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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倫多東部士嘉堡前日發生

釀成3人死亡的十字弓殺人血案，35

歲男疑犯受傷被捕。警方未有透露他

的身份，但指受害人互相認識，正追

查行兇動機。約1小時後，多倫多市

中心一棟建築物發現1個可疑包裹，

建築物內居民緊急疏散，警方指兩宗

案件有關連，但沒透露

詳情。士嘉堡居民形容

該社區向來平靜，對發

生命案感到非常震驚。

十字弓男
多倫多射殺3人

警方當日
下午1時接報，

到場後發現1男1女成年人倒斃車庫內，另1名男子則倒在車
庫外的車道上，不久後同告死亡，3人身上均有弩箭造成的傷
口。警方拘捕一名35歲男子，他受重傷需送院。警員在肇事
車庫地上發現一支十字弓，相信3名死者是在車庫內遭十字
弓襲擊，其中1人負傷逃走，隨後不支倒在車道上。
鄰居克魯茲表示，事發時聽到兇案住宅後園傳出重擊聲及
尖叫聲，持續約5分鐘，他感到十分奇怪，得悉事件後大為
震驚。另有居民指社區一向平靜，兒童經常在戶外玩耍，對
發生兇案感到不寒而慄。

封街疏散 出動核輻射小組
事發後約1小時，距命案現場20公里的多倫多市中心皇后

碼頭附近一棟建築物發現可疑包裹，警方出動生化及核輻射
小組到現場，封鎖鄰近街道及疏散居民，並勒令建築物內一
間日間託兒中心的兒童留在室內，直至下午5時解除威脅後
才獲准離開。警方表示接獲炸彈恐嚇，指包裹與十字弓殺人
案有關連，但拒絕透露包裹內的物品。由於警方接報時，兇
案疑犯已被扣押，暫未知是誰人發出恐嚇。
加拿大2010年曾發生十字弓命案，24歲華裔男子周方在多
倫多公共圖書館內，以十字弓射擊52歲父親背部，再用鐵鎚重
擊頭顱奪命，周方2年後被判終身監禁。 ■加拿大廣播公司/

加拿大電視台/《加拿大國家郵報》/路透社/美聯社

加拿大一對年逾八旬的夫婦，結婚62年從未分開，但最
近因為妻子入住的老人院床位不足，導致兩人被迫分離。
兩人的孫女鮑爾吉克日前在社交網站facebook上，分享祖
父母見面時哭泣的照片，形容「這是我拍過最傷感的照
片」，向公眾求助，獲逾3,000次分享。
鮑爾吉克指，家人每兩日會接載83歲祖父沃爾夫，到30

分鐘車程外的老人院探訪81歲祖母安妮塔。兩人見面時均
落淚，沃爾夫每次都會呼喚妻子的名字，安妮塔則傷心得
無法吻別丈夫。由於沃爾夫患上腦退化症及淋巴癌，家人
擔心兩人長期分離，會令他們健康愈趨惡化。

■加拿大電視台/《每日電訊報》

韓國樂天集團第二號人物、副主席李仁源昨日突然上吊
自殺，他當日原定就集團所涉貪污、侵吞和逃稅案接受調
查。警方在李仁源的車內發現4頁A4紙的遺書，當中表達
他對樂天集團及集團主席辛東彬的忠誠，並強調樂天不存
在搞秘密資金的小金庫問題。有檢察官坦言，事件影響整
個貪污案的調查進度。
李仁源因為涉嫌瀆職和貪污罪，原定昨天上午9時30分

接受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樂天專案組的調查。但上午7時
10分左右，有途人在京畿道楊平郡西宗面步行街林蔭樹下

發現李的屍體，當局相信他是用領帶和絲巾上
吊身亡。
69歲的李仁源在樂天工作長達43年，
2011年出任集團政策本部長後，管理集團
旗下90多家系列公司。去年樂天第二代爆
發權鬥，弟弟辛東彬獲李仁源傾力協
助，逼退哥哥辛東柱，登上集團龍頭寶
座。
由於檢方對辛東彬的調查已進入
倒計時階段，李仁源選擇自殺，勢
必影響調查。

■韓聯社/韓國《中央日報》

加拿大多倫多發生十字弓命案，引起民眾
關注這種殺人武器的監管問題。儘管加國政
府將主要用作打獵的十字弓列為火器，但民
眾只要年滿18歲，無須持有任何牌照，便可
花300至1,300加元(約1,804至7,817港元)，在
一般運動用品店購買十字弓。
熟悉十字弓的人士指，十字弓貫穿力強，

