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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傅

航）在香港大球場昨晚舉行的亞洲

盃外圍賽上，有香港球迷再三在國

歌播放期間繼續發出噓聲，更有人

舉起「港獨」標語、背向草地及展

示不文手勢，令香港足總有可能面

臨比罰款或更嚴重的處罰。足總名

譽副會長康寶駒估計下一場港隊將

被罰閉門作賽，希望政府盡快就國

歌法本地立法，阻嚇有關行為。政

界人士批評，一小撮鼓吹「港獨」

者將球賽政治化，所作所為不尊重

自己的國家，不尊重香港，更令香

港在國際社會上蒙羞，必須嚴辭譴

責。事件同時反映香港必須盡快訂

立國歌法，並檢控有關人等。

「獨人」再噓國歌 或罰閉門作賽
足總高層盼港速立國歌法 政界促檢控「無品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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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葵盛東邨弒母倫常悲劇，
34歲男疑兇仍在瑪嘉烈醫院留
醫，需接受手術，未能錄取口
供。據悉，警方在追查疑兇弒母
動機期間，再在單位內找到一封
屬於疑兇在律師見證下簽署的遺
囑，詳細安排如何分配約40萬元

現金及合資公司的股份資產，可見患
有多年抑鬱症的疑兇早有部署行事。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指，政府
將逐步落實精神健康檢討報告的建
議，提升精神健康服務質素。

10萬捐慈善 印傭有得分
據了解，警方繼日前在兇案單位檢

獲一包精神科藥物，揭發疑兇患有抑
鬱症多年，需定期到葵涌醫院精神科
覆診及服藥外，另又找到一封屬於疑
兇在律師見證下簽署的遺囑，內容大

意指他有40萬元資產，死後會將其中
10萬元捐予慈善機構，另將1.5萬元及
2萬元給家中兩名印尼籍女傭，餘下的
26.5萬元則平分予在港及加拿大的親
友。
他又囑託將與友人合資開設的物業

公司股份，全數送贈工作拍檔。由此
可見疑兇早有部署決心與母親共赴黃
泉。
在葵盛東邨盛安樓兇案現場單位，

昨見大門鐵閘仍鎖上鐵鏈，但木門虛
掩，望入屋內客廳並不凌亂，神枱供
奉一尊觀音像，神枱前方則放有一部
相信屬女死者生前使用的輪椅。

街坊：母子案發日曾吵架
有街坊指，事發前曾見母子在大廈走

廊爭執，惟不清楚內容，但當時覺得很
奇怪，因為疑兇平日很孝順母親。

案發本周日（8日）上午 11 時 57
分，患抑鬱症的34歲姓李男子，突在
上址16樓寓所以菜刀斬殺患病不良於
行的77歲母親廖玉桂後，由窗口跳樓
企圖自殺，惟中途壓中一棵大樹卸去
大部分衝力，再墮落山坡，被送院救
治。警員其後破門入屋發現其母親明
顯死亡，頭頸幾乎分離。
警方已將案件列作謀殺及企圖自殺

跟進，初步不排除有人為照顧長期患
病母親致心力交瘁，壓力爆煲釀成悲
劇。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亦表示非

常關注該宗弒母倫常悲劇，她指疑兇
患有抑鬱症，醫管局一直對患精神病
的病人及康復者盡最大努力跟進，政
府會逐步落實今年4月公佈的精神健康
檢討報告的建議，改善精神健康服
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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弒母疑兇早立遺囑分產

■兇案單位仍擺放疑是女死
者使用的輪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
源）一名手持「七孔刀」的
紮辮怪漢，上周五（6日）
在旺角鬧市無故揮刀強迫一
名途經老伯喝下一罐可樂，
當警員到場時，即棄刀迅速
逃去。警方反黑組經接連4
天追查，前晚終在砵蘭街一
間賓館內將他拘捕，警方正
調查疑人犯案動機，列作
「藏有攻擊性武器」案跟
進。
被捕男子姓李（44歲），

