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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羊補牢疏導旅客 增預見提升接待力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民建聯副主席、東涌區議員周浩鼎昨日透露，政府
將於本周六開始採取新交通措施，容許旅遊巴在港珠
澳大橋香港口岸，直接搭載旅客往返購物區，務求達
到分流效果，令旅客不再集中在東涌。政府迅速調整
大橋交通安排，改善東涌被旅客「迫爆」的情況，是
從善如流、亡羊補牢、急民所急的表現。港珠澳大橋
甫開通，立即帶來大量內地旅客，本來就是一件好
事，關鍵是要把好事辦好。政府須吸取此次事件的教
訓，增強預見性，提升本港旅遊、交通設施的接待
力，為日後車流、人流加密做好準備，避免東涌被旅
客「迫爆」的現象再重演。
港珠澳大橋開通後，連續兩個周末有大量內地旅客
湧到東涌，當區居民生活大受影響，怨聲載道。造成
東涌旅客高度聚集的原因之一，是政府擔心港珠澳大
橋通開後香港口岸有過多旅遊巴接送遊客，所以限制
到口岸的旅遊巴數目，若要使用有關旅遊巴，旅行社
要提前 3 天預訂，不少旅行社未能預訂，旅客抵達香
港口岸後，只能坐 B6 巴士到東涌，並且在東涌一日
遊，導致東涌人滿為患。
對此，旅遊業界、立法會議員以及本報社論在內的
社會輿論，紛紛呼籲政府盡快進行分流，開通更多巴
士使用大橋，直接將旅客送往本港各區，減輕東涌旅
客過於集中造成的壓力。令人欣慰的是，政府迅速作
出調整，決定由本周六開始，容許非專營巴士從港珠
澳大橋口岸直接接載旅客來往市區，以及考慮縮減口
岸旅遊巴士泊位預約時間，由 3 日減至當日申報即
可。這反映政府有聽取旅遊業界和社會輿論的意見，

制止暴力該出手時就出手

能夠尊重東涌居民的利益和感受，順應民意民情，及
時調整程序作出應對，以求疏導遊客。
開放非專營巴士路線分流東涌旅客，效果如何，有
待觀察。有旅遊業界人士估計，有關措施只能分流數
千名旅客，作用有限，亦難以預料會否再出現「迫
爆」東涌的情況。因此，政府需要密切留意，根據實
際情況再調整交通、分流安排；「東涌一日遊」當中
有不少內地違規旅行團，嚴重影響本港旅遊市場、社
區生活的正常秩序，更需要政府與廣東省有關方面加
強溝通協調，有效執法，從源頭減輕遊客過多的壓
力。
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兩大跨境基建開
通，本港與內地的交通網絡大大完善，吸引不少內
地旅客來港旅遊，這對本港的旅遊業和消費市道是
好消息。海洋公園昨日公佈，上月個人遊旅客入園
人次，較去年同期錄得雙位數字升幅。旅客人數增
加，政府首先要做好旅遊規劃，提高接待能力，不
能出了問題才匆忙補救，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旅
客「迫爆」東涌，反映政府未有充分預計大橋開通
後帶來客流模式變化，交通配套、旅遊接待未準備
妥當。
可以預料，未來將有更多內地旅客經港珠澳大橋
來港，本港的旅遊景點、道路交通和商舖食肆如何
做好準備，政府必須盡快和相關業界、內地有關部
門及早協商，全面摸底，未雨綢繆，以良好配套，
盡快做好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旅客的接
待工作。

一名女警前日在深水埗港鐵站執行職務期
間，遭一名手持鎅刀男子企圖襲擊，女警果
斷開槍擊中男子腹部。事件引起一些爭議。
坊間有意見質疑，女警在鬧市開槍存在風
險，應使用較低武力；部分市民及前保安局
局長黎棟國昨日肯定女警「做得好」。警察
有責任維護公眾安全，亦有權利採取必要措
施自衛。當個人或公眾安全受嚴重威脅的危
急情況下，警察該出手時就出手，果斷開槍
制止暴力，天經地義，合情合理。對警察合
法必要的執法行動作吹毛求疵的評論，有失
公允。
案發時，有襲警前科的男子突然拿出鎅
刀，先是撲向一名男警，男警閃避之後發出
警告，但該男子不予理會，轉而刺向女警。
女警再作警告，仍不獲理會，才果斷開槍擊
中男子的腹部。坊間對女警的反應認同之聲
不少，但亦有輿論提出質疑，包括：在港鐵
站人流多的地方開槍是否合適；應否審慎應
對，使用較低武力。表面看來質疑不無道
理，但細心想想，當時該名男子手持利刃，
明顯會危及警察生命安全，若不及時制服，
後果不堪設想。2005 年警員朱振國在深水埗
巡邏時，遭人用生果刀刺中頸部大動脈，慘
成植物人，令人痛心。警察若連自己都保護
不了，又如何保護市民安全。在電光火石之
間，根本不可能讓警員細心思量選擇所謂較

