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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工」維修藥廠冷氣觸電亡
警拘判頭及同行工友 無勞保家屬無法獲賠償

近年涉
「黑工」
工業意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
法祖）元朗宏富街一間藥
廠發生奪命工業意外，更

2014年
8月20日

藉「酷刑聲請」尋求政治庇護
的南亞裔男子，留港期間懷疑
當「黑工」，乘坐運送魚獲貨
車到上水送貨，途經元朗公路
近十八鄉迴旋處時遇上車禍，
運魚車跟另一輛餅店貨車相
撞，南亞漢慘遭拋出貨車外身
亡。

2014年
5月14日

持「行街紙」巴基斯坦籍懷疑
「黑工」，在昂船洲貨物起卸
區開工，當他站在躉船貨櫃箱
頂工作時，疑船身搖擺不定．
貨櫃箱撞中旁邊另一貨櫃箱，
巴籍漢失平衡墮地，被掉下的
貨櫃箱壓住身體，救出後證實
不治。

2014年
3月25日

中區半山名廈地利根德閣 4 名
工人，透過塔式工作台維修大
廈外牆時，其中一邊工作台突
告斷裂，兩名男女由 50 多樓高
空墮地慘死，其中男死者未能
確認其身份，懷疑有人聘請
「黑工」，或盜用他人身份到
地盤工作。

2012年
11月6日

一輛運魚貨車在薄扶林道落斜
時，疑因腳掣失靈狂衝數十
米，翻側壓住一輛房車車尾，
司機及跟車工人被困車廂。警
方事後揭發該名跟車為「黑
工」，將他和涉案貨車司機一
併扣查。

揭發懷疑有人非法聘用
「黑工」。兩名持雙程證
來港男子，昨晨隨僱主到
藥廠廠房內維修冷氣系
統，其中一名「黑工」工
作期間，懷疑意外觸電昏
迷，經送院搶救後不治，
除勞工處正調查意外肇因
外，警方更揭發死者及另

■疑觸電內地
工人送院搶
救。
電視截圖

一名工友同為非法勞工，
事後將涉嫌僱主及黑工工
友拘捕扣查。

■警員將陪同事主送院的懷疑黑工帶署扣查。

外中觸電身亡男子秦×博(26 歲)，持
意雙程證由河北來港，當局正透過有關

渠道通知其河北的家屬來港處理善後。而
案中涉賺僱用非法勞工被捕的顧主姓李(29
歲)，另一名工友解×偉(34 歲)則涉嫌違反
逗留條件被捕，兩人正被扣留調查。
消息稱，李為機電工程判頭，懷疑非法
聘用死者及另一名「黑工」。另意外中不
幸身亡的事主因是「黑工」，未受勞工保
險保障，其家屬將無法獲得相關賠償。

2樓廠房維修 觸電彈開昏迷
事發現場為元朗工業邨宏富街一間藥
廠。現場消息稱，藥廠發覺廠內冷氣系統
出現問題，遂通知外判冷氣維修公司到來
維修。昨早 9 時許，冷氣維修公司的僱主

帶同兩名技工到場，在 2 樓廠房維修冷氣
系統，其間秦姓事主懷疑意外觸電，當場
遭殛至彈開，倒地昏迷。
藥廠一名姓馮(24 歲)男職員見狀報警，
救護員趕到立即替昏迷事主急救，並由解
姓工友陪同送往博愛醫院搶救，惜延至 10
時 17 分證實不治。事後中電應消防要求派
員到場了解，檢查後相信廠內的中電設施
並無異常。警方初步調查相信事主維修冷
氣時疑意外觸電，事件無可疑，列作工業
意外，交勞工處跟進。
同時間，警方揭發死者及陪同送院的工
友僅持有雙程證，懷疑有人涉及非法聘用
「黑工」，事後將解姓工友及涉嫌僱用他
們的判頭拘捕扣查，案件交由元朗分區刑
事調查組人員跟進。

■發生奪命工
業意外的藥
廠。

入境規例不得接受僱傭工作
根據《入境規例》，以訪客身份入境香
港者，須受逗留條件規限，包括該人不得
接受有薪或無薪的僱傭工作；及該人不得
開辦或參與任何業務。根據《入境條例》
第 41 條，任何人違反逗留條件，即屬犯

罪，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罰款港幣 5 萬元
及監禁 2 年。而任何人士如僱用不可合法
受僱的人，亦屬違法。違例者經定罪，最
高可被判罰款35萬元及監禁3年。
另為遏止僱用非法勞工，高等法院於
2004 年已頒佈判刑指引，聘用非法勞工的
僱主須被判即時入獄。

