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記促警徹查南生圍「長命火」

20歲 IVE女生潘曉穎在台灣

遭19歲男友殺害及用行李篋棄

屍案，台灣警方連同鑑證科人

員，昨重返棄屍現場及第一現

場的旅店搜證，檢獲一截頸椎

骨。根據法醫的初步驗屍報

告，不排除事主慘遭扭斷頸致窒息

死亡。由於屍體被丟棄偏僻草叢近

月才被發現，已嚴重腐爛見骨，無

法辨認，部分骨頭更疑被野狗叼

走，須進行基因測試確認身份。至

於在港被捕男疑犯，已被落案控告

兩項盜竊罪及一項處理贓物罪，今

(15日)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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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隊取景撞見多名口罩男徘徊

遊台遇害港女疑遭男友扭斷頸
棄屍草叢近月 嚴重腐爛見骨 部分遺體被野狗叼走

警：約20人包圍的士 同袍嘗試解圍遭掟雜物
「 本 土

民 主 前
線」前發
言人梁天
琦等5人，

涉前年農曆新年旺角暴亂，被起訴煽動
暴動、參與暴動、非法集結和襲警等6
項罪名，案件昨在高等法院續審。當日
有奉召便裝到場巡視的警員黃豪作供
指，他目擊本案首被告梁天琦、暱稱
「光明」的第三被告盧建民，及黃台仰
在砵蘭街出現。食環署人員被身穿藍色
外套者在內的10人至20人包圍，亦有
路中的士被包圍。當警員嘗試開通馬路

時遭人推壓、叫罵及掟雜物。
當年仍是警員、現為警察公眾聯絡組

警長的黃豪昨在庭上指，他在前年2月
8日事發時本身休假，但傍晚收到指
示，留意旺角小販活動及有什麼團體參
與，他遂以便裝到砵蘭街、山東街一帶
巡視。
當晚約9時20分，他見到黃台仰和案

中第三被告、暱稱「光明」的盧建民在
砵蘭街近「瑞興麻雀館」出現。
約20分鐘後，多名小販突從麻雀館

後巷走出，食環署人員隨即被身穿藍色
外套者在內的10人至20人包圍，其間
有人起哄叫囂，又叫食環署人員「走

啦，唔好阻住小販賣嘢」。
當晚9時50分左右，他又目睹有的士

突然停在砵蘭街「Collect Point」 門
外，並聽到有人大叫：「車到人！」群
眾隨即湧上馬路包圍的士。其後，有衝
鋒隊及機動部隊隊員奉召到場增援，嘗
試勸喻聚集在馬路中的人返回行人路，
但的士反被更多人包圍。

警指見梁天琦現身砵蘭街
黃豪指出，黃台仰此時站在電箱上

以擴音器喊話，聚集在馬路上的人拒
聽從警方勸喻指示，更推壓嘗試開通
馬路的警員，又有人大叫：「呢度係

香港人嘅，小販係香港人嘅活動，警
察唔應該破壞！」有人更夾雜粗口及
掟雜物。
的士在一段時間後才能成功後退至

山東街離開，當晚亦見到本案首被告
梁天琦在砵蘭街附近出現。
庭上並播放了多段當日現場拍攝的片

段。黃豪指，片段中，梁天琦曾阻礙警
員推進，盧建民則掟水樽。盧的代表大
律師劉偉聰質疑黃憑什麼認出盧，黃回
答說「憑佢嘅衣着同身高」，又指閉路
電視片段可見到盧的眼部輪廓，因此
「相信」片中人就是盧。
劉質疑：「就係因為見到眼部輪廓就

認得？」追問黃是否「化咗灰都認得」
盧，但法官指問題不妥需要修改。
黃豪指，他認得黃台仰，是因曾四五

次親眼見過黃台仰主辦及參與示威活
動 ，並曾五六次親眼見過盧建民參與
多個集會，包括3年前2015年9月28日
「佔中」一周年在添美道俗稱「連儂
牆」樓梯附近的活動、同年12月在旺
角西洋菜南街舉行的「反網絡二十三
條」論壇及多次旺角「反大媽」活動。
由於自身崗位職務，他也認識梁天琦

