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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68,983,460 （1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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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督察：「本民前」夥小販推車出大街

疑分戶起爭執 分居夫婦送命
男涉用鐵筆殺妻後吊頸 鄰居：聽到屋內有爭吵聲

香港仔華富邨前晚發生雙屍命案，警方經通宵調查證

實死者為分居夫婦關係，案發時疑妻子前往找丈夫商討

公屋分戶問題起爭吵，丈夫用鐵筆襲擊妻子再吊頸自

殺，由女兒上門尋母揭發報警。警方列作謀殺及自殺案

處理，交由西區警區重案組跟進。這是3個月內第二宗

夫殺妻後自殺倫常悲劇，引發社會對相關問題的關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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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鬱翁誤殺癱妻
官考慮判感化令

案中兩名死者，分別為64歲姓袁
丈夫及63歲姓衛妻子，兩人遺

體昨凌晨由仵工舁送港島西區域多利
亞公眾殮房。

痛失雙親 兒認屍哭斷腸
昨晨9時許，死者夫婦的家屬一行
數人到達殮房辦理認屍手續事宜，其
間死者的兒子難抵喪親哀傷痛哭，需
由親友在旁安慰。據親友表示，每逢
節日會相約食飯慶祝，無聽過死者夫
婦有感情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再到華富邨華
生樓案發單位了解，但見單位繼續被
警方封鎖。據街坊表示，死者夫婦育
有兩名已成年子女，一家居上址約10
年，男戶主在華富一邨任職保安員，
年多前被調華富二邨停車場工作，女
戶主則為退休人士；印象中男戶主為
人隨和，與街坊見面會打招呼及聊
天。自數年前起，已不見女戶主及子
女出現，單位剩下男戶主獨居。

妻兒女已搬出 無家暴紀錄
據悉，數年前夫婦發生感情問題，
其後姓衛妻子及兒女相繼搬出，單位
剩下袁姓丈夫一人居住，但未有家暴
紀錄。近期衛因想向房署申請分戶問
題，需尋找袁商討有關事宜，但疑袁
不太合作；日前有鄰居聽到屋內傳出
疑為夫婦的爭吵聲。
消息稱，前日衛向女兒表示往華富
邨尋找袁商討分戶問題，並相約女兒
晚上一同吃飯。但疑夫婦在屋內商討
期間發生爭執，衛遭袁用從屋邨商場

五金店購買的鐵筆襲擊，頭部連遭重
襲血流披面倒地昏迷，疑袁因畏罪吊
頸尋死。
同日晚9時許，女兒因母親未有如

約現身一同晚膳，致電母親手機亦無
人接聽，思疑下到達華富邨舊居查
看，但拍門良久無人接應，心知不妙
聘請鎖匠開門入屋，赫見廳中父親吊
頸昏迷、母親頭部重傷倒臥血泊之
中，大驚報警，救護員趕至檢驗證實
兩人已經死亡，毋須送院。
警員通宵封鎖現場調查，檢走屋內

染血鐵筆等證物帶署；兩名死者遺體
昨凌晨由仵工舁送殮房等候進一步驗
屍確定死因。

問題夫婦續同住易生摩擦
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接

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如果一個
公屋家庭夫婦因感情問題提出分戶
時，其中有子女跟隨的一方會較「有
利」，很大機會獲得居住原來單位，
剩下的一方則要調遷至單人公屋單
位；但由於現時公屋單位輪候過程需
時，並非一時三刻便可獲得分戶，若
有感情問題夫婦仍繼續同住容易發生
摩擦。
根據資料，今年9月26日一對曾有

家暴記錄已離婚數年、但仍同住及同
一地點工作夫婦，疑因金錢問題關係
進一步惡化下，任保安主任的68歲姓
車前夫懷刀返回工作地點上環皇后大
道中340號華泰國際大廈，斬殺任職
清潔工的64歲姓張前妻後，再跳樓自
殺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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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房 屋 署 資
料，夫婦因感情問
題而申請公屋分

戶，屬於「自願合住戶和家庭組合住
戶」，但如有家庭成員表明無意要求分
戶，其他家庭成員的分戶要求將不獲受
理，但仍可以授權房委會把其個案轉介社
署，以便獲得適當援助；若有合理而值得
體恤的理由，及符合入息及資產限額定於

公屋申請水平的規定，房委會會將個案轉
介相關政府部門或機構進行評估及推薦，
以考慮分戶申請。
一般來說，房署不會主動就戶主夫婦

離婚後，要求任何一方遷出公屋單位。
但若雙方因離婚而未能就公屋的租住

權達成協議，署方會按現行離婚政策處
理。 資料來源：房屋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對於香港仔華富
邨發生分居夫婦因戶
籍問題爭吵，釀成謀

殺及自殺案倫常悲劇。有家庭及親子教育工
作者指出，分居夫婦如需要見面商討事情，
應事先作好預防措施，以免發生不愉快或悲
劇。
家庭及親子教育工作者司徒漢明接受香港

