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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呃建築署 390 萬 前測量師被廉署起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
建築署定期合約承辦商前工料測量師，
涉嫌就啟德發展區及中環新海濱兩個項
目，串謀詐騙建築署約 390 萬元，日前
遭廉政公署拘捕，落案起訴他兩項串謀
詐騙罪名，昨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應
訊。
被告陳國榮（48 歲），安保工程有
限公司（安保）前工料測量師，昨在庭
上否認控罪，主任裁判官羅德泉將案件

押後至7月25日進行預審。
案情透露，陳於案發時受僱於安保任
職工料測量師。安保是建築署定期合約
承辦商，並將施工工程分判予另一間工
程公司，而被告則負責處理該定期合約
並與建築署聯絡。

涉啟德及中環新海濱兩項目
其中一項控罪，指被告涉嫌於 2013
年 6 月某日至 2014 年 8 月 14 日期間，串

同該工程公司的營運者詐騙建築署職
員，虛假地表示一筆 160 萬元款項，乃
該工程公司在九龍城承豐道啟德發展區
供應及安裝 4 個涼亭應收取的真實報
價。而該工程公司的報價和另外兩間工
程公司的報價，屬具競爭性的報價。另
外， 9.8 萬元是用作該工程公司在啟德
發展區供應及安裝一張實木座椅應收取
的真實報價，而該工程公司的報價和另
外兩間工程公司的報價，均屬真實且具

競爭性的報價。
建築署職員最終被促使及誘使批核
169.8 萬元，用作供應及安裝有關涼亭
和實木座椅。
另一項控罪指被告涉嫌於 2013年5月
某日至 2014 年 8 月 14 日期間，串同該
工程公司的營運者詐騙建築署職員，即
虛假地表示一筆 219.2 萬元的款項，是
為該工程公司在中環新海濱兩項施工工
程中，供應及安裝 8 個涼亭應收取的真

實報價，而該工程公司的報價和另外兩
間工程公司的報價，均屬真實具競爭性
的報價。
建築署的職員因而被促使及誘使批核
219.2 萬元，用作供應及安裝有關涼亭
的費用。
被告獲准以現金 2 萬元保釋，其間不
准離開香港，須在報住的地址居住，每
周向警方報到一次，以及不得騷擾控方
證人。

老夫勒斃病妻 食完早餐自首
長期照顧中風老伴心力交瘁 伴屍 8 句鐘始報案

近年倫常殺妻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蕭景源）筲箕灣耀東邨
揭發倫常命案，一對數年前喪子後相依為命，已屆耄耋
之年的老夫老妻，丈夫疑長期照顧中風卧床老伴，心力
交瘁下，惟恐日後無力再照顧妻子，更不忍她續受病魔
折磨，昨日凌晨突以竹條勒斃妻子，伴屍 8 小時至早上

2017年
5月18日

66 歲港燈退休工程師，在將軍澳寓
所用尼龍繩勒斃妻子後跳樓亡。

2017年
2月15日

58 歲 的 士 司 機 在 鑽 石 山 瓊 山 苑 寓
所，疑不堪夫婦同受病魔折磨，先用
皮帶勒斃56歲妻子後再跳樓亡。

報警自首。警方事後拘捕涉嫌殺妻老翁，將案列作謀殺

2016年
58 歲男廚工在屯門澤豐花園寓所，
12月30日 疑因外遇及賣樓金錢問題爭執，突揮
剪插死52歲妻子後自首。

案跟進。街坊形容案件是一宗悲劇，有專家認為應為長
者提供多方面支援，減少長者孤立無援的壓力。

現場為筲箕灣耀東邨耀明樓一
個面積約 300 呎單位，涉嫌

殺妻被捕老翁姓黃（80 歲），因
擅長洪拳，常在樓下公園耍拳娛
人娛己，故被街坊尊稱為「黃師
傅」，至於女死者則姓林 （76
歲）。

10年前喪子 妻3年前半癱
據悉，黃氏夫婦一向恩愛，本
有一名兒子，惟在 10 年前離世，
當年兒子只得 23 歲，「白頭人送
黑頭人」自此剩下兩老相依為
命。
詎料天意弄人，3 年前林婦因
中風半癱，需用金屬架協助行
動，並一度入住筲箕灣天悅廣場
一間護老院，其後因不適應，再
由丈夫接回家貼身照顧。惟至近
年黃翁亦因年紀老邁，照顧妻子
日常起居倍感吃力。
昨晨 9 時許，警方接獲黃翁報
案，聲稱在上址單位內殺死妻
子，大批警員奉召到場，在睡房
的床上發現一名昏迷老婦，經救
護員即場檢查證實明顯死亡。死
者頸部有被勒過的瘀傷，身邊遺
有一條長約 30 厘米、闊約 3 厘
米、厚約半厘米的竹條，相信與
案有關。
東區警區刑事總督察林耀表
示，報案人與女死者屬夫婦關
係，同住上址廿多年。報案人即
場向警員承認早前用竹條將熟睡
的妻子勒斃，他涉嫌謀殺被捕。
消息指，報案人將妻勒斃後，
並沒有即時報警，而是一直伴屍
左右，及至天光後一度離家外出