和「本土民主前線」。
黃今日繼續作供。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殺人棄屍時序表
2月07日
20歲少女潘曉穎與19歲姓陳男友到
台灣高雄旅遊預備共度情人節。

2月17日
00:26
潘與陳帶同一個粉紅色大型行李篋入
住台北紫園旅店。

11:26
陳獨自拖着該個粉紅色大型行李篋離
開旅店，行李篋內疑藏有潘女屍體。
當日潘的銀行賬戶在台被提取兩萬台
幣（約5,400港元）。

18:30
陳返回旅店時不見該個粉紅色大型行
李篋，相信已遭丟棄，陳當晚獨自返
港。

2月20日
潘的銀行賬戶在港被提走8,000港元

3月11日
潘父多番向陳追問女兒下落無果，赴
台到紫園旅店尋找及向當地警方求
助。

3月13日
傍晚
陳涉非法提取潘的銀行賬戶款項被本
港警方拘捕調查，有人承認上月17日
在台灣殺害女友，並用行李篋運走屍
體丟棄。

晚上
台灣警方在新北市竹圍捷運站附近草
叢尋回潘的遺體，惟已嚴重腐爛見
骨。

3月14日
台灣警方重返棄屍草叢檢獲一截人
骨，證實是頸椎第一節骨頭；法醫初
步不排除潘遭扭斷頸致窒息死亡，部
分骨頭疑被野狗叼走。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綜合消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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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元朗南生圍本周一
（12日）下午3時許發生山火，焚燒17小時至前日
早上才被救熄，惟數小時後又再死灰復燃，消防員需
再搶救兩小時將火救熄，惟已燒毀大片木林，嚴重破
壞生態環境，由於有多處火頭，加上火勢蔓延速度不
尋常，警方已列作縱火案交由重案組探員調查蒐證。
據悉，「長命火」當日下午剛巧有一隊樂隊在場取
景，曾見多名戴口罩的可疑男子及可疑車輛在附近徘
徊，未知是否與案有關。

再有樹木冒煙死灰復燃
昨日中午，元朗重案組多名探員奉召到南生圍火場

視察環境，拍照存檔，又向附近村民查問有否見過可
疑人出現。其間，在近南生圍路一處曾被燒過位置，
又有樹木冒煙起火，死灰復燃，需消防員到場將火救
熄，但認為無可疑。
漁護署人員昨再到「長命火」現場視察，指受火警

影響範圍約12公頃，幸未發現野生動物或候鳥因此
出現傷亡，署方會繼續密切監察。
據悉， 樂隊PHOON成員本周一(12日)下午到南

生圍取景拍攝，當時一行約20人分4輛車，其中兩車
先後駛往南生圍車路盡頭拍攝，當時已見遠處有山
火，載有主音木子的客貨車首先到場，木子落車等
候，其間發現有3名戴口罩中年男子騎着單車在附近
徘徊，對方見他們有攝影器材，曾上前查問木子是否
記者，尾隨的導演車上人員在途中亦見有一輛紫色平
治房車，車上兩名男子目光極不友善。
約兩小時後，木子與導演等眾人匯合，傾談時均發

覺現場有三四個火頭，每個相差幾百米，加上當時天
氣不太乾燥，認得火警來得「好古怪」，同時又發現
可疑人士徘徊，未知是否與山火有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俊威）有
「香港後花園」之稱的元朗南生圍
本周一發生山火，火勢猛烈，濃煙
沖天，燃燒近17小時才被救熄。民
建聯元朗支部及新社聯一眾議員幹
事，昨日向元朗警區警民關係組遞
交請願信，要求徹查火災成因。民
建聯引述警方回覆稱，案件已交由
元朗警區重案組調查。
南生圍於本周初多處發生火警，
令很大範圍生態環境受到破壞。民
建聯元朗支部對事件十分關注，兩
位社區幹事李啟立及林偉明前日到
火警現場視察，發現起火地點分佈
在不同地方，且不相連，認為起火
原因十分可疑，不排除涉及人為蓄
意縱火。
他們表示，南生圍是保育濕地，
是香港人的後花園，更是雀鳥的棲
息天堂，極具生態價值。鑑於南生

