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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婦腐液潑母誤傷兒
患產後抑鬱與母常爭執 嚇親阿囡一家四口送院

9月9日(第17/106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862,700 （2注中）
三獎：$52,580 （87.5注中）
多寶：$19,539,699

下次攪珠日期：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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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中遭淋潑腐液的母親姓羅、59歲，現場
消息稱，她有達3成半皮膚被灼傷，主要是

面部及上半身，送院時需用敷料敷面，情況嚴
重，送院後需在深切治療部留醫。涉案被捕婦人
姓李、38歲，她與同住的13歲兒子亦被腐液濺中
手腳灼傷，送院治理後無大礙。

鮮與街坊打招呼
據悉，李婦為單親母，與分別13歲兒子及4歲

女兒同住黃大仙上邨溢善樓一單位，消息稱，李
婦4年前誕下幼女後患上產後抑鬱症，要定期覆
診服藥，但病情一直未有好轉，稍後更與丈夫感
情破裂分居。
據悉對方已搬往他處，獨剩李婦照顧一對年幼子

女。街坊透露，李婦日常出入鮮與街坊打招呼。
消息稱，李婦的母親不時到來探望女兒及外
孫，但由於李婦精神有異，難以溝通，與母親感
情一般，且不時為瑣事爭執。現場消息指，早前
李婦與母親通電話期間又因瑣事發生爭吵，懷疑
有人因而懷恨在心。

母探外孫遭隔閘潑通渠水
昨午3時許，母親上門探望女兒及外孫，豈料
有人應門時甫打開木門，即隔閘向母親淋潑腐蝕
性通渠水，羅婦猝不及防，頭面及上半身被濺中
灼傷，她忍痛落樓到地下大堂，向大廈保安員求
助及報警。
救護員接報到場為羅婦敷上面膜，再送院治
理。警員則帶備盾牌登樓，入屋後將涉嫌傷人的
李婦制服拘捕，事後證實她與13歲兒子亦曾被腐
液濺中手腳灼傷，母子同需送院治理，而4歲幼
女未有受傷但受驚，亦由警員一併抱送醫院。
警方在單位內檢走一支通渠水，調查後相信涉
案李婦有精神問題，暫列作傻人發現事件處理，
並通知社署協助跟進有關家庭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黃大仙

上邨發生倫常家暴事件，一名患有產後

抑鬱的婦人，疑曾與母親爭執積怨，昨

午母親擬上門探望外孫時，婦人突發狂

隔閘向其淋潑腐液，除母親面部灼傷

外，婦人及其13歲兒子亦遭腐液濺中受

傷，3人同需送院救治。警方調查後將涉

案婦人拘捕，暫列作傻人發現案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政府飛行服
務隊前晚接到求救通報，得悉一艘內地貨船在
香港以東200海里、近汕頭一帶水域着火爆
炸，隨即派出兩架飛機前往參與救援，在現場
救起7名船員，再轉送本港5間醫院治理。其
中兩人燒傷程度較嚴重，需要留醫觀察。
事發前晚7時許，貨船突然爆炸起火，船上

多名船員及時棄船逃生。
香港海上救援協調中心接獲報告後，通知飛

行服務隊參與救援，先後出動一架美洲豹直升
機、一架挑戰者605型定翼機共8人開赴出事
水域。
由於距離較遠，直升機飛行途中一度要在南

中國海的油台加油，花了1小時45分鐘順利抵
達，並在海面救起7名船員，各人均有不同程
度燒傷。救援人員先將他們送返灣仔直升機坪
後，再用救護車送院治理。
消息指，其中兩名船員傷勢嚴重，須留醫瑪

麗醫院深切治療部，其餘5人則分別被送往威
爾斯醫院、伊利沙伯醫院、廣華醫院及屯門醫
院治理。

內地船着火爆炸
飛服隊救7船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將軍澳
新都城商場停車場的冷氣機房昨午發生搶
火意外。數名冷氣技工在冷氣機房工作期
間，懷疑有工人用揮發性清潔劑清洗一部
製冷機後，違工作指引點煙食，疑火種燃
着充斥室內的揮發性氣體，瞬間發生搶火
爆炸。其中一名工人首當其衝，全身六成
皮膚遭燒傷命危，另一名工友亦雙手燒
傷，同需送院救治。警方初步不排除有人
涉未遵照工作指引，在房內吸煙引致意
外，但真正肇因仍待深入調查。

18歲技工傷六成皮膚
搶火意外中重傷命危技工姓朱、18歲，
他全身六成皮膚、包括面部、胸部及手部
均被燒傷，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救治後，情
況危殆，需留醫深切治療病房。另一名姓