「斯文」的方式制服暴徒，最重要是及時有
效停止暴行發生。
世界各地的警察，在一種情況下都必然開
槍自衛，那就是包括自己在內，任何人的生
命受到威脅，或可能受到嚴重傷害。至於有
人質疑，為何不打施襲者的手腳，而是擊中
腹部致其重傷，這種說法說易行難，值得商
榷。暴徒持刀衝向警察，手腳都在劇烈擺
動，要擊中其四肢談何容易；一旦打不中，
豈不是很容易傷及旁人，又增加警察受襲的
風險。有案例亦披露，警隊訓練一般教授，
應向目標人物的中央軀幹射擊，因為這是最
有把握打中的部位。
本港警察一向文明執法，過去 10 年只是發
生過 9 宗開槍制服疑犯的事件，擊斃 3 人，比
例遠較其他地區為低。過去 3 年，美國警察每
年平均槍殺大約 1,000 人，去年更有 68 名被
槍殺者是手無寸鐵的人士。我們並非鼓勵警
察動輒開槍，而是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公
允評價警察嚴格依照規矩、合法使用武力的
事件。
今次開槍事件，警察開槍是為了保護自己
和公眾安全，毫無爭議。至於加強警員面對
暴力時的應對培訓，當然可以討論，警隊亦
應虛心接納。除暴安良是警察的天職，市民
應該支持警隊依法執行職務，肯定前線警員
的勇敢和付出。

謀殺前妻阿姨 屠夫囚終身
無屍無人證定罪 官斥心機算盡無悔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前年 5 月深水埗揭
發的無屍命案，現年 52 歲被告顏永周前日被裁定
謀殺及阻止合法埋葬罪成，昨日法官李瀚良依例
判處被告終身監禁。李官宣讀判詞時表示：「雖
然法律制裁過程緩慢，但最終公義會彰顯。」並
讚揚警方盡力調查，同時斥責被告說謊視道德如
無物，定罪亦不作求情，毫無悔意。
宗無屍命案由 3 女 4 男組成的陪審團，前日經退庭商議
這9小時以5比2的大比數，裁定被告顏永周謀殺罪成、6

比 1 裁定阻止屍體合法埋葬罪成。昨日法官李瀚良依例就謀
殺罪成判處終身監禁，另阻止屍體合法埋葬罪判監 7 年，兩
項刑期同時執行。昨日法官判刑時，案中 62 歲女死者陳秀
華的兒子陳浩文到庭聽取判決，當他聽到法官宣判被告終身
監禁時表現冷靜。(見另稿)

制裁過程雖慢 公義終會彰顯
另被告顏永周在犯人欄聞判後，表現冷靜。辯方大律師徐
福亮表示，被告並無求情，但指阻止屍體合法埋葬罪最高刑
罰為監禁7年，冀法官考慮判監禁3年。
但法官李瀚良指，被告肢解死者以掩飾其謀殺行為，顯示
其對死者不尊重，相信事件令死者家人非常傷心，案情是最
嚴重級別，因此判處最高的7年監禁。
法官李瀚良在宣讀判詞時表示：「雖然法律制裁過程緩
慢，但最終公義會彰顯。」李官指，本案令人心寒，被告顏
永周殘酷無情及心機算盡，即使被陪審團裁定罪成亦不作求
情，可見毫無悔意，被告一直堅稱所說的謊言，視道德如無
物，故對被告毫無同情。

■現年 52 歲被告顏永周因謀殺及阻止合法埋葬罪成
歲被告顏永周因謀殺及阻止合法埋葬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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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終身監禁。
資料圖片
■警方展示無屍案證物，包括鞋、鐵錘及染血茶几。

本港近年多宗無屍兇案
2016年5月
偷渡來港多年的凍肉店屠夫在深水埗住所殺害並肢
解前妻阿姨，死者兒子兩日後報警，警方在屠夫住
所發現大量死者的血跡，但屍體至今仍未尋回。陪
審團退庭商議9小時後，以大比數裁定被告謀殺及
阻止屍體合法埋葬罪成，昨日被判終身監禁。