吃早餐，其後回家洗澡才報警自
首。
■遇害老嫗遺體由仵工舁走
遇害老嫗遺體由仵工舁走。
。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夫憂自己離世 妻無人照顧
其間有人向警方透露不忍妻子
繼續受病魔折磨，加上擔心自己
一旦離世無人再照顧妻子，因而
選擇勒斃愛妻作為解脫。
林耀續稱，現場沒有打鬥跡
象，事前鄰居亦未聞爭執聲，夫
婦過往沒有家庭暴力記錄。女死
者約 3 年前中風後，一直由丈夫
照顧，其間曾有醫務社工跟進個
案作出支援，初步不排除因照顧
死者問題有關。
至於女死者的死亡時間，經法
醫初步估計，相信是在報案前約
8 小時，即凌晨約 1 時至 2 時左
右，死因須待稍後驗屍確定，案
件交由東區警區重案組第二隊跟
進。

2016年
8月7日

60 歲男子在土瓜灣炮仗街寓所，因
感情問題用毛巾勒斃 41 歲妻子後，
再跳樓企圖自殺被捕。

長者長隱蔽 難處難察覺
■互委會主席許女士（中）形容殺妻案是一
宗慘劇。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耀明樓互委會主席許女士昨日
得悉悲劇，一度感觸含淚哽咽。
她形容，事主夫婦非常恩愛，丈
夫對妻子「真係好好，出出入入
都好好」，自妻子中風不良於行
後，見妻入住護老院不開心，於
是接回家親自獨力照料，「佢每
日買餸煮飯，又替妻子洗澡，覺
得佢真係好好，同時感覺佢真係
好攰。」
許女士續稱，女死者因行動不
便，過往曾向街坊透露死念，她
作為街坊感到很無奈，直言除能
給予同情和關心外，亦做不到太
多。

港青賺 3 萬元 日本收冰毒郵包
着他在大阪市城西租住一酒店，並
接收一個郵包。
被截獲的 5 公斤冰毒，據悉藏在一
批伸縮晾衣棍內，在港以國際快遞
郵包寄出，當郵包於上月 11 日抵達
大阪市當地機場入境時，海關人員
認為郵包有可疑，經 X 光檢查終揭
發內藏大量冰毒，海關人員其後根
據收貨人地址，迅速掩至酒店將該
名青年拘捕，另在其身上搜出約 60
克冰毒。

抽濕機短路焚宅 外籍女灼喉危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港
島中區伊利近街 28 號一住宅單位，
昨日凌晨 2 時許發生火警，現場冒出
大量濃煙。消防員到場開喉灌救約
45 分鐘將火救熄，初步證實是客廳
一部通宵開啟的抽濕機短路失火，
事件無可疑，惟單位內一名 30 歲的
外籍女子睡夢中扎醒後倉惶逃生
時，手腳被火燒傷，更疑因吸入濃
煙，受驚過度需送院治理，其後證

66 歲男子疑因變賣內地物業問題，
在 大 角 咀 惠 安 街 寓 所 與 47 歲 妻 爭
執，用生魚刀將妻刺死。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街坊：感覺老伯真係好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據日
本傳媒報道，一名居港中國籍 18 歲
青年，涉嫌收取約 3 萬港元酬金，上
月在日本大阪市一酒店擬收取一批
由本港寄出，重約 5 公斤，市值達 3
億日圓（約 2,300 萬港元）的冰毒被
捕，案件現仍調查中。
被捕 18 歲本港青年，據悉今年 3
月進入日本，報稱往當地工作，被
捕後供稱今年 2 月在本港一酒吧結識
一名男子，對方願意給予 3 萬港元，

2016年
8月13日

實喉嚨及氣管被灼傷，情況危殆。
有學者稱，抽濕機如長時間使
用，機件會產生熱力，如隔塵網因
積塵堵塞，機件高熱有可能燃着塵
埃，釀成火警。故此抽濕機應避免
長時間開啟，亦避免與他高負荷電
器共用同一個拖板，亦要定期檢查
抽濕機及清理隔塵網等，更不應該
在睡覺時長開抽濕機，以免在發生
火警時無法察覺。

■探員到發生殺妻案的單位蒐證，其後檢走
一批證物返署。

社工：照顧者遇困應即求助
筲箕灣耀東邨
/ 八旬老翁長期獨
力 照 顧 76 歲 妻
子，夫妻恩愛，惟最終演變成殺妻悲劇。
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中心經理郭燕儀表
示，照顧者除要面對日常照顧工作或經濟
壓力外，更可能承受病患者的負面情緒，
如遇困難或壓力，應盡快主動求助。
郭燕儀續稱，部分照顧者或因「家醜不
可外傳」觀念，不想其他人知道自己狀
況，或怕打擾其他親友等而拒絕求助，這
樣容易加重壓力，故此照顧者應改變觀
念，或視求助為解決問題的拍檔，面對的
壓力或會減少。
她建議，照顧者無論如何每天都應抽一
點時間看電視或坐下來，讓自己休息一下
紓緩壓力。
愛百合牧養總監兼生命教育專家吳思源