退休醫生遭電騙呃 382 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電
騙黨向高齡專業人士埋手。一名年
屆 73 歲退休女醫生，聲稱接獲冒充
執法人員來電，依從對方指示存錢
到內地銀行戶口協助調查，戶口款
項迅速被人提走，損失共 327 萬人
民幣（約 382 萬港元）。警方現追
緝一名操普通話涉嫌行騙男子下
落。
73 歲姓陳退休女醫生本月 6 日接
獲一個「入境處」電話，電話其後
轉駁至一名自稱內地執法人員男
子，指陳婦涉嫌與一宗洗黑錢案件
有關，指示她先開設一個新電話號
碼，然後再到內地開設銀行戶口，

陳之後分 8 次將合共 327 萬元人民幣
存入該戶口。
上周四（13 日）陳婦再收到一名
男子來電，要求她到灣仔軒尼詩
道，將銀行戶口的保安編碼器交予
接頭人，陳不虞有詐赴約，到達指
定地點時見到一名年約 30 歲至 40 歲
內地男子，她將保安編碼器交給對
方後離去。陳其後懷疑受騙，遂於
前日到灣仔警署報案。
警員初步調查後，將案件列作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交由灣
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六隊跟進，並
追緝一名操普通話年約 30 歲至 40
歲、約 1.65 米高肥胖中國籍男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法之徒的行騙手法層出不窮！有騙徒
冒認港燈公司，向市民發出欺詐電郵，聲稱可退回 800 元電費，其實是
欲騙取市民的出生日期、信用卡號碼、密碼等個人資料。港燈澄清，沒
有發出相關電郵，並已就事件報警，提醒市民切勿受騙。
港燈昨日發表聲明指出，收到客戶電話查詢，希望證實港燈是否有向
客戶發出電郵，要求填寫信用卡資料，以便退回800元電費。
港燈發言人澄清，港燈並沒有向客戶發出有關電郵，亦不會要求客戶
點擊連結，以填寫個人及信用卡資料。發言人又表示，已就事件向警方
報案，並呼籲市民不要打開來歷不明的電郵透露個人資料，以免受騙。

涉為電騙黨收錢 女子被拘

■警拘一名涉替電騙集團收錢的女
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 攝
查後相信她尚涉另外 3 宗於本月 8 至
15 日發生的騙案，共涉騙款約 150
萬元，其中兩案的受害人尚未報
案，警方呼籲有關受害人盡快與警
方聯絡。

4 煞飛車撞停平治 拖司機落車圍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元朗昨晨發生懷疑截車傷人案，
一輛平治私家車，沿西裕街行駛
至近西菁街路口期間，冷不提防
遭另一輛私家車從後猛撞右邊車
身，尾隨私家車隨即跳出多人，
強行將平治男司機強拖出車外拳
打腳踢，逞兇後棄車逃去，遇襲
■平治房車(右)被私家車撞停，司機再被對 司機事後拒絕送院，案件目前由
方大漢拖出車外毆打。
網上圖片 反黑組接手調查，初步不排除涉

呂烈先生

及黑幫尋仇。
現場消息稱，被撞平治私家車
上只有男司機一人，從後追趕私
家車則至少有 4 名男子，兩車疑
早前在元朗街頭已展開追逐，彼
此認識。
事發昨晨 5 時許，40 歲男司機
駕駛平治房車駛至元朗西裕街近
西菁街路口，後面一輛私家車高
速追至，追撞平治，平治私家車

追思

香港離島區各界協會呂烈先生追思委員會
李逢樂
陳連偉
樊志平
羅成煥
朱潔梅
陳錦標
郭慧文
崔少瑛
鄭迎迎

余漢坤
陳婉嫻
劉焯榮
羅叔清
李桂珍
陳帶金
黃 華
葉錦洪
鄺官穩

周兆康
張心永
鄭耀棠
釋智慧
李錦平
陳國邦
黃 培
曾志文
鄺國威

周轉香 林淑儀 吳有福 吳秋北
張 富 張學明 曾德成 黃 國
潘江偉 黎道揚 黎啟穗 鮑 虹
歐陽成潮 （以姓氏筆畫序）
余麗芬 吳卓榮 何紹基 周浩鼎
陳紫華 范妙琼 梁兆棠 梁富華
黃敬全 黃開榆 黃福根 黃子文
鄧金發 鄧捷明 趙德威 鄧家彪
鄒長福 蘇柳明 蘇萬興 譚德寶

車身損毀嚴重，橫亘路中，多名
惡煞同一時間跳落車，將平治司
機拖出地上狂毆及腳踢，兇徒傷
人後即四散逃走，途人發現報警
求助。
警員趕至發現事主頭部受傷，
但他現場包紮後拒絕送院，警員
封鎖現場調查，並到附近店舖尋
找閉路電視蒐證，警方其後將兩
涉事車輛拖走作進一步檢驗。