吳的同齡工友雙手二級燒傷，經治理後情
況穩定。
現場為將軍澳運亨路新都城第一期商

場。昨晨10時許，5名冷氣技工由一名主
管帶領，到商場停車場一樓一個約2,000
呎的冷氣機房工作。主管安排各人分組工
作，朱及吳負責清洗一部製冷機。其間，
兩人曾用揮發性清潔劑清洗製冷機。

疑點燃揮發性清潔劑氣體
近至中午12時許完成工作，在機房內

正等候其他工友準備往午膳前，有人疑違
工作指引點燃香煙，機房內充斥的揮發性
清潔劑氣體疑遭點燃，頓時發生搶火爆
炸，產生一團大火球。
由於事出突然，朱姓工人首當其衝，
面、背及手部燒傷，吳姓工友亦燒傷雙

手，在場其他工友見狀立即報警求助。消
防到場證實火警已自行熄滅。救護員替兩
名傷者包紮後，分送兩間醫院救治。吳姓
工友事後猶有餘悸：「見火球衝埋嚟，梗
係驚啦！」他透露事發前已完成工作，其
間懷疑有人點煙食，即發生搶火爆炸。

警員事後封鎖現場調查，除發現疑屬於
傷者的上衣及一隻勞工手套均告燒焦外，
又檢獲香煙及打火機。警方調查後初步懷
疑有大量清潔劑揮發氣化後充斥機房內，
有人疑未有遵照工作指引，在房內點煙引
致搶火爆炸，惟真正原因仍有待調查。

洗冷氣食煙爆火球 技工一燒傷一命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露宿者「宿
位」一樣有「業權」？深水埗一天橋底昨晨發
生因鵲巢鳩佔引發的傷人事件。一名越南籍女
露宿者不滿「宿位」給兩名南亞裔露宿漢霸
佔，雙方先而口角，繼而動武，結果越南女寡
不敵眾被鐵通扑傷頭部。警員到場前逞兇男子
已逃去，女事主其後送院治理。
現場為深水埗通州街公園對開西九龍走廊的

一處天橋橋底，出獄不久年約30歲的女事
主，早上9時返回入獄前自行搭建的木屋時，
發現「宿位」遭兩名南亞裔男子霸佔，她上前
理論，未幾雙方出現言語爭執，其間有人用鐵
通扑傷女事主頭部，並搶去她身上8,000元現
款。
警員接報到場，在附近兜截兩漢但不果。

兩南亞漢「佔宿位」
鐵通扑露宿「女業主」

海關揭毒工場X光機測包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電話
騙案新招層出不窮。元朗一名68歲姓
林男子前日接獲一名不明男子來電，對
方聲稱為銀行職員，指可借貸280萬元
港幣予事主清還債務，但條件是要先交
保證金。林隨即按指示將50萬元保證
金存入銀行戶口後，對方即失去聯絡。
老翁懷疑受騙，延至昨晨10時許報
案。案件暫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由元朗警區刑事調查第九隊跟進。
資料顯示，警方今年頭4個月接獲的

279宗電話騙案，受害人大部分都偏向
年長。
數月前警方成立反詐騙協調中心

（ADCC），統籌警署各機構，協調內地
警方、電訊公司、兩地銀行等全力打擊
電話騙案，並聯同內地警方凍結匯出的
被騙款項，為受害人減少損失。

翁遭借貸電騙呃5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沙田九肚山一幢

逾億元獨立式豪宅，一星期前遭戴口罩兇徒向宅門
鐵閘及屋外一部房車淋潑紅漆油後，昨日再遭人用
七人車猛撞大門。警方接報到場調查，除追查兇徒
犯案動機，並會設法了解兩宗案件是否有關連。
案發九肚山馬鞍徑「沙田小築」一座獨立式豪宅，

豪宅為兩層高複式設計，門外設有車位，戶主為一
對內地來港營商的夫婦，丈夫姓謝，妻子姓郭，4
年前以7,000多萬元購入，現估值逾億元。

事發昨日下午1時許，有途人見到一輛七人車倒
車撞開「沙田小築」屋苑鐵閘，直駛至事主單位
外，猛力撞毀獨立屋大門。兇徒其後棄車離開現
場，轉乘另一部接應車輛迅速逃去。據悉，屋苑設
有24小時保安員駐守，並有多部閉路電視監察，
出入大門車路均設有橫柵，車輛均要「拍卡」。
上周五，涉事豪宅遭戴口罩兇徒潑紅漆，戶主

