後，待警方

進一步調查，包括進行驗屍、調查銀行賬戶及電話記錄
等。除控方反對被告保釋外，被告亦沒有申請保釋，故
還柙監房看管。

「男友」盼勿擾「小草」家人
一名自稱「小草」的男友昨晨到庭旁聽，他散庭後稱
會為女友申請法援，並冀傳媒不要滋擾「小草」的家
人，因她的妹妹仍在求學，不希望受到影響。
「石棺藏屍」案除「小草」昨率先提堂外，同時潛逃
台灣其餘3名疑犯曾祥欣（26歲）、劉錫豪（21歲）、
及張善恒（23歲），昨日亦被落案控以串謀謀殺罪，今
日在荃灣裁判法院提堂。

荃灣「石棺藏屍」案，警方昨日
再落案控告案中3名疑犯合共一項
串謀謀殺罪，包括疑是案中主犯的
26歲姓曾男子、21歲姓劉男子及23
歲姓張男子，據悉曾姓疑犯聲稱有

參與藏屍，但沒有殺人。同時，警方昨
日連續第二天重組案情，將姓曾疑犯押
往藏屍的「Dan6」工廈兇案單位，以及
附近商場、建材舖及五金舖，重組案發
過程。

五金店東主對疑犯無印象
昨日中午12時15分，疑為此案「主
犯」的姓曾疑犯被黑布蒙頭及腰纏鐵
鏈，在多名探員押解下，乘坐一輛七人
車先到達荃灣德華街荃新天地二期商
場，逗留約10分鐘後，再被押往藏屍的
灰窰角街「Dan6」工廈9樓兇案單位，
其間探員不時向曾提問，全程有警員手
持攝錄機將過程拍下。
眾人停留約半小時離開，繼而前往德

華街一間建材店，在門口停留約10分
鐘，再轉往鹹田街另一間五金店，同樣
停留約10鐘後離去，至下午1時半，曾

被押回荃灣警署扣查。據五金店東主稱，對疑犯
並無印象，不知道他曾購買什麼物品。
據悉，28歲死者張萬里上月7日被女友報稱失
蹤後，警方港島總區失蹤人口調查組於上月29日
到荃灣灰窰角街「Dan6」工廈9樓一單位調查
時，揭發張被埋屍於一個自製水泥「石棺」內，
法醫初步相信其於上月4日遇害，疑窒息致死。
警方其後拘捕包括死者女友在內的三男兩女，

至於另外涉案現場單位姓曾男租客，則於上月11
日與姓何女友、以及另外兩名分別姓劉及姓張友
人離境潛逃台灣，而死者遇害當日的大廈閉路電
視，則拍攝到死者與4人進入大廈的記錄。
潛逃4人本周先後被遞解返港，旋即被捕，其

中在台投案、花名「小草」的18歲姓何少女已同
樣被控一項串謀謀殺罪，昨日在荃灣裁判法院提
堂。 ■記者 劉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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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涉及巨額費用的
大廈維修工程，疑又因利益問題引發恐嚇事件。
屯門一個已有28年歷史的屋苑，因3幢大廈的天
井維修費報價超過一千五百萬元，部分居民不滿
太貴，上周出席居民大會表示反對後，竟陸續接
獲恐嚇電話。警方反黑組接報經調查，昨晨7時許
在屋苑內拘捕一名疑有黑幫背景，需用柺杖助行
的住客。
被捕男子姓呂（30歲），他涉嫌「刑事恐嚇」

被扣查。據悉有人具黑幫「新×安」背景，最近
因遇到交通意外，昨日被帶署時需以柺杖助行，
警方又檢走一部與案有關的手機取證。
現場為屯門景峰徑4號至8號怡樂花園，屋苑共
有3座大廈，已有28年樓齡，因天井位置破舊需
維修，然而招標報價竟逾一千五百萬元。其後有

居民另覓公司報價，索價低於1,000萬元，故認為
屋苑報價太貴。但消息稱業主立案法團現約有
1,000萬元儲備金，部分居民要求法團取出部分金
額作補貼，惟不獲批准。
另有消息指，屋苑維修工程目前正招標，約有