且十分準確，屬於非常危險的武器，但因體

積較大，難以隱藏，且上箭需時，無法迅速
連發多箭，因此通常是獵人在狩獵季節時，
用於捕獵鹿及熊等較大型的動物。
十字弓與槍械同樣可奪命，但在加國擁有

十字弓無須領牌及登記，亦不用接受訓練，
對民眾構成安全威脅，有加國媒體呼籲當局
應檢討針對十字弓的規管措施。

■《加拿大環球報》/《多倫多太陽報》

今次十字弓殺人血案，令人想起23年前一
宗與香港有關的類似兇案。前香港入境事務
處處長梁銘彥的女兒梁思瀚，1993年在加拿
大溫哥華的卑詩大學停車場，被人以十字弓
射中後頸慘死，案件至今仍未偵破。
梁思瀚在加留學期間，趁暑假回港在嘉禾

電影公司會計部實習，獲鄒文懷之弟鄒定歐
引薦到華納唱片公司試音。由於氣質動人，

多名導演相繼邀梁思瀚拍戲，華納更希望捧
她為歌影兩棲藝人，但梁思瀚打算畢業後回
港才出道。
梁思瀚之後返加繼續學業，豈料於1993年

1月在溫哥華的大學校園被射殺，終年僅22
歲。梁思瀚的父親梁銘彥曾於1989年至1996
年擔任港入境處處長，他於2008年 8月逝
世，終年67歲。 ■本報資料室

警接炸彈恐嚇 市中心現可疑包裹

無須領牌 十字弓規管寬鬆

老夫婦結婚老夫婦結婚6262年年
遭老人院拆散遭老人院拆散

涉貪受查日
韓樂天副主席上吊亡

前港入境處長女 23年前加國弓下亡

■■李仁源李仁源

■■警員在車庫調查警員在車庫調查，，
並用橙布遮蓋遇害者並用橙布遮蓋遇害者
遺體遺體。。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十字弓屬非常十字弓屬非常
危險的武器危險的武器。。

哥迪奧拿在巴塞接受青訓出
道並効力該隊11年，踢而

優則教的他在2008年從巴塞B組
助教升任為一線隊主帥，2009年
領軍橫掃歐聯和西甲等六項錦
標，2013年轉掌德甲拜仁慕尼黑
後今夏入主曼城。這次歐聯即與
巴塞、些路迪和慕遜加柏同處C
組，曼城2013/14及14/15兩屆
歐聯16強四度敗給巴塞，然而
上屆歐聯小組兩挫慕軍，估計今
次可望跟巴塞齊出線。
皇馬F組最大對手得多蒙特，

料攜手出線機會高，倒是「牙
骹味」濃，因皇馬2012/13歐聯
小組、4強及上屆歐聯8強共三
度作客對多蒙特全敗，但「多
仔」兩次淘汰賽都遭皇馬踢出
局。另D組馬德里體育會上屆
歐聯4強跟拜仁慕尼黑各勝一
仗，馬體會憑作客入球晉級。E
組熱刺、摩納哥與利華古遜實
力平均，莫斯科中央陸軍的主

場又不易攻下，料形勢混亂。
阿仙奴在A組除巴黎聖日耳門

難打，亦需提防巴
素利主場曾贏過不
少勁旅。不過，
英、西、意、德四
大聯賽收到好消
息，因歐洲足協昨
宣佈從2018年起
歐戰排名前4名的
聯賽可各保四席，
即確保四大聯賽肯
定各保四個歐聯資
格，合共16隊直
接參與分組賽。之
前根據對上五屆歐戰成績，第4名
球隊得三個名額，以近季為例意
甲就得三席。

英媒疑嘉賓卡路士出蠱惑
另英國《太陽報》指抽籤嘉
賓之一的巴西前「重炮」卡路
士在抽出其中一個籤球時竟放
回兜內，疑出蠱惑，但據悉是
他當時忘了「攪勻」籤球才將
球放回並補做「攪勻」的例行
動作。 ■記者梁志達

英超第3周，上輪小勝水晶宮的熱刺主場迎擊勇挫阿
仙奴後卻爆冷負般尼的利物浦（樂視流動版及now621
台今晚7：30p.m.直播），上季對賽兩和，熱刺及利記
是役各有門將洛里斯養傷及當銳翼鋒菲臘比古天奴上陣
成疑。曼聯前鋒伊巴謙莫域態勇，與同樣開季兩連捷的
侯城在後者主場交手（樂視流動版及now621台周日
0：30a.m.直播）；車路士新帥干地誓在來訪的般尼身
上取得聯賽3連勝（樂視流動版及now623台今晚10：
00p.m.直播）；1負1和的阿仙奴陷中堅荒，作客盼在
開季未勝的屈福特身上響勝鼓（樂視流動版及now622
台今晚10：00p.m.直播）。跟阿仙奴難兄難弟的盟主李
斯特城主場對史雲斯（樂視流動版及now621台今晚
10：00p.m.直播）。
西甲次輪，上仗加里夫巴利獨撐鋒線照大勝皇家蘇
斯達，皇馬主場強攻上輪負於雷加利斯的切爾達
（now632台周日2：15a.m.直播）。首輪新簽前鋒希
古恩入球奠勝的祖雲達斯意甲次輪作客拉素（無綫網
絡電視301台今晚11：59p.m.直播）；上仗和升班馬
的拿玻里回主場鬥有3分在手的AC米蘭（無綫網絡電
視301台周日2：45a.m.直播） ■記者梁志達

