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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

光）紅磡千萬豪宅昇御門揭發離奇雙

屍命案。一名婦人因其獨居自由作家

兒子連日失去聯絡，昨日登門造訪發

現大門反鎖，遂聘來鎖匠開門入屋查

看，赫見兒子與一名陌生女子分別倒

斃廳中及房間，兩人同下身赤裸，於

是報警。警方暫列作屍體發現案處

理，不排除涉及刑事成分，兩人死因

有待進一步驗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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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家子與前度半裸倒斃豪宅
失蹤數天母上門揭發 驚見兒與陌生女子下身赤裸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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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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愛向晴熱線：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18281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 )周日（22日 )在大
嶼山玩滑翔傘期間，疑遇「石湖風」強烈陣風失蹤
的44歲男子鍾旭華，昨晨救援人員繼續展開第四天
搜索行動，但暫未發現。
昨晨，約40名香港滑翔傘協會義工、警方、消

防、民安隊及飛行服務隊人員，繼續兵分多路在大
嶼山一帶展開海陸空搜救，其間義工登上二東山協
助搜尋失蹤者，但因山上大霧及能見度十分低等原
因阻礙救援行動，直至深夜仍未有結果。

手機無電 訊號消失
鍾旭華所屬的香港滑翔傘協會昨日更新聲明指，

失聯飛行員的電話訊號已因電池耗盡消失，至今沒
有再收到其電話訊號。
同時，協會再重申失聯飛行員的滑翔傘為藍紫

色，可能已拋出的後備降落傘為橙色。協會強調將
繼續努力搜索失蹤者，不會放棄任何機會。
本周日下午，鍾旭華與近廿名隊友在大嶼山大東
山玩滑翔傘，其間疑遇上「石湖風」，鍾被強烈陣
風吹至偏離預計範圍外失蹤。同日晚7時許，隊友
發現鍾失蹤報警。連日跨部門出動200多名救援人
員展開海陸空搜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劉友光）前日在油塘邨發
生的母子墮樓倫常悲劇中，墮樓重傷的兩歲幼子繼續留醫深
切治療部，情况危殆。昨日有街坊帶同香燭果品到到案發現
場進行拜祭，希望女死者安息及稚童早日康復。
遭母親抱同墮樓兩歲姓李男童，因左前臂骨折及後腦重

傷，昨日繼續留醫兒童深切治療部搶救中，情況危殆；男童
的外公、外婆及親友一直在病房外守候，顯得憂心不已。
昨日有多名街坊帶同鮮花、生果及香燭等祭品，先後到達

華堂樓母子墮樓現場對開花槽進行拜祭。街坊嘆謂，因對悲
劇感到不開心，所以特來拜祭求個心安，希望女死者可以安
息及稚童能早日康復。
昨日重案組探員分別到殮房及案發現場進行蒐證調查。
教育局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就有關不幸事

件，教育局深感難過，已聯絡有關學校，並提供適切支援，
而學校已啟動危機處理小組跟進事件，包括為有需要的學
生、家長及教職員提供輔導服務。
教育局會繼續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絡，提供所需協助。
前日下午2時許，一名疑患產後抑鬱的35歲任時裝設計師

單親媽媽，趁4歲女兒隨外婆離家及外傭落街買東西期間，
於油塘邨華堂樓寓所留下遺書，在睡房內用利刀自殘及抱同
兩歲幼子攀窗從4樓高處墮下重傷昏迷，母親送院不治、兒
子傷重命危。警方列作企圖謀殺及自殺案處理。

■■救援人員展開第四天海陸空搜索失蹤玩滑翔傘男救援人員展開第四天海陸空搜索失蹤玩滑翔傘男。。

■母子墮樓現
場對開，街坊
帶同鮮花水果
拜祭。

墮樓案母死子危 街坊路祭求心安

兩「刀片信」寄法院 麵包師落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近日
屯門裁判法院兩度接獲「刀片恐嚇
信」案件有突破性發展，新界北總區
重案組探員經連日調查，昨晨根據資
料在深水埗拘捕一名曾有寄「刀片
信」被捕及判刑前科男子，初步涉嫌
向前僱主及屯門裁判法院共9度寄出
恐嚇信件。
被捕男子姓黃，25歲，本地人，涉
嫌刑事恐嚇罪名，通宵扣查。據悉，
黃為一名麵包師傅，曾因不滿被於上
水任職的麵包店遭解僱，事後向僱主
寄出「刀片信」被捕及判入獄。
消息稱，早前黃出獄後，疑心感不