天眼片在案中發揮作用
李官指，閉路電視片段在本案起應有作用，亦有賴警方鍥
而不捨的調查，表現專業，最終將罪犯繩之以法。
案情透露，62歲女死者陳秀華生前任職地盤保安，為現年
52 歲被告顏永周前妻的阿姨。案發於 2016 年 5 月 1 日，陳下
班後到過顏位於深水埗寓所後，自此失蹤。陳的兒子連續數
日與母親失去聯絡後報警。
警員經調查發現陳婦曾到顏某寓所，並在顏的寓所內發
現大量屬於陳婦的血迹，另大廈閉路電視拍攝得顏曾經多
次拿着多袋物件離開的片段。
顏在警員盤問下，聲稱目睹一名叫「阿海」賣器官的同
鄉殺害陳婦，企圖將罪名推給一名叫「阿海」的人。
警方不斷尋找死者屍體，但始終未有發現，只能依賴環境
證供控以顏涉嫌謀殺及阻止合法埋葬罪名。至昨日，顏謀殺
及阻止合法埋葬罪成，被判處終身監禁。
庭上透露，被告顏永周曾多次因非法入境、管有假身份
證、違反逗留條件等罪被判入獄，案件分別在1988年、1992
年、1994年及2010年發生，每次被告入獄9個月至30個月不
等，被告最終於2011年6月出獄後，於石硤尾街市凍肉店任
職切肉師傅，直至2016年5月14日被捕為止。

法官李瀚良語錄
■本案教人心寒
■被告殘酷無情、心機算盡
■被告堅持自己所說的謊言是真話，令人厭惡，視道
德如無物
■定罪不作求情，毫無悔意
■破案有賴警方鍥而不捨的調查，表現專業
■雖然法律制裁過程緩慢，但最終公義會彰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2011年10月

■無屍案62歲女死者陳秀華。

資料圖片

■62 歲女死者陳秀華的兒子對判決感到安
慰。

艷女秦嘉儀返回淘大花園寓所後再沒有離開，警
方追查發現其男友陳文深曾以手推車推着一個大
格仔尼龍袋離開大廈，相信秦已遭殺害棄屍。陳
被控謀殺，陪審團退庭商議僅約兩小時，一致裁
定其罪成，判被告終身監禁。
2008年

死者兒子感安慰
謝警方兩年追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婷）這宗轟動香港的無屍謀殺
案經過長達兩年多審訊，昨日
52 歲被告顏永周謀殺罪成被判
終身監禁，案中六旬女死者的
兒子對裁決感安慰，感謝警方
兩年多以來的調查。
案中 62 歲女死者陳秀華與
兒子陳浩文相依為命、感情深
厚。
2016 年 5 月 1 日晚約 7 時，
陳兒接獲母親陳秀華電話提他
弄好飯菜等她回家一起晚膳，
但母親自此下落不明，這次通
話成了母子二人在世上最後的

對話。
陳兒自案件開審以來除出庭
作證外，每日也會到庭聽審，
他在聽到法官判刑時雖然表現
冷靜，但仍難掩安慰神色。

憾母遺體未尋回
事後陳兒在庭外接受媒體訪
問時表示，認為被告有很多隱
瞞，幸法庭有一個公正的裁
決，他對裁決感到安慰，遺憾
未能尋回母親的遺體，但相信
母親在天之靈亦得欣慰。
此外，陳兒衷心感謝警方兩
年多的調查，將犯人繩之以

法。
警方昨日在庭外展示涉案證
物，包括一雙鞋、鐵錘及染血
茶几。
西九龍總區刑事總部總區重
案組第三 A 隊高級督察劉詩慧
表示，因這宗案件無屍體及目
擊證人，警方只能依賴環境證
供，增加調查難度。
劉指出，警方在調查過程
中，不斷翻查有關街道一帶閉
路電視，希望能尋獲死者屍
體，惟始終未有發現；但相信
裁決對死者的兒子有個交代，
亦希望死者能夠安息。

援交少女王嘉梅被殺，兇手丁啟泰殺人後肢解屍
體，將皮肉內臟掉入馬桶沖走，頭顱丟進海中，
骨頭則混入街市肉檔，警方最後只能在沙井找回
小量死者的人體組織，最後被裁定謀殺及阻止屍
體合法埋葬罪成。
1997年
10 多名童黨在公屋毆斃 15 歲男童後，把屍體放
入紙皮箱，用手推車推到秀茂坪邨內空置樓宇，
放火燒屍並淋上硫酸，再用麻包袋包屍棄置，屍
體終無法尋獲。涉事者終被定罪。
1996年
大角咀兩名債仔夥同黨誘債主上門收數時將其勒
殺，肢解後將屍體棄於垃圾站，警方無法找回屍
體，4名被告終被裁定謀殺或誤殺罪成。
1988年2月
女子馬潔芝在康怡花園住所用鐵錘扑死丈夫後，
將屍體鋸成數十塊並煮熟棄置，她在犯案兩個月
後自首，遺骸已無法尋獲。她經審訊後因精神問
題被裁定誤殺，判處接受住院令。根據資料，是
案為本港首宗無屍兇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