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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幼童遭親人殺害事件簿
8月23日 新田東鎮圍一名3個月大女嬰，疑早前父母因瑣事爭吵後各自離家遭

獨留，由母親返回發現昏迷報警，當場證實死亡，不排除女嬰遭活活
餓死，警方拘捕20歲母親及追緝40歲父親下落

8月7日 大角咀詩歌舞街一名35歲單親母親，疑與男友感情問題困擾，攜同
7歲女兒燒炭自殺同亡，直至外傭放大假返屋揭發報警，估計母女已
經死去3天

3月18日 一名52歲外婆疑照顧患情緒病及過度活躍症6歲男外孫感心力交瘁
下，陪外孫到港島遊玩後，凌晨於灣仔駱克道一間時鐘酒店內用背囊
帶勒暈外孫及企圖持刀自戕，男童送院不治

2月27日 一名45歲婦人疑不堪丈夫早前因生意失敗吊頸自殺死亡，攜同9歲
兒子在滿載昔日家庭樂回憶的七人車內燒炭自殺同亡

1月14日 一名經營著名朱古力生意42歲韓國男子，疑因生意失敗，趁攜同妻
子及6歲兒子來港旅遊期間，在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房間內用陶瓷刀
割頸殺害妻兒，男子被捕扣查期間自殺死亡

1月6日 屯門時代廣場5歲女童陳瑞臨與兄長，疑遭生父及繼母長期虐待致
死，生父更在「臨臨」死前一天涉多次將她拋高致頭撞天花板，夫婦
被控一項謀殺罪

對於今次女嬰遭獨留家中疑餓死
悲劇，法律界人士指出，因案件牽
涉一名嬰兒死亡，警方以誤殺罪名
拘捕父母做法無可厚非，當案情進
一步清晰，可以改為涉嫌謀殺或虐
兒罪。
大律師陸偉雄表示，這宗嬰兒死
亡案件，警方仍有很多情節需要釐

清，由於暫時未能尋獲女嬰的生父查
問，只得生母口供，稍後如果警方尋獲
生父或進一步調查下，說不定案情可能

會有很大變化。不過，根據客觀事實肯
定的，是有一名嬰兒被獨留在家死亡，
涉案者可能被控謀殺、誤殺或虐兒罪，
視乎案情而定。
陸指出，警方先以「誤殺罪」或「虐
兒罪」拘捕涉案父母，亦只屬於「初
步」性質，當案情進一步清晰後，警方
可以改控其他更合適罪名。
至於案中發生女嬰被獨留死亡及報警

的生母，被警方以涉嫌「誤殺罪」拘捕
是否合理，陸偉雄認為，同樣需要視乎

案情而定。陸解釋，除了父母誰人先行
離家、後者需要負上最大責任外，當日
夫婦爭吵期間，如果妻子離家時丈夫已
揚言叫不要走，否則自己也會離開留下
嬰兒，若妻子聞言仍離開的話，屬於明
知嬰兒會有生命危險仍離去，便可能涉
誤殺或虐兒罪。
若是丈夫在妻子離開時無說任何話，妻

子覺得丈夫會照顧嬰兒，那便難以構成誤
殺罪；所以警方還需尋找涉案丈夫作進一
步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用誤殺罪先拉人 可改控謀殺虐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新田東鎮
圍揭發女嬰被獨留死亡案件中，嬰兒可能慘
遭活活餓死。有兒科學系教授估計3個月大
嬰兒缺水缺糧難以捱過三四日，缺乏營養會
影響腦部，嚴重會引致永久損傷甚至死亡。
對近期接連有兒童遭直接殺害或因虐待間接
致死案件，兒科學系教授呼籲社會加強關
注。
中文大學兒科學系教授韓錦倫表示，發生

嬰兒遭獨留疑引致餓死的悲劇，感到很難
過，直指父母的行為等同「間接殺害嬰
兒」。
對於嬰兒缺水缺糧可以生存多少日的問

題，因不會有人進行這種實驗研究，所以不
可能有準確資料或結論，僅能以一名約3個
月大嬰兒的體質估計，如果缺水缺糧相信難
以捱過三四日，若只得清水或可勉強支撐一
星期。