數碼港營運總監酒店房猝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營運總監麥
傑夫，昨晨被妻子發現在數碼港一間酒店房間內昏迷，經送院後證實不
治。據知，麥傑夫患有糖尿病及高血壓已逾十年，警方調查後相信事件
無可疑，但死因仍待剖驗確定。
猝死事主麥傑夫 Clift Mark Owen、52 歲，英國籍，擁有逾 25 年國際
地產經驗。他自 1996 年起在香港定居及工作，並於 2003 年加入香港數
碼港管理有限公司，現擔任營運總監。2010年時麥傑夫曾接受香港文匯
報專訪，講述公司的發展大計及家庭生活，「我也很享受在香港工作及
生活，我兒子也是在這裡的國際學校讀書。」他透露平時工作忙碌，但
有時間也很喜歡行山。
事發於昨早 7 時 52 分，麥傑夫的 62 歲妻子 Susan，在數碼港道 100 號
一間酒店房間內，發現丈夫昏迷不醒，報警求助。救護車到場將事主送
院搶救，惜抵院後證實不治。
數碼港發言人證實營運總監麥傑夫昨晨離世，管理層及全體員工對此
深表難過及惋惜。麥於 2003 年加入數碼港，多年來貢獻良多。數碼港
已向麥先生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問，並會與他們保持緊密聯繫及盡力
提供一切所需協助。

理大助理教授產後回校自殺亡

本會榮譽主席
於 2017 年 6 月 4 日仙遊，家人謹遵遺願喪禮從簡，未有通告
各界。
呂烈先生一生愛國愛港，一片丹心報效國家，紮根離島逾六十載，在教育、宗教、扶持鄉政、
推廣《基本法》和力促大嶼山發展等各項工作上，凝聚各界，為離島作出卓越貢獻，深受各界人士
尊崇，是後輩學習的楷模。
為讓各界表達對呂烈先生的景仰，寄託哀思，本會謹訂於 2017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5 時
30分，假座香港皇后大道中345號上環文娛中心七樓，舉辦呂烈先生追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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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港燈電郵 扮退款呃私隱

案發時身穿藍色上衣。暫時未有人
被捕。

另外，警方根據一名電騙案受害
人舉報追查，昨晚在天水圍區內拘
捕一名懷疑電騙集團負責收款的 21
歲本地女子，初步相信她接受每次
1.4萬元報酬替電騙集團工作。
案中受害的 19 歲女子，早前接獲
自稱入境處人員來電，指其涉及內
地一宗刑事案件，要交出 5 萬元作
保證金，事主依言到葵青區將現款
交給一名女子。警方接報調查後鎖
定收款疑人，至昨晚將其拘捕。調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翁志明 陳 勇
黃漢權 葉祖賢
鄺國鑑 賴子文
林潔聲 林惠玲
梁美儀 梁苑華
黃頌行 黃細蓮
劉卓明 劉淑嫻
（以姓氏筆畫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理工大學紅磡校園昨揭發
有教職員服藥自殺。一名保安
員巡視李兆基樓時，發現有女
子昏倒在大樓一個房間內。救
護員接報到場證實該女子已身
亡，警方封鎖現場調查。消息
指女死者是理大一名助理教
授，懷疑因產後抑鬱服藥自尋
短見，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
案中女死者姓陳，36歲，為
理大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系
助理教授，警方於現場檢獲遺
書，調查後相信事件無可疑，
死因有待驗屍後確定。
事發昨午 12 時 18 分，消息
指女死者於 2012 年入職，案
發時正在放產假，惟前日傍晚
起其家人已聯絡不上她，昨午
家人向理大保安總控制室求
助，保安員遂陪同女死者家人
到李兆基樓查看，發現陳女昏

迷在大樓房間內，立即召喚救
護車到場，救護員及後證實她
已無生命跡象。
理大發言人表示，對同事離
世深感痛惜，並向她的家人致
以深切慰問。
理大會向死者家人及有需要
的同事、學生提供輔導，理大
亦會全力配合警方調查。女死
者於2012年入職。
有婦產科醫生表示，孕婦
產後面對荷爾蒙變化，有七
八成機會變得情緒低落及波
動，當中約 5%至 10%的孕婦
無法有效紓解壓力，最終演
變成產後抑鬱。而具高學歷
或從事專業工作的孕婦，因
工作壓力比常人高，如生育
後遇到餵奶湊仔等問題，或
會羞於啟齒，因而患上產後
抑鬱的機會較一般家庭主婦
高，旁人應多加留意。

■警員到理大李兆基樓調查自殺案。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 社會福利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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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1
■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