初步調查相信有三合會背景，另曾涉及傷人和自稱黑社會成
員等案件。消息指，有人疑恐被尋仇，因而經常身藏一把利
刀，隨時用作自保。
事發上周五（6日）下午5時許，一名紮辮、身高約6呎男
子，被發現在旺角廣東道近鴉蘭街街頭，一手拿着一罐汽水，
一手拿着一把「七孔刀」徘徊，更不時語無倫次地指罵途人，
看似精神有異，途人見狀慌忙走避。
其間一名途經老伯被截停，李當面揮刀要挾老伯喝下該罐

汽水，老伯在利刀威嚇下，不敢反抗，唯有就範，默默將汽水
喝下。適時附近有警員正在檢控違例泊車，接獲途人報案即趕
往查看，持刀的紮辮男甫見警員到場，即棄下利刀轉身逃去無
蹤。
案件事後交由旺角警區反黑組追查，經連日翻查現場附近
大批閉路電視記錄後，終鎖定一名目標男子。至前晚（9日）

10時許，探員掩至旺角砵蘭街一間賓館，將涉案男子拘捕帶署通宵扣
查。
昨日凌晨2時許，探員再將疑人押往其在黃大仙下邨龍智樓的寓所

搜查，但無進一步發現。有消息指，被捕男子染有不良嗜好，案發
當日不排除因吸食毒品致神志不清，持刀走上街頭闖禍。

夾刀男遊旺角嚇親途人舖拉閘
另訊，昨午4時許，在旺角奶路臣街近雅蘭中心對開，有途人目睹

一名男子腋下夾着一把約1呎長利刀，紛紛走避，場面混亂，附近有
化妝品店舖職員一度要拉上捲閘暫停做生意。未幾，多名巡警到
場，合力將該名攜刀男子制服拘捕，目前正調查其攜刀上街動機。

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涉嫌收受
利益案，昨日在高等法院續
審。替深圳「東海花園」大宅
做室內設計的建築設計師何周
禮在庭上供稱，裝修設計工程
是跟時任雄濤廣播主席鄭經翰
閒談間獲告知，當時才了解到
大宅將由曾蔭權入住。
何到當時仍未開始裝修的大
宅考察，有東海花園職員透露

單位曾用作娛樂用途的會所，何形
容環境「非常惡劣」，倘要用作住
宅須先進行改裝。
何周禮供稱，2011年年初，東海

集團曾致電他所屬的「何周禮建築
事務所有限公司」，提及一個東海
花園的室內設計工程項目，由於公
司當時有其他類似「生客」，故沒
有即時答應是否會承接工程，但強
調當時公司生意「唔錯」。
控方問何周禮「想不想接多些生

意」，何回應道：「我永遠唔會
say no！」他指當初的合約訂明其收
費為35萬元，相信是東海開出的價
格。他又指合約雖然是與東海簽
訂，但收到指示服務的對象是曾生
曾太。
其後，鄭經翰在一次閒談間提到

該項目，還透露曾蔭權將會遷入該
單位，叫何考慮承接。
何昨強調，鄭經翰無交代為何會

參與此事，他當時也不清楚雄濤廣
播董事黃楚標與大宅有何關連。
兩人見面後不久，何透過同事與

東海集團聯絡，表示會承接該設計
項目。何強調，願承接工程是因公
司較希望做「熟客」或由熟人介紹
的生意，而他及後再沒與鄭經翰見
面。
何供稱，接手東海花園裝修設計

工程前，已見過曾蔭權，因他擔任
一些公職或會長時，曾蔭權曾在相

關的展覽或開幕典禮等擔任主禮嘉
賓，但指兩人私下沒有見面，又透
露自己曾在2008年分別替曾蔭權的
三弟曾蔭煊及五弟曾蔭荃做過室內
設計。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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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周禮（右）供稱是曾蔭權
（左）夫婦給予他大宅的設計指
示。