停泊在門外的平治亦遭人以鐵錘擊毀擋風玻璃，案
件仍未偵破，涉事豪宅又再遭人惡意破壞。

獨立屋一周內遭淋油撞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本港海關昨
日下午在赤鱲角機場檢獲約22公斤懷疑象牙
製品，估計市值約44萬元。
海關人員昨日下午截查一名從津巴布韋哈拉

雷經迪拜抵港的31歲外籍男遊客。關員在為
他清關時，在其手提行李箱內發現一件內藏有
懷疑象牙製品的特製背心。
經仔細檢查後，海關人員於行李箱內層發現

一批以膠紙包裹的懷疑象牙製品，合共檢獲約
22公斤懷疑象牙製品。案件已轉交漁農自然護
理署跟進。
海關表示，根據《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

例》，任何人非法進出口瀕危物種，一經定
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0萬元及監禁兩年。

背心藏象牙製品
外籍男機場斷正

近年家庭糾紛淋液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海關前
午採取掃毒行動，突擊搜查上水古洞一
間鐵皮屋，搗破一個毒品工場，檢獲一
批懷疑可卡因及冰毒，市值逾100萬元，
並在上水一商場拘捕兩名涉嫌男子。

檢百萬元毒品拘兩男
行動中，海關在場內檢獲一部大型X
光機，初步相信販毒集團將毒品夾於膠
砧包裝後，用該部X光機驗毒檢測成

效，以確定可否逃避執法人員檢查。
被捕兩名男子分別姓黃及姓李，同為23
歲。海關毒品調查科人員前午2時許持法庭
搜查令，掩至上水古洞聯生區一間鐵皮屋，
成功搗破一個毒品工場，檢獲1.5公斤懷疑
可卡因及冰毒，市值逾100萬元，稍後在上
水一個商場拘捕兩名男子。
行動中，調查人員在屋內檢獲一部大

型X光機、一部大型抽真空機、多桶模
具硅橡膠及一批香港郵政紙箱。

據海關毒品調查科高級督察方向榮表
示，今次是海關毒品調查科首次搗破使
用X光機的毒品中心，而上址運作約一
個月，該部X光機屬內地製造，價值約
20萬港元。
經初步調查，相信販毒集團將毒品夾

於膠砧包裝後，再用X光機驗毒檢測成
效，以確定可否逃避執法人員的檢查，
至於該部X光機是否與海關於各出入境
管制站使用的X光機功能相同，則有待

政府化驗所檢測。
方續稱，在其中一名疑犯住所搜獲寫

着澳洲地址的字條，估計販毒集團會以
郵寄或快遞方式，將毒品寄給海外買
家，海關將聯絡海外執法機構進行深入
調查。
警方毒品調查科人員昨晨約8時30分

又突擊搜查元朗福慶村一單位，在單位
內檢獲約35公斤大麻花，以及約60克霹
靂可卡因，共值732萬元。
行動中警員在單位內拘捕涉嫌販毒的

44歲姓楊男子，及其31歲姓梁妻子，兩
人現被扣留調查。

■涉案婦的4歲幼女受驚，由警員抱送醫
院。

■涉案被拘捕婦人亦要送院診治。

■單親婦的長子輕微灼傷送院。

■涉案婦之母三成半皮膚被灼傷。

■■機房搶火意外中六成皮膚燒傷的機房搶火意外中六成皮膚燒傷的
工人工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警員封鎖冷氣機房調查搶火爆炸肇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船員由直升機救起送回港再分批送院。
飛行服務隊fb圖片

■懷疑藏有非法進口象牙製品的背心。 海關供圖

2017年4月10日

油塘油麗邨六旬妻子睡夢中遭丈
夫用滾水「照頭淋」驚醒報警，警
方到場將她送院治理。據知夫婦事
發前並無爭吵，涉事丈夫未肯說出
行兇動機。

2016年7月12日

葵涌一名女子與母親爭吵後疑懷

恨在心，用滾水淋向熟睡中的母
親。警方到場後，女兒亦報稱遭滾
水濺中，與母親同被送院治理。

2015年7月27日

葵涌石籬邨一名裝修判頭因感情
問題而與妻子爭執，妻子向丈夫淋
潑通渠水，自己及在場兒子一併給
濺傷。一家三口事後送院治理。

2013年10月5日

東涌逸東邨一對兄弟因汽車轉讓問
題起爭執，四哥買來通渠水向么弟「照
頭淋」，導致么弟全身一成半皮膚燒
傷。家人上前制止及營救時同被通渠
水濺傷，全部需送院治理。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