韓續說，嬰兒長時間缺水缺糧情况下，會
引致體內電解液變異及血糖下降，影響嬰兒
腦部運作，嚴重更會導致死亡，即使不死也
可能引致腦部永久損傷，視乎缺乏營養的情
況而定。

直接間接殺童急增邁高危
韓錦倫憂慮指，根據資料顯示，嬰兒及兒
童因父母直接殺害（虐殺、攜同自殺）或因
虐待間接導致死亡的個案，每年平均約有1
宗至3宗。不過剛過去的12個月內，導致兒
童死亡或重傷的同類案件，上升至約10宗，
達到雙位數。
對於嬰兒或兒童遭虐殺個案急增問題，韓

坦言覺得情況「好恐怖、好嚴重」，問題已
到達好高危機及響起警號，呼籲社會要加強
關注父母將壓力發洩在子女身上的嚴重問
題，防止再發生同類悲劇。

幼嬰若缺糧水 恐難活過3天遭獨留女嬰姓張，3個月大，被發現
時俯伏床上死亡，無明顯屍斑及表

面傷痕，估計剛死去不久，死因有待進
一步驗屍確定。被捕母親姓盧，20歲，
涉嫌「誤殺」罪名，因傷心過度不適送
院檢治無礙，由探員黑布蒙頭押署扣
查；警方正追緝涉案40歲姓張父親下
落。

警循疏忽照顧致死調查
邊界警區助理指揮官麥沛源警司表
示，初步調查涉案家庭並無家暴記錄，
正深入調查涉案夫婦關係及背景資料，
因相信女嬰被人獨留屋內頗長時間，警
方將循女嬰因被人疏忽照顧或其他原因
引致死亡方向調查。
據悉，涉案夫婦為本地人，年齡相距

20年，租住新田東鎮圍一間村屋地下約
400呎單位，兩房一廳。
據街坊稱，夫婦搬來村屋居住約1年
時間，其間妻子懷有身孕，3個月前誕
下一名女嬰，平日經常見妻子抱同女嬰
出入，相信她無工作。所知其丈夫從事
運輸工作，但早前因腳部受傷，暫時停
工留家休養，近日間中聽到屋內傳出夫
婦爭吵聲。
消息稱，本周一（20日）晚9時許，

夫婦再因家庭瑣事發生爭吵期間，妻子
一怒留下丈夫與女嬰獨自外出，連日未

有返家。直至昨午12時許，疑妻子因思
念女嬰情況返回村屋寓所，但入屋不見
丈夫蹤影，經搜尋發見女嬰被獨留在一
房間內的大床上，當時呈俯伏姿勢，行
近查看發現女嬰昏迷不醒、全身冰冷，
大驚報警，救護員趕至經檢驗證實死
亡，母親聞言傷心不已，一度不適需送
院治理。

料女嬰最少被獨留一天
警員封鎖現場調查及召來法醫進行驗

屍，初步女嬰屍體無發現表面傷痕，由
於女嬰母親曾離家三天，其間父親亦遺
下女嬰外出，估計女嬰被獨留最少逾一
天時間，不排除長時間缺乏照顧下，女
嬰遭活活餓死。

警方以涉嫌誤殺罪名，拘捕女嬰母親
及追緝父親下落；案件交由邊界警區重
案組跟進，探員從單位檢走衣物、被單
及奶樽等證物帶署作進一步調查。
直至昨午，女嬰屍體由仵工舁送殮房

等候進一步驗屍確定死因。
根據資料，今年5月初新田東鎮圍亦

揭發獨留子女虐兒案。50歲姓沈祖母到
東鎮圍探訪兒子一家時，發現一對歲半
孖生孫兒遭獨留在家，兒子及媳婦不知
所終，懷疑有人獨留兒童在家，於是報
警，孖生嬰兒由女警抱同送院檢驗，未
有大礙。翌日，17歲內地母親返港到警
署自首，揭發其21歲丈夫沉迷返內地打
機，經常需要母親及妻子持雙程證來港
照顧一對孖仔的「家庭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鄺福強）新田揭發嬰兒疑遭獨留

