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祺忠疑Call車運屍到辦公室
昨落案控謀殺今提堂 案發當晚死者胞妹同在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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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祺忠涉殺妻藏屍時序
本月16日 晚上，張妻和女兒在港大偉倫堂宿舍為廁所清潔問題爭執，女兒一氣之

下離家出走，同屋有張妻由英國來港暫住的妹妹

本月17日 凌晨，張妻與女兒通短訊後，怪責張「唔幫口」，兩人發生爭執，其間
有人疑用電線將妻勒死

早上，死者妹妹離港返英國前不見姐姐，張指妻已離開寓所

本月20日 晚上，張報案指本月17日起床後，妻子不知所終，聲稱失蹤疑與兩人爭
執有關

本月22日 電召客貨車將載有屍體的木箱由宿舍運到兩公里外的港大黃克競辦公室

本月28日 上午，張向宿舍學生發電郵指警方正調查家人失蹤案，着學生不用擔心
及表示歉意

傍晚，重案組探員突擊搜查張於黃克競樓的辦公室，發現藏屍木箱及旅
行篋，揭發殺妻案

本月29日 凌晨，張由探員押回宿舍和辦公室通宵搜證，鑑證科人員檢走藏屍的木
箱及旅行篋

晚上，警方落案控告張祺忠一項謀殺罪，本月30日在東區法院提堂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涉嫌殺妻藏屍12天後，前日在港大辦公
室被捕的張祺忠（53歲），昨日凌

晨，再被多名探員押送離開警察總部，返回
他與家人同住的港大偉倫堂宿舍搜證，現場
所見張祺忠被用黑布頭套蒙頭、鎖上手銬，
身穿白色恤衫及啡色長褲，眾人停留約兩小
時離開。
另在收藏屍體的黃克競樓辦公室，法證人
員至凌晨3時許檢走多袋證物，包括一個相
信是用作藏屍的自製木箱和一個旅行篋。

早上問姊去向 被答「已離開」
消息指，張祺忠被扣查期間有律師陪同、
全程保持緘默，而本月16日當晚，死者的胞
妹亦在案發宿舍單位內。
據悉，死者的胞妹在暑假期間從英國來港
並一直住在死者家中，當晚她亦聽到死者與
女兒爭執聲，翌日早上她離港返回英國前，
曾因不見死者露面而感到有異，當時張祺忠
答她死者已離開寓所。
警方的調查又發現，張祺忠是在上周三
（22日）、即是他向警方報案指妻子失蹤後
兩日，才電召客貨車將載着屍體的木箱由宿
舍運到兩公里外的辦公室，屍體被發現時已
經發脹腐爛，頸部仍纏有一條電線，相信是
被勒死，惟死因仍需法醫稍後驗屍確定。
警方稱張祺忠在上周一（本月20日）晚上
報案，指本月16日晚上，其妻陳慧文（53

歲）和女兒在港大偉倫堂宿舍為廁所清潔問
題爭執，女兒一氣之下離家出走。至17日凌
晨，妻子怪責他「唔幫口」，夫婦發生爭
執，及至早上他睡醒，發現妻子不知所終，
他隨後與子女尋找多日，包括「貼街招」尋
人無果，於是報警。

女17日零時接母最後短訊
據悉，警方在接報後，初時交由失蹤人口
組跟進，分別向張祺忠以及兩名同住的子女
了解詳情。其間在廉署任職調查員的長女
（28歲），以及任職牙醫的兒子（26歲）都
確認本月16日晚上家中有人爭執，女兒當晚
更去了朋友家暫住，但爭執當晚離開後，她
仍有與母親用手機短訊溝通。
警方其後翻查對話記錄，證實17日午夜零

時左右，失蹤者有向女兒發出最後一個短
訊。另外失蹤者的妹妹亦在17日開始無法聯
絡到姐姐。
警方再經進一步調查，翻看宿舍的閉路電
視時，發現張妻「有入無出」沒有離開宿舍
的記錄，反而張曾獨自用一部5輪板車，把
一個大木箱搬出宿舍，認為有可疑，立即將
案轉交港島總區重案組接手跟進，並在前日
下午採取行動，搜查張祺忠位於港大黃克競
樓辦公室，終揭發殺妻案。
警方不排除女事主早在本月17日凌晨遇

