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涉非禮3女童「手套色魔」落網
專揀周三犯案 重案組鎖定目標一見即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深水埗石硤尾邨近期接連發

生非禮案，3名同是12歲的女童

先後在邨內遭人非禮，消息指3

宗案件無獨有偶均在星期三發

生，色魔犯案時更戴上白手套，

警方懷疑是同一人所為。深水埗

警區重案組接手綜合調查後終鎖

定目標，前日下午當疑人在石硤

尾邨出現時將其拘捕。對於近期

區內治安不靖，居民極表關注，

要求警方加派警員巡邏，以收阻

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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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天
文台昨晚9時45分發出今年首個
一號風球。按照預測路徑，本港
今日凌晨風力不會顯著增強，需
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的機會不

大。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宋文娟稱，今次是近十年
來首次在5月發出戒備信號，對上一次是2006年5
月。

天文台稱，到昨晚11時，位於南海北部的季風低
壓已增強為一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南
約34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20公
里，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
天文台預計該熱帶低氣壓會在今日下午在廣東

西部登陸，香港天氣將轉為不穩定，有狂風驟
雨，離岸及高地吹強風，下周華南將受西南季候
風影響，並被高空反氣旋支配，天氣逐漸轉為晴

朗及炎熱。
天文台預測今日多雲，有驟雨及狂風雷暴，氣溫

介乎攝氏26度至28度，濕度80%至95%，吹東風4
級至5級，後轉南風5級，離岸及高地6級。預測下
周難見陽光，全周亦持續有驟雨，氣溫介乎21度至
32度。
網民得知今晨或有機會打風，紛紛在網上討論區

留言，當中不少人早已「見慣風浪」，聲言「八號

波先算啦！」、「早d（啲）訓（瞓）聽朝起身返工
啦！」

笑籲天文台「識做」挽民望
亦有人再次引用「李氏力場」笑話嘲諷：「放

心，我地（哋）有李氏力場，永無八號。」更有網
民發揮創意，提醒天文台「有機會挽回民望啦，聽
朝識做啦！」 ■記者 文森

近十年首見5月打風 網友：八號波先算啦！

被捕疑人姓謝（20歲），據說在一間日式食肆任廚
房工人，他涉嫌與上月3宗發生在區內的非禮案

有關。昨日凌晨2時許，他被探員蒙頭押返白田邨盛田
樓寓所蒐證，稍後將被控以有關罪名。

石硤尾邨三狎12歲女生
在4月13日下午約4時40分，一名12歲女學生行經
石硤尾邨一通道時，被一名年約20歲、瘦身材男子非
禮，女生其後將事件告知家人後報警。
4月20日晚上7時15分，另一名12歲女學生途經石
硤尾邨一公園時，亦被一名男子非禮後逃去，她其後在
家人陪同下報警。
豈料在4月27日下午4時許，再有一名12歲女學生於
邨內回家途中，同樣被一名揹有一個深藍色背包、年約
20歲至25歲男子從後非禮後逃去。
警方發現，3宗案件事主所描述的色魔年齡與體形相
若，懷疑是同一人所為，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區重案組綜
合調查後，終鎖定目標人物。前日（25日）下午約5

時，探員發現疑人在石硤尾邨出現，馬上將他拘捕。

區議員倡加強警力巡邏
深水埗區近期治安不靖，今年2月19日，區內富昌
邨、榮昌邨及南昌邨在短短7小時內，共有4名少女遭
摧花狂徒以插蘇頭、玻璃樽及拳頭連環襲擊打傷，其中
一人面部更需做手術，恐有毀容之虞。事件一度令區內
居民人心惶惶，警方經調查後，先後拘捕兩名懷疑涉案
男子，並落案控以相關罪名。
上月27日，區內在入夜4小時內亦接連發生街頭劫
案，一名青年途經榮昌邨公園時被匪徒搶手機受輕傷。
另一名28歲女子步經荔枝角道近東京街的行人天橋
時，亦遭持鎖匙歹徒企圖搶手袋，女事主反抗驚動途人
將劫匪擒獲，女事主受輕傷送院。
西九新動力深水埗區區議員梁文廣當時曾指，警方

應加派警員到街上巡邏，以收阻嚇作用。亦有區議員
呼籲居民如有需要，可使用屋邨保安提供的夜間護送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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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第16/058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5月28日

頭獎：—
二獎：$622,940 （3注中）
三獎：$71,700 （69.5注中）
多寶：$15,439,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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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天水圍天晴邨昨晚發生倫常血
案，一名青年在家中疑因爭用電腦問題，與繼父發生爭執，糾纏
間繼子疑先遭人以摺枱狂扑後腦，繼而再遭牛肉刀貫胸重創浴
血，警方接報趕至將涉案繼父拘捕，並將負傷逃出屋外的繼子送
院搶救。
現場為天晴邨晴碧樓一單位。消息稱，傷者姓姚，涉嫌逞兇繼