活活餓死悲劇。一對夫婦日前因

瑣事發生爭吵，妻子一怒拋下丈

夫及3個月大女嬰離家外出。直至

昨日，妻子返家不見丈夫影蹤，

被獨留女嬰則在床上昏迷，於是

報警，救護員經檢驗證實死亡。

警方初步調查，相信女嬰長時間

被獨留在家缺乏照顧，不排除慘

遭活活餓死，列作誤殺案處理，

拘捕女嬰母親及追緝父親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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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昨發生一個三個月大女嬰被獨留在家超
過一日而死亡慘劇。警方指女嬰父母因家事爭
執而先後離家，女嬰20歲的母親涉嫌誤殺被
捕，警方正通緝40歲的父親。此慘劇令人痛心
唏噓，儘管是孤立事件，但仍令文明發達的香
港蒙羞。事件顯示本港在應對虐兒案方面仍有
必要完善機制措施，政府要考慮增撥資源提供
更多社區幼兒託管服務，強化對新生兒家庭巡
視和對年輕父母的教育；而在制度上，要加快
新設的兒童事務委員會成為法定機構的步伐，
並加快設立虐兒案中央資料庫，以完備本港對
兒童的保護，杜絕虐兒慘案的發生。

根據社署「保護兒童資料系統」數據，本港
虐兒個案由2015年的874宗增至2017年的947
宗，其中以0至2歲的幼童佔多。應該說，本港
對防止虐兒事件是重視且不斷改進的，如今年5
月，特區政府成立了由政務司長擔任主席的兒童
事務委員會；新預算案增加公營小學輔導資源，
達致「一校一社工」目標；又透過獎券基金撥
款，推出為期3年的資助幼兒中心、幼稚園、幼
稚園暨幼兒中心，分階段為全港700多間資助獨
立幼兒中心、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合共
約15萬名學童及家庭提供社工服務。

但本港虐兒案不減反升，與香港文明程度嚴
重不符，說明從制度和細緻落實層面防止虐兒
案發生的工作，仍然需要繼續強化。目前有兩
件正在推進的工作政府要加快步伐：一是將新
成立的兒童事務委員會提升為法定機構，並賦
予該機構有法定和足夠權力去調查嚴重虐兒及
死亡個案。7月5日，立法會要求政府把兒童事

務委員會列為法定機構的議案已獲通過，不過
成立法定的兒童事務委員會涉及修訂法例需花
數年，行政長官認為應爭取時間，盡快設立一
個常設、高層次、非法定但能有效執行職能的
兒童事務委員會，就兒童保護議題制定政策及
跟進措施落實。二是政府下決心設立虐兒案中
央資料庫，以清晰的通報機制，讓知情人士願
意通報，政府憑着各種個案和資料，更清楚掌
握施暴者的動機、過程和共同特徵，專業學者
社工可運用該庫制定合適的政策和預防措施，
以保護兒童權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已
提出建立有關資料庫，而澳門已在今年7月23
日在社會工作局網頁上增設澳門兒童數據資料
庫及兒童權益資訊網供市民瀏覽。

在制度完善過程中，政府在防止虐兒案發生
方面可盡快做好三件事： 一是增撥資源提供更
多彈性幼兒託管服務，為有需要的家長提供支
援和協助。目前非政府機構的課餘託管服務中
心有157間提供約5800個課餘託管服務名額，
未來幾年會增加約300個資助獨立幼兒中心名
額，並提供3800個額外的延長時間的課餘託管
名額，而嬰兒託管服務則是需加強的短板；二
是針對危機組群如貧困家庭、單親家庭、新來
港家庭、重組家庭等，提供新生兒家庭探訪服
務，及早提防及加強教育，提供家長教育課程
增強其家長角色及責任學習；三是優化虐兒個
案轉介機制，檢視《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
引》，一旦鄰舍或學校發現有兒童懷疑被虐待
時，確保社署及執法部門可即時介入跟進兒童
受虐個案。