16間至17間公司競投，暫未完成投標程序。如以
1,500萬元計，每戶需付約3萬元。
有居民認為政府規定30年樓必須強制驗樓，既
然天井破舊並非即時危險，要求等多兩年才「一
次過做」。為此有居民在出席居民大會時表示反
對。
警方稱，上周接獲有關屋苑多名居民報案，指
於出席一個講述大廈維修工程費的居民大會時，
疑因與部分居民意見不合，其後接到恐嚇電話，
部分人更被恐嚇「淋紅油」及「小心啲！」等。

黑漢涉恐嚇「反維修」被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理工大學 60歲英籍講師
Hilary Bower上月22日在內地
失蹤案件，內地執法部門前日
表示他已遇害，昨日再有詳情
爆出，消息指Hilary於失蹤當
晚已在深圳南山區一個單位內
被殺兼遭肢解。內地公安已拘
捕一名與事主有親密關係的內
地女友人，並正追緝兩名懷疑
涉案男子。
Hilary與其三十餘歲內地女友
同居於深圳蛇口，並育有一名
約7歲兒子，但據悉，他在內地
仍有兩三名親密女友人，由於
其感情生活複雜，公安不排除
案件涉及感情糾紛及謀財害
命。據了解，Hilary的胞弟已接
到通知由英國來港善後。
除香港警方外，英國外交及
聯邦事務部亦正向內地執法部
門索取案件更多資料，並為死
者家屬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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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上午黃雨路面水浸之
下，有保母車被困水中央，消
防員到場抱起數名小童涉水讓
他們安全回校上課，相片在網

上瘋傳，惹來網民議論紛紛。有人直指這班「港
孩」嬌生慣養，一名參與救援的消防員昨日撰文
回應及澄清，指當時水深及膝，年幼學生涉水會
構成危險，才抱他們回校。

盼各界勿再怪責小學生
該名消防員又指，為免學童涉水濕透下半身，

「被污糟水醃足一日上學」，才主動上前幫忙抱
出被困車廂的學童。又指事前並沒收到任何人報
案求助，與媒體的報道有分別，冀市民不要再怪
責這班學童。

文章指出，許多人或會質疑相中見到的水位看
似不太深，為何這樣淺水「牛高馬大」自己唔行
而要人抱？其實大家見到那幾張相片，碰巧是較
為高年級的同學，令人產生誤會而已。其實在此
之前，消防同袍已抱走了多名身材較矮小的低年
級同學，市民見到的那幾張相片，其實已經離開
了最深水的區域，所以觀感上可能令大家覺得有
點兒那個。文章又重申義不容辭幫助弱小，是消
防員的職責所在。

該名消防員最後留言稱，除希望社會各界鼓勵
支持消防員外，亦鼓勵其他在惡劣天氣下於不同
崗位仍默默耕耘的人，他亦冀大家不要再怪責這
些小學生：「畢竟他們只是小學生而已，放鬆一
點吧香港人！」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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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童消防撰文
籲網民「放鬆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特首梁振英今年
1月14日到立法會出席答問大會後，立法會秘書
處同日傍晚接獲恐嚇電郵，指大樓內有炸彈，警
方搜查後發現無可疑。涉案報稱侍應的曾子建
（23歲），其後被控「向他人傳達有炸彈的虛假
消息」罪，指他在北角寓所向秘書處公共資訊主
任方嘉貞，訛稱立法會綜合大樓的廁所內有爆炸
品。案件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訊。
需手語傳譯的被告昨日毋須答辯，控方將索取