父則姓饒。事發昨晚7時許，姚在上址家中與繼父發生爭執，其間
遭對方用摺枱扑傷後腦，再被人用牛肉刀插胸，當場血流如注，
負傷跑出家門逃到樓下空地，其間姚疑因失血過多吐血暈倒地
上，有途人見狀大驚報警。
救護員趕至將傷者送院搶救，警員接報到場持盾牌及警棍戒

備，稍後在屋內拘捕涉案繼父。

疑爭電腦 繼父牛肉刀插子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綜合外電報道：一名到澳洲墨爾
本工作假期的香港女子，涉嫌在一名男性友人協助下，開槍殺死
其48歲外籍男友，當地警方周四（26日）落案控告兩人謀殺罪。

與友齊落網 被控謀殺罪
被捕26歲香港女子名為盧雨彤（譯音、Yu Tung Lo,Tracy）以

工作假期簽證入境澳洲，並在當地居留和工作，她與32歲男性朋
友杜霍維奇（Daniel Duhovic）雙雙被捕及控以謀殺罪，周四早上
在墨爾本法庭提堂。法官將案押後至10月20日，並下令把盧和杜
霍維奇續還押監房看管。當局沒透露盧女於何時進入澳洲展開工
作假期，只知她在農場工作，沒有固定地址。
遇害死者是盧的48歲男朋友保羅．霍根（Paul Hogan）。兩人

近月才在網上結交及來往，其後在霍根位於維多利亞州Bacchus
Marsh的寓所內同居。本周二早上，霍根被發現倒臥寓所門外一
輛貨車司機位上。
警方調查後發現，霍根遇害前，盧女曾致電給其一名同事，稱

她與霍根之間出現問題。澳洲傳媒引述該同事稱，他和盧通電話
期間，聽筒的另一端傳來霍根大叫的聲音。盧稱她的另一名朋友
正前去接她走。
調查人員相信本周二早上，杜霍維奇駕車去到霍根的寓所，當

時車上有一把獵槍。當霍根走出屋外取車時，杜霍維奇涉走近向
霍根頭部開槍殺死他。

赴澳洲工作假期
港女涉槍殺男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啟德郵輪碼頭商場經營商啟德泊
遊城有限公司，涉拖欠17名員工今年2月及3月份薪金合共約50
萬元，該公司及董事梅國基被勞工處票控66項「沒有在到期日內
支付工資」罪，案件昨日於觀塘裁判法院提訊。裁判官斥責指，
拖欠員工薪金行為除不合法外，亦相當不道德，是「壞人衣
食」。
梅國基代表公司及本人否認所有控罪，稱公司已支付所有薪

金，又表示現時仍未徵詢法律意見，裁判官着梅將有關文件及記
錄交給控方。另外，控方在庭上透露，涉案大部分員工現仍於被
告公司工作。
裁判官指欠薪案件嚴重，最高刑罰是監禁3年，最終要求梅交
出5萬元保釋金，將案件押後至下月16日再訊，以待梅索取法律
意見及雙方處理文件。

官斥泊遊城拖糧「壞人衣食」

深水埗長沙灣道揭發
「無屍命案」，警方西九
龍總區重案組多名探員，
昨日上午返回發現懷疑已
遇害62歲婦人陳秀華血
跡的現場單位調查，並於

單位內檢走一批證物，其後又
到後巷視察大廈環境。涉案劏
房單位昨日續被警方封鎖。
案中疑犯居於長沙灣道132
號怡家大廈。據大廈住客林先
生透露，女死者的胞姊早前來
港向警方提供資料助查時，曾
到過怡家大廈，並向他和街坊
透露了不少家事。
據悉，女死者身世坎坷，她

在內地原育有兩子一女，但其
中一子一女年幼時在內地分別
因發燒及火災不幸死亡，留下
女死者與現年廿餘歲兒子相依

為命，其後兩母子先後來港定
居。
但林稱，女死者的兒子在家

沉迷上網，依靠母親工作賺錢
過活。據林先生了解，疑犯是
死者胞姊的前女婿。
案發本月1日，陳婦離開何

文田區任職保安工作的地盤後
不知所終，兒子其後報案。至
本月14日警方到上址單位調
查，拘捕一名企圖攀窗逃走的
49歲內地男子，並於單位內發
現大量血跡。警方調查後相信
事主已遇害，但屍體下落未
明。
涉案內地漢被警方落案控以