圍多年來多次發生火警，不但嚴重
破壞環境，更有機會危及市民及遊
客生命安全。對於南生圍這片樂土
屢遭破壞，他們感到十分痛心及憤
怒。如事件涉及刑事罪行，他們更

予以強烈譴責。
他們促請警方全力徹查事件，並

加強人手巡邏南生圍，防止類似事
件再發生，以保護自然生態環境及
保障市民安全。

■南生圍「長命火」，樂隊取景撞見多名可疑人。

■民建聯要求警方徹查南生圍火災事件。

消息指，台灣檢察官於昨晨10時許率
領鑑證人員重返前日（13日）發現遺

體的竹圍捷運站外蒐證，檢走一截人骨，
並在兇案第一現場的台北紫園旅店房間檢
走一個枕頭。
經化驗，證實檢獲的人骨屬人體頸椎第
一節骨頭。初步剖驗報告顯示，死者的屍
體頸骨移位，不排除是遭扭斷頸致窒息死
亡，由於死者遺體仍有部分骨頭不知去
向，或已遭野狗或是其他動物叼走。
潘的父親昨日下午由友人陪同前到台北
市第二殯儀館配合檢警解剖女兒遺體。據
悉，潘父在港代理三菱汽車的零件，非常
疼愛女兒，認為20歲的女兒仍年輕，尚要
求學，不應太早交男友，故反對女兒與案
中19歲的陳姓疑兇來往。

謊稱跟旅團 終客死異鄉
不過，女兒仍瞞着父親與陳拍拖，出事
前更向父親謊稱是跟旅行團往台灣旅遊，
詎料原是跟陳到台過情人節，最終更慘遭
殺害棄屍，客死異鄉，為此潘父及家人傷
心不已。
據潘父友人透露，女死者曾向父親表示
會在2月17日年初二下午由台返港過農曆
新年，而上月17日凌晨1時許，女死者又
在家庭WeChat群組表示，當日中午過後
便會乘機返港，惟其後再無音訊，如同人
間蒸發。
潘父一度以為女兒鬧脾氣，多番向女兒
男友追問下落亦無果，其後卻收到女兒信
用卡於台灣及香港提款通知，認為有可
疑，遂在港報案求助，並在本周日（11
日）專程赴台尋女及向當地台警報案求
助，惟苦無線索，本打算前日返港，詎料
當日突傳來女兒遇害消息。
前日，港台兩地警方合作調查，本港警
方發現女死者的銀行賬戶，分別在上月17
日在台被提取兩萬台幣（約5,400港元），
以及上月20日在港被提走8,000港元，但潘
並無離台及返港入境記錄，因而認為有可
疑，遂將陳拘捕，結果有人承認殺人，並供
出棄屍地點由台灣警方尋回潘女屍體。

是宗牽涉台港的謀
殺棄屍案，涉案男友
在港被捕，但案發地

點、女死者遺體及證物等俱在台灣，惟兩地
並無司法互助或疑犯移交協議，故被捕疑兇
在港受審，仰或移交到台灣受審頓成難題。
香港政府保安局昨日回應指，正致力研究

如何在現有法律框架下處理該宗案件。據
稱，警方在和律政司研究後，認為移交並不
可行。有香港的大律師承認情況前所未見，
非常複雜，但若兩地本着防止罪犯逍遙法外
的大前提，研判一個最佳處理方法，或成打
開兩地司法互助的契機。
警方證實仍正扣查一名陳姓（19歲）男
子，他涉嫌盜竊女友約1萬多元現金被捕。
他在台灣涉嫌干犯的一宗謀殺案，則以境外
罪案的方式由東九龍總區重案組跟進。
消息指，警方昨與律政司開會後，初步認