害，至於殺人動機仍需進一步調查。

港大副教授張祺忠涉嫌殺妻藏屍案，警方重案組連同鑑證科經通宵蒐

證後，昨日凌晨檢走用作藏屍的木箱及旅行篋等多袋證物，其間張祺忠

亦被押回疑是第一現場的偉倫堂宿舍搜證。初步相信疑兇在報案指妻子

失蹤後兩日，才電召客貨車運屍到約兩公里外的辦公室，而案發當晚死

者的胞妹亦在屋內。張祺忠昨已被落案控以一項謀殺罪，今日在東區法

院提堂。港大新任校長張翔在開學禮上主動回應指校園發生悲劇，師生

均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
茂）港大校委會成員、機械工
程學系副教授張祺忠涉嫌殺妻
前日被捕，港大上下均對事件
議論紛紛。在港大昨晨舉行的
開學禮上，新任校長張翔致辭
時主動提到是次案件，形容是
在港大校園發生的慘劇，並相
信大家與他一樣，對事件感到
難過及驚訝，又強調校方會支
援有需要的學生和職員，以度
過艱難時刻。
在開學典禮上，主持人向新

生介紹各學院、部門及宿舍舍
監時，並無提及懷疑發生殺妻
案的偉倫堂，及案件疑兇、偉
倫堂舍監張祺忠。張祺忠所屬
的工學院院長趙汝恆有出席典
禮，但並未就事件發言。
張翔在典禮上主動提到是

案，並於同日下午向全體教職
員、學生、校友發出電郵，重
申目前事件細節未定，但有關
慘劇一定會影響一眾師生和校
友，校方會為有需要的同學提
供支援。
港大行政及財務副校長康諾

恩其後發集體電郵予全校師
生，指校方會提供不同的支
援，有需要的學生可向學生發
展及資源中心尋求心理輔導，

而職員方面則可通過人力資源
部的僱員支援計劃求助。

冀開學前減對同學影響
港大機械工程系系主任顏慶

雲亦發電郵予機械工程系學生
及研究人員，指希望能在新學
期開學前減低事件對同學的影
響，電郵中亦提及若同學有任
何情緒困擾，學生發展及資源
中心將提供心理輔導。
張祺忠1992年起在香港大學

任職，在校擔任多項職位，包
括學生會榮譽司庫及偉倫堂舍
監。港大學生會會長黃程鋒昨
日在開學禮後表示，校方已預
備心理輔導予涉事宿舍偉倫堂
的同學，自己並非偉倫堂宿
生，不清楚宿生對事件的反應
以及事件對舍堂實際運作的影
響，但制度上會有人暫代舍監
職務，而偉倫堂宿生會仍未決
定是否取消迎新活動。
就張祺忠兼任學生會榮譽司

庫一職，負責監察學生會的財
政運作，黃程鋒稱，希望事件
不會對學生會財政運作有很大
影響，評議會今日將召開緊急
會議處理事件。同為校委的黃
程鋒又指，暫未收到校委會任
何關於張祺忠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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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經通宵搜證後，用
作藏屍的黃克競樓7樓辦
公室昨仍封閉，所有教室

亦暫時封閉，校方派出保安員駐守，禁止人員
進入。而機械工程系的辦公室則暫移至黃克競
樓5樓。至於死者子女，包括事前曾與母親爭
執的女兒，事後一直未見露面，昨亦未見到西
環殮房認屍，只有兩名便衣探員到場認屍後匆
匆離開。
藏屍地點、黃克競樓7樓昨日關閉，機械工

程系的辦公室移至黃克競樓5樓。香港文匯報
記者昨日中午11時50分左右前往黃克競樓7
樓，被保安攔截在電梯門口。現場所見，該樓
層由兩名保安把守。不過，記者就未聞到現場
有異味。
懷疑兇案第一現場偉倫堂地下沙宣道會堂大

門外，則鋪滿報紙，遮掩宿舍內情況，偶見有
宿生進出，大多為準備入宿或剛入宿的非本地
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蕭景源