歐聯抽籤分組形勢
A組：巴黎聖日耳門(法)、阿仙奴(英)、巴素利(瑞士)、盧多格德斯(保)

B組：賓菲加(葡)、拿玻里(意)、基輔戴拿模(烏)、比錫達斯(土)

C組：巴塞羅那(西)、曼城(英)、慕遜加柏(德)、些路迪(蘇)

D組：拜仁慕尼黑(德)、馬德里體育會(西)、燕豪芬(荷)、羅斯托夫(俄)

E組：莫斯科中央陸軍(俄)、利華古遜(德)、熱刺(英)、摩納哥(法)

F組：皇家馬德里(西)、多蒙特(德)、士砵亭(葡)、歷基亞(波蘭)

G組：李斯特城(英)、波圖(葡)、布魯日(比)、哥本哈根(丹)

H組：祖雲達斯(意)、西維爾(西)、里昂(法)、薩格勒布戴拿模(克)

註：各組頭兩名出線16強，第3名踢歐霸盃。

卡斯拿斯落選
國腳生涯已完？
西班牙國足今

夏歐國盃失利後
換了主帥，在昨
晚公佈的最新大
軍名單中並無為

國上陣16年把關167次的卡斯拿
斯，意味着這位今年35歲的兩屆
歐國盃及一屆世界盃冠軍門神，
國際賽生涯或許已經結束。

歐霸盃抽籤 曼聯重遇RVP
昨晚歐霸盃分組抽籤，曼聯跟

昔日前鋒舊將尹佩斯(RVP)在隊
中的土耳其勁旅費倫巴治、荷甲
飛燕諾及烏克蘭的索爾亞同在A
組。韋斯咸昨凌晨附加賽次回合

主場輸0：1，以總比數1：2被
艾斯特拉淘汰。

亨利出任比利時國足助教
今年39歲的前阿仙奴法國傳

奇射手亨利昨展開教練員生涯，
獲任命為比利時國足助教，輔助
新任主帥馬天尼斯。

智利國門巴禾落實加盟曼城
巴塞羅那簽入荷蘭門將施利

臣後昨凌晨亦落實讓隊中33歲
智利國門哥迪奧巴禾轉會英超

曼城，據報轉
會費約在1.7億
港元水平，祖
赫特離隊正在
倒數。
■記者 梁志達

皇馬球星C‧朗拿度昨凌晨力壓馬德里體育會的
基沙文以及皇馬隊友加里夫巴利，繼2014年後歷
來第二度當選由歐洲足協頒發的年度最佳球員，主
因是他上季助球會捧起歐聯獎盃並帶領葡萄牙國家
隊贏得2016年歐國盃冠軍。
C朗領獎後說：「上季我們經歷難以置信的球

季，很明顯我對獲得這獎很高興，但另外兩位球員
（基沙文和巴利）也配得上這榮譽。」C朗上屆歐
聯決賽擊敗基沙文領銜鋒線的馬體會，歐國盃決賽
在C朗傷出下葡萄牙再挫基沙文代表的法國隊，連
同今次歐足協最佳，葡萄牙「球王」第三度令該位
本屆歐國盃神射手屈居亞軍。 ■綜合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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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場足球好戲

三勝基沙文 C朗膺歐足協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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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戈倒戈巴塞巴塞

■■基沙文基沙文((左左))再三不再三不
敵敵CC朗朗((中中))。。法新社法新社

■■哥迪奧拿哥迪奧拿
甫入主曼城甫入主曼城
即要跟舊會即要跟舊會
巴塞狹路相巴塞狹路相
逢逢。。 路透社路透社

■巴塞守將馬斯真蘭奴(左)和曼城
前鋒阿古路，兩位阿根廷球星將再
度過招。 法新社

■利記中堅
洛夫雲(左)
嚴防熱刺中
場迪利阿里
製造威脅傳
球。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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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球季歐洲聯賽冠軍盃足球賽分組賽昨凌

晨完成了32強共8組抽籤，最矚目當數今夏接掌曼城的

哥迪奧拿率隊倒戈母會巴塞羅那，衛冕的皇家馬德里再

遇多蒙特，最具「死亡」味道的E組，熱刺、摩納哥與

利華古遜都實力平均，較難預測哪兩隊最終出線。

卡斯拿斯卡斯拿斯

哥迪奧巴禾哥迪奧巴禾

哥帥率曼城哥帥率曼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