為移交疑犯到台灣並不可行，主要是因為香

港與台灣目前並沒有簽署移交協議，加上涉
案疑犯是港人，過往亦試過有港人在內地犯
事後潛逃返港，香港警方亦無法按內地要
求，將有關人等移送到內地受審。
據悉，警方稍後將以盜竊罪落案起訴疑

犯，待控方提堂時，會就他涉及台灣的謀殺
案要求法庭拒絕批准保釋。

葉太：難將疑犯遣送台灣
曾任香港特區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在回

應傳媒查詢時指，倘這名嫌疑人是香港永久
居民，擁有香港居留權，根據基本法及本港
的入境條例，除非他自願離港，否則特區政
府是不可以將他遣送出境。而特區政府與台
灣當局亦沒有移交逃犯的安排，故此並不能
將他遣送到台灣。
她認為，警方可從其他途徑，例如根據

《侵害人身罪條例》，調查他有否涉及在香
港策劃、預謀或串謀干犯刑事罪行。若上述

皆不成立，相信警方只可用較輕的盜竊罪向
他進行檢控。
至於市民擔心這名嫌疑殺人犯可能於短期

內刑滿出獄，會危害社會。她表示，即使他
被控以盜竊罪，他的身份都會曝光，警方亦
會密切留意他的行蹤。

大律師倡台設專案解決問題
大律師陸偉雄表示，此案可謂史無前例，

非常複雜。有台灣法律界中人亦稱，若無法
傳訊疑犯，此案最終可能永遠停留在通緝陳
的司法程序，因而建議台灣應設立專案，通
過國際慣例解決司法權問題。
不過，陸偉雄認為，兩地應共同商討如何

配合兩地的法例，透過溝通提出要求，例如
兩地本着防止罪犯逍遙法外的大前提，研判
一個最佳處理方法，或是打開兩地司法互助
的契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無協議難移交 港無法告謀殺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與男友遊
台度情人節卻慘遭殺害棄屍的20歲少女潘
曉穎，外形打扮時尚，不時會將自拍照，
及與男友的甜蜜合照上載到 IG（Insta-
gram）及facebook，分別吸引逾4,000名及

5,000名粉絲追蹤，儼如一名「網紅」。
在潘的死訊傳出後，潘女的facebook賬
號已轉為悼念賬號。不少粉絲留言表示傷
心、難過、憤慨及不能接受，疑為潘女的
前男友更留言「一路好走，來生更好」。

職業訓練局（VTC）發言人昨證實，潘
女曾修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高級文
憑課程，但早前已經退學。校方對事件深
感難過，會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支援
及輔導。
涉嫌殺害女友的19歲姓陳青年，也曾在

facebook上載他與潘女的甜蜜合照。
據悉，陳前年在香港理工大學轄下的香

港專上學院修讀商科副學士課程，原定今
年畢業，但上月突然申請退學。
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發言人表示，學

院會密切留意陳的同學及老師對事件的情
緒反應，如有需要會提供即時輔導。

疑似前男友：一路好走，來生更好

■■港女疑遭男友扭斷頸致死港女疑遭男友扭斷頸致死。。

■■涉嫌殺害女涉嫌殺害女
友的男疑犯被友的男疑犯被
捕扣查捕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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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搜證人台灣搜證人
員在行李篋棄員在行李篋棄
屍現場檢走部屍現場檢走部
分懷疑人骨化分懷疑人骨化
驗驗。。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台灣警方台灣警方
重返發現行重返發現行
李篋棄屍的李篋棄屍的
竹圍捷運站竹圍捷運站
草叢搜證草叢搜證。。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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