忿及不滿法庭判決，再於本月17日至
24日間先後涉嫌向前僱主寄出7封內
藏打火機、鎅刀及生果刀等匿名恐嚇
信；另涉嫌兩度寄刀片信至屯門裁判
法院，法院職員於本月18日及24日在
發現匿名恐嚇信後，於是報警，案件
交由新界北總區重案組。
雖然信件無寫明收件人姓名及內

容，但重案組探員經深入調查及分析
近期屯門裁判法院曾審理案件，縮窄
調查範圍及鎖定黃涉嫌與案有關。
直至昨晨11時許，探員根據資料到

深水埗北河街埋伏拘捕姓黃目標男
子，並於其位於北河街寓所內檢獲信

封、電腦、打印機、鎅刀、生果刀及
一些文具等懷疑涉案證物帶署作進一
步檢驗。

■■大批警員趕至新大批警員趕至新
城電台進行調查城電台進行調查。。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友光記者劉友光攝攝

■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到場經調查證實可疑粉
末只是生粉。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涉向前僱主及屯門裁判法院共9度
寄出恐嚇信男子押署扣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
友光）紅磡新城電台昨日接獲一個可
疑郵包，職員打開查看發現內有可疑
白色粉末，於是報警；警方爆炸品處
理組到場經調查，證實粉末只是生
粉，列作「求警調查」案處理，同日
晚拘捕一名涉案女子帶署。
被捕女子，41歲，涉嫌刑事恐嚇

罪名，案件交由九龍城警區重案組第
一隊跟進。
現場為德定街2號至4號新城電台
接待處。消息稱，昨午12時許，當
時接待處一名女職員在查收到一個郵
差派遞的公文袋郵包時，發現抬頭收
件人為李嘉誠，姓名與香港首富李嘉
誠相同，職員思疑打開查看，赫見郵
包內藏有4包白色粉末，於是報警。

附回郵地址 警上門拉人
警方接報大為緊張，派出西九龍衝
鋒隊趕至封鎖現場調查，並疏散員工
到安全地方，其間爆炸品處理課人員
奉召到場進行檢查，證實白色可疑粉
末為生粉，初步無危險性，檢走郵包
及生粉帶署作進一步檢驗，發現可疑
郵包寫有回郵地址。同日晚上，探員
根據地址資料掩至九龍區一目標單位
調查，拘捕一名懷疑涉案女子帶署，
正調查其犯案動機。

▲▲紅磡昇御門紅磡昇御門
男女離奇倒斃男女離奇倒斃
屋內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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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友光劉友光攝攝

■赤裸男女分別被發現倒臥廳中及房間床上。
■遺體由仵工舁送殮房等候驗屍確定死因。

◀大批警員到
場調查，氣氛
緊張。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友光攝

兩名事主，男死者劉×明，40歲，有刑
事案底，但無黑幫背景，被發現時身穿

T恤、下身赤裸，左手有數處刀傷倒斃廳
中，估計死去約一日。女死者李×瑩，34
歲，被發現時身穿睡裙、下身赤裸倒斃房間
床上，初步無明顯表面傷痕，估計死去一天
至一天半時間。因兩人屍體無明顯致命傷
痕，需要進一步驗屍確定死因。

女死者生前患精神病
據悉，劉×明從事自由作家，未婚，因家境
富裕，母親在2003年以公司名義購入漆咸道北
388號昇御門2座22樓一單位，樓價約1,100萬
元，兒子出任公司秘書及在單位獨居。
女死者李×瑩，無業，患有精神病，需要定
期服藥及覆診。李與劉曾為情侶關係，但疑已
分手一段時間，劉的父母對李女一無所知。
消息稱，自本周日（22日）劉與家人聯絡
後，便告失蹤，劉母連日致電尋找兒子不
果。直至昨午2時許，劉母因擔心兒子情况
下，遂前往兒子昇御門寓所查看，但發現單
位大門被反鎖無法進入。劉母懷疑聘來鎖匠
開門入屋，赫見兒子下身赤裸倒斃廳中，大
驚報警。