難以置信 細思恐極

報紙遮門 保安把守

港大電腦系畢業生，在黃克競樓工作多年的
陳姓男職員直言「都驚驚哋，我喺樓下返
工……」他形容案件令人「難以置信」，又指
過往可能在大樓見過疑兇，但沒有印象。

都驚驚哋

港大學生龍同學表示，自
己沒有聽聞是次事件。

未聞事件

■文根茂 攝

法律學院新生陳同學則表
示留意到涉事宿舍被封，並
坦言開學日前後發生「悲
劇」有一些影響心情。

影響心情

■文根茂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蕭景源

■文根茂 攝

個別事件
港大建築學院新生張同學

則認為事件對自己影響不
大，「這是教授的問題，並
不關學校的事。」

■黃克競樓7樓由兩名保安把守，現場並無傳出異味。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根茂 攝

■■疑為第一現疑為第一現
場的偉倫堂場的偉倫堂。。

��

■涉嫌殺妻並藏屍辦
公室的港大副教授張
祺忠。 資料圖片

不敢相信
從加拿大來港大讀書的新生丁同學表示：

「難以想像我哋學校（副）教授會做出這樣的
事，事後有向其他同學提起，都不敢相信是他
做的，質疑是否另有其人……」

會有陰影
剛入讀港大讀工程的潘同學指，得知事件後

感到「好震驚，從來未遇過啲咁嘅事，好難以
想像」。他指日後或多或少會有一些陰影。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周五開會，討論沙中
線紅磡站擴建部分連續牆及月台層板鋼筋問
題。路政署提交的文件承認，政府現階段並不
能掌握紅磡站擴建部分實際建造細節，會視乎
專家意見及港鐵提交的資料，不排除需要鑿開
部分月台層板與連續牆的接駁處檢查。沙中線
是「百年工程」，任何瑕疵、隱患都不能接受，
政府不排除「鑿石驗筋」是一個好起點，反映願以
安全第一的態度回應公眾期望，是負責任的政府
該做的事。唯沙中線工程已一再延誤，當局宜盡
快組織專家確定補救方案，在確保質量、安全的
前提下，爭取新鐵路能早日服務市民。

政府早前披露沙中線紅磡站施工過程涉擅改
設計圖則和工程監管嚴重缺失，導致港鐵管理
層大地震，多名高層被問責撤職。事態發展至
此，除了獨立調查委員會要嚴肅究責之外，政
府更要盡一切方法，確保工程安全。由於港鐵
6月和7月提交的資料不相符，7月提交了一份
未經屋宇署審批的圖則，螺絲頭數量少了大約
2,000個，屋宇署事後多番催促港鐵提供進一
步資料，卻未獲回覆。事件反映，港鐵高層未
能掌握沙中線施工細節，社會公眾更因此對港
鐵的監管失去信心。政府不能再等待和依賴港
鐵的資料來判斷月台的安全，必須另外組織第
三方專家查根究底，排除隱患，採取必要的補
救措施，保障沙中線工程的質量。

港鐵一直傾向以負載測試來判斷紅磡站相關
設施的安全性，但畢竟測試數據只反映一時，

今天數據能過關，難保若干年後結構不會出現
問題。因此，獲政府委任為資深工程管理人員
顧問團成員、前土木工程署署長劉正光，日前
出席電台節目時亦表示，將懷疑有問題的工程
鑿開石屎，親眼及親手檢查情況會是最好，亦
最能說服公眾。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
席田北辰批評，港鐵的監工僅是目測鋼筋後便
簽名，根本無法證實鋼筋是否完全扭入。他認
為，港鐵無法提供完整的記錄，百分之百確認
鋼筋接駁沒有問題才落石屎，即使詢問前線人
員亦不能盡信，唯有鑿開部分月台才可水落石
出。因此，鑿開石屎檢驗沙中線工程是否安
全，或許是目前最徹底、最能服眾的不二之
選。