一項謀殺罪，以及非法入境、
行使假證等罪名，前日在九龍
城裁判法院應訊，還柙至7月
20日再訊。 ■記者 杜法祖

「無屍案」疑犯為死者前姨甥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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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警方日前在港鐵站截查疑
人時，意外揭發一名內地非法
入境者懷疑是「豪宅老鼠」，
涉嫌與過去7年在跑馬地及淺
水灣共15宗爆竊案有關。警方
昨日下午將疑犯押返淺水灣道
其中一宗豪宅爆竊案現場調查
及重組案情。
被捕非法入境內地漢姓何

（38歲），來自湖南，他個子
矮小，目前由西區重案組扣留
調查。警方表示本周二（24
日），警員於北角港鐵站巡邏
期間發現他形跡可疑，上前截
查時他未能出示有效證明文
件，警員再於其身上搜獲一塊
金牌、手錶及約2萬元現金，
遂將他帶署調查。經調查後證
實其為非法入境者，並涉嫌與
周一（23日）淺水灣道32號一
獨立屋發生的入屋爆竊案有
關，警方在其身上搜獲的物品
屬該案贓物。

料匿山頭一周 查有否同黨
西區警區重案組督察蕭智謙

稱，經進一步調查後，懷疑被
捕男子與2009年12月至2013
年11月，跑馬地3宗及淺水灣
11宗爆竊案有關，共涉及36萬
元財物，至於最新一宗在淺水
灣道32號的入屋爆竊案，損失
總值仍待屋主點算。
警方指出，由於疑人犯案手

法相似，每次涉款數萬元，部
分案件並留下指紋而揭發他涉
及多宗竊案。警方相信疑犯今
次已匿藏山頭一周，暫未知是
否有同黨在逃。
警方指，港島半山及山頂低

密度住宅爆竊案近期有上升趨
勢，單是山頂警區，去年全年
只有7宗，但今年首5個月已上
升至11宗，賊人的犯案手法亦
有改變。

警一連三天港島陸空反爆竊
警方遂由前日起一連三日派

出機動部隊、衝鋒隊連同政府
飛行服務隊，昨日起一連三天
在港島區進行聯合反爆竊行
動，警方派出警員沿山道一帶
作野外巡邏，飛行服務隊則在
爆竊黑點如柯士甸山道、加列

山道及西環一帶進行上空搜
索，找尋罪犯可能匿藏的地
點。同時，撲滅罪行委員會代
表亦向屋苑保安及住戶派發傳
單，宣傳防盜。
警方山頂分區指揮官陳淑萍

稱，大部分爆竊案發生於復活
節及五一黃金周等長假期，而
情報分析指案件涉及數個來港
犯案的爆竊集團，竊賊白天會
佯裝旅客到住宅區踩線，深夜
返賓館休息及鎖定目標後，翌
晚即會沿山邊爬入目標大宅犯
案。
陳指，賊人覷準住戶在晚上

9時至12時外出用膳，乘機入
屋爆竊，呼籲市民提高警覺，
做好防盜措施，並呼籲若發現
可疑人物，可致電熱線 6148
0255報案。

警截查擒「豪宅鼠」涉7年15宗竊案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醫院管理局發言人昨日表示，醫
管局內務會議昨日經討論後，同
意由員工懷孕32周起，可獲豁免
夜更當值。若有需要，部門主管
亦可按個別情況考慮豁免懷孕少
於32周的員工夜更當值，以體恤
懷孕員工可能面對的工作壓力。
今次安排會劃一適用於醫管局
所有部門及員工組別，下月正式
實施。

料惠今年950懷孕員工
醫管局根據2015/2016年度申
請產假的數字估計，劃一安排
後，今年約有950名懷孕員工會受
惠於新的安排。
醫管局早前就劃一豁免懷孕員
工值夜更的安排，成立內部工作
小組徵詢員工意見，並諮詢醫管
局婦產科服務統籌委員會的意
見，亦參考政府及其他醫療機構
的做法，然後訂定由員工懷孕32
周起，可獲豁免夜更當值的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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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犯（右二）被蒙頭，由探員押解返回白田邨盛田樓
寓所蒐證。

■大廈住客
林先生指女
死者身世坎
坷。

■■探員在涉案探員在涉案
大廈後巷視察大廈後巷視察
大廈環境大廈環境。。

■探員在命
案現場單位
檢走一批證
物。

■■疑犯疑犯（（蒙頭者蒙頭者））由由
探員押解返淺水灣道探員押解返淺水灣道
豪宅爆竊案現場重組豪宅爆竊案現場重組
案情案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