門無損毀 無打鬥痕跡
警員到場調查，再在單位房間發現一名女
子下身赤裸倒斃床上，身旁有一把利刀，初
步兩人遺體已經佈滿屍斑，不排除案件有可

疑，隨即封鎖現場展開深入調查。
重案組探員到場經調查，初步單位內門戶

未有損毀，屋內無打鬥或搜掠痕跡，家中財
物亦完整，排除被人闖入打劫，但未有檢獲
遺書，由於男女死者的屍體腐爛程度有所不
同，相信女死者較男死者早一段時間死亡，
並在屋內發現安眠藥，不排除涉及刑事成
分，惟男女死者屍體未有發現明顯致命傷
痕，未能確定死因。
直至昨晚深夜，男女死者遺體由仵工舁送

殮房，等候進一步驗屍確定死因。
根據資料，昇御門於2012年入伙，共有

334個單位，由開放式至4房不等，最大單位
實用面積逾千呎，樓價高達3,8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受港鐵不斷擴展鐵路網
絡影響，紅色小巴的營業額
近年下跌近40%，香港公共
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昨日
到政府總部請願，爭取政府
在凌晨12時至早上6時全面
開放道路禁區及新市鎮屋
邨，讓紅巴可以在禁區上落
客，估計可吸納多 20%乘
客，希望政府考慮落實。
總會10多名代表昨日到政

府總部請願，主席張漢華指
出，受港鐵網絡不斷擴展所
影響，紅巴業界近年的營業
額下跌近40%，令不少司機
轉行，造成「有車無人開」
情況。
張漢華建議，政府可在凌晨

12時至早上6時期間，全面開
放道路禁區及新市鎮屋邨，讓
紅巴可以上落客，以填補鐵路
和主要巴士路線停止服務的空
檔，又可方便乘客。

他提出，政府可在將軍澳、
青衣、屯門等區作試點，再逐
步推展至全港其他禁區，認為
如果此建議可以獲得落實，生
意最少可增加20%。
航運交通界立法會議員易志

明表示，已去信運輸及房屋
局，要求商討目前紅巴經營環
境，例如將2元長者優惠涵蓋
至紅巴，同時亦希望政府可開
放更多綠色專線小巴的路線，
讓更多紅巴可轉型。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蕭景源 )粉嶺
及葵涌昨分別發生兩宗「自炒」驚險
車禍，一輛私家車失控連掃十多個水
馬後翻側、另一輛私家車失控剷上路
邊石壆如「炮彈飛車」飛越十多米至
對行線上，兩車同告嚴重損毀，但警
員到場調查發現兩車司機同告棄車而
去，正尋找涉事司機及根據車輛資料
聯絡車主助查。
粉嶺車禍發生於昨凌晨5時許，當

時一輛平治私家車沿粉嶺公路往上水

方向行駛途中，懷疑高速失控撞向路
邊連掃十多個水馬，但去勢未止，私
家車繼續衝前撞向路中一個修路工地
向右翻側停下，私家車車頭嚴重損
毀，司機一度被困車廂，由途經駕駛
者發現車禍報警，但期間司機自行爬
出車廂逃去。警員接報趕至現場調
查，將肇事私家車拖走作進一步調
查，正追尋涉事司機下落。
差不多同一時間，葵涌又發生「翻

版」車禍。昨凌晨5時許，一輛奧迪私

家車沿葵景路往青衣方向行駛，其間私
家車在轉入葵青路交界時懷疑高速失控
撞向路邊石壆，由於石壆猶如斜台，私
家車剷上石壆如「炮彈飛車」凌空拋飛
十多米，再連「打觔斗」翻落對行線滑
行多米始停下，幸當時對行線未有車駛
經，否則不堪設想。
車禍由其他駕駛者發現報警，惟警

員到場前肇事司機已棄車逃去，警方
正聯絡車主了解及拖走私家車作進一
步調查。

紅巴請願 促禁區限時上落客

■香港公共小巴東主司機協進總會到政府總部請願。前右為張漢
華。

兩宗私家車「自炒」司機皆棄車逃

■肇事私家車全車嚴重損毀，警方正尋找司
機下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