表示，一個人如果獨自照顧長期病患者，
心力很快疲憊，情緒易抑鬱，容易導致悲
劇發生。他認為，只要家人或親友多往探
望及照顧病患的長者，能夠紓緩及分擔長
者的壓力。

倡建社區網絡支援長者
他建議，由非專業團體連同專業團體，
建立社區關顧長者支援網絡，提供義工及
社工上門探訪，了解長者需要，即時提供
支援給有需要長者，這樣可以用最少的資
源，達到關顧長者，盡量避免「孤獨老
人、孤獨死」的社會現象。
防止虐待長者協會副總幹事余嘉龍表
示，現時輪候資助老人院需排期約五六
年，長者如乏人照顧，可向區內老人中心
求助，相信可緩解照顧者平日在家中照顧
長者的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筲箕灣耀東邨耀明樓殺妻案，揭示

 & 區內隱蔽長者問題嚴重，民建聯東區
區議員（下耀東）王志鍾表示，初步得悉涉事長者自妻

子中風後，曾獲醫務社工介紹，但後來不知情況演變如
何。

王志鍾：部分人拒接受支援
他續稱，部分長者不願意接受外人支援，「佢哋可能
會覺得好羞家，唔希望人哋知太多。」他提醒大家若發
現身邊鄰居出現異樣或需協助，應盡力開解他們，防止
悲劇發生。
工聯會東區區議員（上耀東）趙資強表示，耀東邨在
1995 年入伙，邨內人口老化問題嚴重，每 6 個人便有兩
人是長者，當中40%是隱蔽長者，他們不太願意與區內
街坊及機構溝通，難察覺他們面對的問題。
他指，涉事長者在 2007 年經歷喪子之痛，「白頭人
送黑頭人」，加上 4 年前妻子中風，估計他的心理及情
緒備受壓力。
趙續說，已向社署查詢，近期暫未有相關求助記錄，
又稱區內隱蔽長者不多願意外出見人，直言「佢哋唔出
嚟，難以知道佢哋嘅難處，或令悲劇發生」，他們未來
會多上門探訪，了解長者需要並提供協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妮

3 港青為賺 8000 蚊
運值千萬毒品入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泰國執法部門
根據本港警方提供情報，前日成功打擊一跨國販
毒集團的運毒行動，在曼谷素汪那普國際機場拘
捕兩男一女來自巴西的港人，在其行李篋暗格搜
出約重 12.3 公斤，市值超過 5,000 萬泰銖（約
1,100 萬港元）可卡因毒品，惟相關接頭人估計
已逃離返港。
香港入境處證實已接獲其中一名當事人家屬求
助，將繼續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中國駐泰
國大使館人員保持密切聯繫及跟進事件。
據悉，泰國肅毒委員會辦公室上周六（3 日）
接獲本港警方通報，指有本港毒販擬從巴西運毒
入境泰國，再轉運來港。
泰國毒品調查局、海關及機場警方等各部門立
即採取聯合行動，至前日（5 日）終在曼谷素汪
那普國際機場（新曼谷國際機場）截獲 3 名入境
的港人，他們分別為姓方（19 歲）女子、姓董
（22 歲）及姓邱（24 歲）男子，全部持香港特
區護照。
執法人員其後在 3 人的行李篋暗格內，搜出該
批約值1,100萬港元可卡因毒品。
調查期間，3 名疑犯供稱受僱於一名叫「明

姐」的本港女子，對方給予每人 8,000 港元作酬
勞，安排他們從巴西運毒到曼谷，並往曼谷市中
心素坤逸路一間酒店內交收毒品。執法人員其後
趕往酒店搜捕，惟對方已逃出境外，相信已返回
香港。
消息稱，泰國當局現正與本港警方繼續交換情
報，設法追緝「明姐」及其他涉案者歸案。
泰國海關形容，今次行動是香港與泰國密切合
作的成果，執法當局將繼續打擊國際間的販毒活
動。
香港入境處稱，現已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及中國駐泰國大使館了解情況。
處方至今接獲其中一名當事人家屬求助，並已
按當事人家屬意願提供可行協助，處方會繼續與
當事人家屬、公署及大使館保持密切聯繫，跟進
事件。

泰販毒可判死刑 運可卡因囚終身
根據泰國法律，如涉及海洛英的販毒罪行，最
高可被判處死刑。至於可卡因、嗎啡、可待因及
鴉片等均屬第二類毒品，若非法製造或進出口有
關毒品，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

■三名港人涉嫌販毒在曼谷機場被捕
三名港人涉嫌販毒在曼谷機場被捕。
。

6月6日(第17/065期)攪珠結果

8 24 26 30 47 49
頭獎：—
二獎：$1,371,080
三獎：$7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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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注中）
（72.5 注中）

多寶：$21,251,619
下次攪珠日期：6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