法律意見，押後至6月初再訊，被告准以1,000元
保釋，其間交出旅遊證件，周一及周五要到北角
警署報到。

虛報立會有炸彈
侍應准保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就讀演藝學院舞台
及製作藝術學院的22歲女生，前晚被發現危坐灣仔寓所
窗口，情緒激動不時大叫，其前男友趕至一度企圖制止，
惜女生一躍而下飛墮平台重傷不治。警方在現場沒有檢獲
遺書，但據稱事主因感情問題不開心，事件無可疑。演藝
學院對事件深感難過及惋惜，將為其家人提供適切協助。
墮樓身亡女生姓蘇（22歲），據悉是澳門人，為演藝

學院演藝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全日制四年級學生，生前獨
居軒尼詩道軒轅大廈13樓一單位。現場消息稱，蘇3個月
前與男友分手，但與現任男友不時吵架，甚至鬧分手，因
而一直不開心並情緒低落。
前晚10時許，有街坊赫見一名女子在上址大廈高處窗

邊背街危坐，並不時大叫，情緒相當激動，立即報警。
消息稱，在警員到場前，事主的25歲姓林前男友聞訊

趕至，並入屋企圖上前阻止，惟有人突向後仰，在前男友
面前直墮一樓平台發出巨響，有目睹街坊亦不禁失聲尖

叫。消防員迅即以雲梯將奄奄一息的蘇女救下送院，惜最
終證實不治。

前男友制止無果 情困女生墮樓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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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管局精神健康專線(24小時)：2466 735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有騙徒覷準歌迷對演唱
會門票需求殷切，竟在網上訛稱有麥當娜、BIGBANG等
巨星、樂團的門票出售，惟受害人過數後騙徒逃之夭夭。
警方早前接獲25宗相關求助，深入調查後昨掩至黃大仙
一住宅單位拘捕一名男子，初步估計涉及騙款約逾三萬
元。
被捕男子姓關（23歲），他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

產」罪名被扣查。
警方早前接獲多名事主報案，指在網上購買他人轉售的

演唱會門票時受騙。港島總區重案組3A隊接手深入調查
後，證實有人在網上社交平台、拍賣網等，訛稱有多個歌
手、樂團的演唱會門票出售，當中包括國際巨星如麥當
娜、韓國人氣樂團BIGBANG等。在一票難求下，不少歌

迷即與騙徒聯絡，並改以即時通訊軟件作溝通，其間騙徒
要求受害人將款項存入3個賬戶，聲言會再相約見面交收
門票，惟當騙徒收款後即「音訊全無」。
探員根據線索，昨日下午3時45分掩至橫頭磡邨宏基樓
一單位，拘捕目標騙徒，當場起出多部手提電話及兩張銀
行卡、一張馬會戶口卡及約8,000元現金等，初步相信疑
犯涉及去年11月至今年3月間，共25宗相關騙案，涉款
約逾三萬元。
警方提醒市民在網上購物最好當面交收，否則亦應使用
有身份認證功能的網站，以保障安全及利益。警方續指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一旦罪成，可判囚10年；至於
提供戶口處理贓款則涉及「洗黑錢」，最高可判囚14年
及罰款500萬元，呼籲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青年網售演唱會飛呃3萬元被捕

■■1818歲女被告歲女被告「「短裙小草短裙小草」」何菱瑜何菱瑜，，由警車押由警車押
送到荃灣裁判法院提堂送到荃灣裁判法院提堂。。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黃雨襲港黃雨襲港，，消消
防員抱着學童涉防員抱着學童涉
水回校上課水回校上課，，豈豈
料 惹 來 網 民 議料 惹 來 網 民 議
論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警方到橫頭磡邨警方到橫頭磡邨
拘捕一名涉案男拘捕一名涉案男
子子。。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探員展示搜到的演唱會門探員展示搜到的演唱會門
票騙及現金票騙及現金。。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石棺藏屍案疑石棺藏屍案疑
兇曾祥欣押返荃兇曾祥欣押返荃
灣灰窰角街工廈灣灰窰角街工廈
重組案情重組案情。。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涉刑事恐嚇的涉刑事恐嚇的
男子在屯門怡樂男子在屯門怡樂
花園被捕花園被捕。。

■在內地遇害後慘遭肢解的理工大學英
籍英語講師Hilary Bow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