鑿開石屎檢查鋼筋，無疑會影響工程的進
度，沙中線很有可能要再延遲完工。但沙中線
是供市民長期使用的基建工程，在安全問題上
容不得半點瑕疵、隱患，現在公眾對港鐵監管
的信心已大打折扣，政府有必要採取徹底的行
動。今天一時的延誤，換來日後長久的安全是
值得的。

沙中線原訂2018年部分通車，現已一拖再
拖，完工日期越延後，工程的成本越高，越遲
服務市民，成本效益亦越差，政府、港鐵、市
民三輸。因此，既然政府考慮「鑿石驗筋」，
就需快刀斬亂麻，盡快拍板實施，不應猶豫不
決，進一步延長工程時間。期望當局早作決
定，查清工程的安全性，還市民一個安心。

沙中線鑿石驗安全 釋疑慮須當機立斷
特首林鄭月娥昨在粵港澳大灣區金融高峰論壇上

表示，推動大灣區發展必須降低三地不同制度構成的
政策限制。粵港澳大灣區中有不同的制度，既是發展
優勢，有利於互相借鑒和國際接軌，但也限制了三地
人流、物流、資金流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大灣區
融合發展，應從多方面突破不同制度所構成的政策限
制：一是實現灣區人才自由流動；二是讓香港金融服
務業能跨境流動，更好地為灣區先進製造業服務；三
是聯手打造創新資本平台；四是在大灣區加快人民幣
國際化的步伐，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成為世界級的灣
區，成為拉動國家經濟增長的火車頭。

特首林鄭月娥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標誌着國家對
香港新的期待，有望把區內的協調發展提升至另外一
個層次。大灣區是國家經濟實力最強的地區之一，是
國家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區域之一，是跨境聯繫最緊密
的區域之一。但與世界其他著名灣區不同，粵港澳大
灣區雖然在一國之內，卻存在兩種制度、三個關稅
區、三種貨幣、三套法律制度，三地不同制度，一國
之內人員、貨物、資本卻未能完全自由流動，這是制
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客觀障礙。這也意味着三地必
須突破制度限制，為共同發展創造寬鬆自由的環境，
大幅度降低發展的成本。要突破大灣區的制度限制，
可以考慮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是實現創科人才在灣區內自由流動。創新發展
是大灣區的重要發展目標，中央更明確支持本港建設
成為國際創科中心。本港已公佈吸引全球人才清單，
出台「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科技專才培育計
劃」，但本港缺乏先進製造業和廣大市場腹地作支

撐，若創科人才可在灣區自由流動，則大灣區對創科
人才的吸引力大增，形成創新創科產研結合的良性循
環。大灣區應通過制度創新，盡快實現創科人才在灣
區自由流動，促進大灣區創新創科蓬勃發展。

二是探索灣區跨境融資服務先進製造業。目前，
粵港澳三地銀行的存款總額達到4.1萬億美元，相當
於全國銀行存款總額的16%；三地保險保費收入大
約為1,160億美元，相當於全國總額的四分之一。粵
港澳大灣區的金融實力不容忽視，但受限於人民幣資
本賬戶開放的限制，香港資本跨境服務灣區先進製造
業困難重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融資環境良
好，擁有5,000多億元人民幣存款，若獲國家支持，
香港可為灣區先進製造業和科技創新降低融資成本、
提供更方便引資服務，正好解決目前內地融資難、融
資貴的問題，保持經濟的平穩發展。

三是三地聯手打造世界級的創科服務資本平台。
三地可聚焦服務人民幣國際化和創新科技，推進創科
服務資本平台建設。目前廣東自貿區正爭取加快批准
以碳排放為首個交易品種的創新型期貨交易所；香港
已推出債券資助先導計劃，為過去5年沒有在香港發
債的機構和企業提供最高500萬元的補貼，推出綠色
債券資助計劃，並實施了新上市制度，鼓勵未有收益
或盈利記錄的生物公司及「同股不同權」的創新企業
在港上市。

四是大灣區可以在人民幣國際化扮演試驗場的角
色，三地可聯手向中央爭取，擴大人民幣在大灣區的
跨境使用，試行人民幣自由兌換，為人民幣國際化作
出貢獻，助力大灣區打造成為世界級創科資本平台。

大膽推進創新制度 加快大灣區一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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