何周禮獲鄭經翰告知：服務對象是曾生曾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報稱廚師的90後男子涉冒充警員，
透過交友應用程式認識多名女網友，疑於邀約女方見面後逐一劫財
劫色，事後有多達10名女網友先後向警方報案。25歲男子梅錦添早
前落網，昨就涉嫌強姦、非禮、冒警和盜竊等七項控罪，於西九龍
裁判法院再度提堂。

至今有9女事主認出被告
控方庭上透露，現時已有9名女事主在認人手續中認出被告，惟控
方還須等候待警方進一步調查，包括DNA檢驗以及翻查被告的電話
記錄。裁判官同意將案件再押後至12月5日，其間被告繼續還柙，
不准保釋。
早前報道稱，有受害女網友在一個網上流行論壇 ( Beauty ex-

change ) 留言大吐苦水，聲稱透過交友程式「SweetRing」認識一名
自稱是警察的男子，對方上載的相片樣貌俊朗，身材健碩，雙方上
月27日外出見面飲酒消遣，其間有人訛稱與家人吵架，要求到女事
主家中借宿一宵，詎料半夜竟遭對方「硬上」，事後發現銀包內的
現金不翼而飛。有關帖文發出後，陸續有約10名分別從事文職及教
琴等行業的女子回應，相信各人遇上同一名色狼。

■■持刀逼途人飲汽水的紮辮男持刀逼途人飲汽水的紮辮男
被捕被捕。。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港
島筲箕灣及香港仔昨凌晨先後有野
豬出沒覓食，其中一頭體長約1米
野豬，疑受驚下慌不擇路，被卡在
路邊鐵欄罅隙受傷，須由消防員協
助救出交漁護署處理。另有疑是一
家七口的野豬家庭，現身黃竹坑一
帶馬路覓食，沿途由豬媽媽撞翻垃
圾桶供小豬搶食。
警員接報到場監視，以防野豬傷
及途人，約1小時後野豬家庭自行
返回山上。
昨日凌晨3時許，有市民目睹一

頭約1米長的野豬，現身筲箕灣耀
興道耀東邨對開一處行人路邊，頭
部被夾在鐵欄罅隙之中，進退兩
難，不時掙扎，頸部更受傷流血。
警員及漁護署人員先後接報到

場，惟無法將野豬救出，遂通知消
防員到來協助。消防員先用毛氈遮
蓋野豬，再動用油壓工具唧開兩條
鐵枝，成功將野豬救出趕入鐵籠，
再由漁護署人員帶走交獸醫跟進。
昨日午夜零時許，有途人在香港

仔黃竹坑塘邊徑與葉興街之間，發
現一行合共兩大5小野豬在行人路

四處徘徊覓食，擔心野豬會傷及途
人，於是報警求助。多名警員接報
到場，果見7隻大小野豬，不排除
為一個野豬家庭落山覓食。
其間，豬媽媽撞翻路邊的垃圾

桶，5隻小野豬爭先恐後衝上前搶
食。
由於野豬無對途人構成即時危

險，為免豬群受驚亂竄，場面更難
控制，警員遂採取漸進式策略，逐
步將豬引導往山邊，沿途監控。約1
小時後，野豬家庭終於吃飽返回山
上，警員亦收隊離場。
根據資料，上月 9日凌晨零時

許，有市民曾見過兩大5小野豬現

身黃竹坑道65號對開山邊覓食，逗
留約1小時後才返回山上，不排除
是同一野豬家庭。

「陰功豬」覓食遭鐵欄夾頭

■現場保安一度揮手勸喻，惟球迷未
有理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

■一頭野豬被困路邊鐵欄。
電視截圖

足總副主席貝鈞奇在賽前已呼籲球迷不
應借體育比賽發洩對政治的不滿，擔

心港隊會因噓國歌的行為被罰閉門作賽甚至
扣分。在昨晚比賽開始前，香港大球場雖然
已派出不少職員在球迷區作出呼籲不要噓國
歌，但在國歌播放期間仍有部分球迷報以噓
聲，甚至舉着寫上「香港獨立」的標語，有
人則背向草地站立，甚至做出不文手勢。有
工作人員揚手示意停止，但有關人等並無理
會。