女嬰慘死令人髮指 亟需多管齊下防虐兒
市民翹首以盼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終於敲定下

月23日正式載客營運。從昨日公佈的營運詳情來
看，西九龍站初期連接全國44個車站，較之前公
佈的多；票價較之前公佈的便宜；購買內地段高鐵
票的手續費較原來大幅減少，可謂讓市民喜出望
外。在高鐵通車倒計時一個月的時間內，政府相關
部門和港鐵必須爭分奪秒完善高鐵配套，並且做好
相關推廣工作。社會各界宜以長遠目光審視高鐵的
效益，做足準備發揮高鐵對本港旅遊、經商、生活
等各方面的重大作用，讓高鐵成為促進香港邁進大
灣區和融入國家新時代的重要支點。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耗資853億元，耗時8年多施
工，市民終於可以在下月23日早上7時體驗高鐵。
從昨日公佈的詳細營運安排可見，當局充分回應了
市民的關注點，在車次安排、票價等方面都較之前
的初步方案有所優化。首先是直達車站由原先18
個大增至44個，既有港人常去的深圳、廣州，亦
連接北京、上海等國家重要城市，同時亦有列車直
達粵東、福建、桂林這些大量港人的故鄉和熱門旅
遊地點，路線設計合理，能滿足港人主要需求。通
過這44個站點，香港高鐵完全接通了全國25000
公里的高鐵網絡，做到縱橫南北、四通八達。其次
是公佈了代售點、上網、電話等各種購票方法，同
時將代售內地高鐵段的車票手續費由近百元大幅降
低至10至30元，充分照顧市民承受力。從財務安
排而言，哪怕以初期日均8萬多人次這較為保守的
數字估算，仍然有信心經營狀況是樂觀的。

現在距離高鐵香港段開通僅餘1個月時間，在這
段時間內，政府相關部門和港鐵除了要進一步與內
地溝通列車運營安排之外，另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完

善高鐵的本地交通配套，以及做好資訊提供和推廣
工作。雖然西九龍站位處市區，接通港鐵柯士甸站
和九龍站，但作為全香港的高鐵起點，完善的巴士
接駁非常重要。高鐵講求效益，須協調幾大巴士公
司由各主要區域開通往西九龍站的直達巴士，亦需
要將一些原巴士線路改為途徑西九龍站。至於購票
安排，雖然當局宣佈了車站售票、上網、電話等多
種方式，但對大部分市民而言，買高鐵票仍然是新
事物，港鐵公司必須負起宣傳告知責任，要在短短
一個月內做好高鐵通車的種種配套，並讓市民詳細
知道，必須爭分奪秒才能完成。

長遠而言，香港既已邁入高鐵時代，社會各界需
要用長遠的眼光，思考如何用好高鐵。高鐵開通首
先最有利旅遊業界，預料內地來港旅客會有所增
加，同時本港旅客參與內地高鐵遊亦會有增加。高
鐵的開通將大大緊密本港與內地高鐵沿線景點的關
係，便利推出一程多站行程，旅遊業界早已摩拳擦
掌。其次，本港商界普遍期待高鐵通車，尤其是新
增了光明城、慶盛站等短途站，連接大灣區內的創
新和技術產業新發展區，有利深化香港與周邊城市
在創新科技及高端製造業等領域的合作。商界藉着
高鐵，可抓緊大灣區近7000萬常住人口的龐大市
場，大展拳腳。對市民而言，高鐵通車意味着大灣
區一小時生活圈的形成，對港人求學、就業、生
活、退休等方面影響深遠。隨着港人在內地日益獲
得國民待遇，生活圈子大大拓闊，市民日後在安排
自己的生活和事業上，大可以更有想像力。

高鐵開通對香港市民是一件大好事，有關部門和
港鐵須做好配套準備，將好事辦好；社會各界須開
動腦筋，用好高鐵，發揮高鐵的最大效益。

發揮高鐵最大效益 把好事做好用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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