「獨人」騎劫球賽 累港隊蒙羞
球迷組織「香港力量」聲稱，球迷入場是

為了支持港隊而非噓國歌，並否認有企圖挑

動及煽動球迷噓國歌。
香港足球總會副主席貝鈞奇賽前接受傳媒

訪問時則表示，是次賽事由亞洲足協主辦。
據亞洲足協有關紀律指引第六十五條，主隊
足總需為球迷不當行為負責，而附件則訂
明，如球迷發表侮辱性言詞或聲音，罰則要
「視乎事件的嚴重性」（subject to the grav-
ity of the offence）。
曾任國際足協紀律委員會委員的前足總主

席、現足總董事局董事之一的康寶駒表示，
「繼上周港足與老撾的友誼賽後，今次再發
生噓國歌事件，加上過去香港賽事中已經發
生過兩次，足總曾被罰，但類似事件仍發
生，預料港隊之後好大機會被罰閉門作
賽。」
康寶駒坦言，被罰的是足總，但現時國歌

法未進行本地立法，因此足總難以阻止有關
行為，他希望政府盡快就國歌法本地立法，

阻嚇有關行為。
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一小撮鼓吹「港獨」
者接二連三騎劫球賽，所作所為不尊重自己
的國家，令香港在國際社會上蒙羞，社會各
界應嚴辭譴責。此事反映香港必須盡快訂立
國歌法，其細節內容必須細心討論，以阻止
體育運動再被政治化。

葉國謙批行為不尊重國家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

表示，一小撮人因對國家有敵視的態度而作
出噓國歌的行為是非常「無品」，「這既對
自己不尊重，也不尊重國家，就算你不認同
國家，也不能作出這些行為。」他強調，香
港是法治社會，倘日後香港通過落實國歌
法，這些噓國歌的行為將會是違法的行為，
將可有法可依對他們作出懲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國旅行社有限
公司榮譽董事長盧瑞安批評，部分球迷的行
為如同不尊重國家，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尊
重國歌是基本禮貌，噓國歌是「非常錯的事
情」。
他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已通過落實

國歌法，本港亦應加快進行立法，方可把相
關人等繩之以法，又建議應禁止他們入場觀
賽，「國際賽事變成搞『港獨』的場所，令
港隊有機會被罰錢、停賽，簡直是累人累
己！」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

陳勇坦言，部分球迷因「貪玩」而作出不禮
貌的行為，只會「親者痛，仇者快」，傷害
的是支持港隊的人，「係咪要閉門作賽、甚
至港隊被取消資格，才知道後悔呢？」他呼
籲相關球迷迷途知返，保持最基本的尊重，
又認為倘有人蓄意違法，執法部門應依法處

理。

梁美芬：最後受害是足總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有人一再

向國歌發出噓聲，是對國家和香港的侮辱，
也是一種挑釁行為。有關人等做出類似的行
為，最後受害的是足總，惟香港未立國歌
法，足總只能勸喻，在立法後，足總就可以
根據清晰條文指引要求涉事球迷離開，倘仍
未能阻止事件，就可以交由執法部門處理，
故立國歌法實事不宜遲。
「廿三萬監察」發言人王國興表示，屢次

在足球賽事發生侮辱國歌事件，反映事態嚴
重，說明訂立國歌法已是不容再拖。
他批評，過往由於警方及律政司執法不

力，變相縱容這些事件接連發生，故促請他
們應就「港獨」行徑採取檢控行動，杜絕
「港獨」分子再次搞事。

■再有球迷噓國歌展「港獨」旗。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正謙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