文匯報查詢時表示，當一對夫婦到達分居及
提出離婚時，反映這段婚姻已到達無可挽救
地步，如果雙方因處理一些事情而需要見
面，便應該特別小心及注意自身安全。
他指出，若知道對方有脾氣暴躁或情緒不

穩情況，謹記不要兩人獨處一室，盡量選擇
在餐廳或公園一些公眾場所見面，當有突發
事故時可以逃走。
另司徒漢明建議，兩人見面時最好有其他

人在場或附近守候以作照應，盡量選擇雙方
也認識及關係良好的人，如親友或子女是合
適人選，以防雙方一旦發生激烈爭吵時，在
場的人可以作出支援或調解。
他續說，如果雙方發現經常見面也不歡而

散時，便應向社會服務機構尋求協助，由調
解員介入協助處理糾紛事宜。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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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免「焗住」分戶有政策

◀華富邨雙屍命案中，昨日死者夫婦家屬到殮
房認屍，其間有家人傷心伏在欄杆痛哭。

■警方通宵封鎖雙屍命案單位進行調查。資料圖片

▲昨凌晨死者夫婦遺體由
仵工舁走。

■昨凌晨探員在案發單位內檢走一
支染血鐵筆，懷疑為殺妻兇器。

前年年初的旺
角暴動案，「本
土民主前線」前
發言人梁天琦、

「美國隊長」容偉業等4人被控參與旺角砵
蘭街暴動罪，分別被控暴動、煽惑非法集
結及非法集結等7宗罪，案件昨由食物環境
衛生署高級衛生督察賴友裕接受盤問，他
稱當晚熟食小販原在砵蘭街的後巷擺賣，
其後見約10名穿寫有「本土民主前線」衣
服的人進入後巷，未幾即隨多名小販將擺
賣車推出砵蘭街，場面開始混亂，並有人
指罵食環署人員。
高級衛生督察賴友裕表示，2月8日當晚
食環署共有十隊、逾60名職員在旺角駐守
站崗。晚上8時許他到砵蘭街與山東街巡

視，大街上並無小販擺賣，道路暢通，只
見砵蘭街瑞興麻雀館後巷有熟食小販擺
賣。
賴指小販雖屬無牌，但是否拘控要視乎
情況，包括要留意人流，後巷小販車有滾
油，拘控行動可能影響到市民等，且當時
人手不足，未必能控制場面，故當時未有
任何行動。
當晚約9時40分，賴發現有8名至10名
穿寫着「本土民主前線」藍色衣服的人走
入後巷，未幾多名小販將擺賣車推出砵蘭
街大街，當中有「本民前」的人跟隨。
小販走到砵蘭街近奶路臣街交界處擺

賣，現場聚集逾百人，場面開始混亂，有
人用粗言指罵食環署職員，他擔心下屬安
危，致電控制室要求撤銷行動，及指示下

屬撤離，其後得知混亂中有下屬受傷。
賴在砵蘭街附近一直逗留至凌晨1時許，

他形容當時情況嘈吵，但尚算平和。至約1
時半警方透過「叫咪」驅散人群，氣氛開
始轉壞。賴透露當晚從沒前往山東街的警
方防線區，故未有目擊任何執法人員使用
胡椒噴霧。
辯方質疑食環署人手不足，為何不要求

警方支援。賴表示，除非有途人受傷、或
職員被威脅等非常情況才會要求警方支
援，警方不會替食環署進行任何驅趕或拘
捕行動。
賴稱當日早知會有熟食小販擺賣，亦收

到資料知道「本民前」有人會到場支持小
販，故當晚有多名食環署高層到場視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旺暴案疑因有「本民前」人員參與小販
擺賣所引發。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八旬翁獨力
照顧患長期病妻子，眼見她受病痛煎熬，自
己若早死，老伴會無人照料，去年6月在筲
箕灣耀東邨用竹棒壓頸將老妻弄死。老翁昨
承認誤殺罪，法官坦言法律不外乎人情，會
考慮寬大處理，將索閱感化報告，延至明年
1月8才決定判刑，其間老翁還柙。
81歲被告黃國萬，被控於去年6月6日在

其筲箕灣耀東邨寓所內，殺害76歲妻子林
美琴。資料顯示，黃與妻子於1980年結
婚，養育的兒子於2007年 24歲時自殺身
亡。妻子長期受高血壓、類風濕關節炎及甲
狀腺機能低下症困擾，並於2015年中風。
黃透露妻子離世前周身病痛，已失去視覺

及味覺、無行動能力，連如廁也有困難。黃
擔心自己比妻子早逝，對方會因無人照顧而
餓死，故已多番想要趁妻子睡覺時將她勒
斃，但卻缺乏勇氣，擔心自己不夠力氣，下
手時或令妻子承受更大痛苦。
案發前夜，妻子透露已厭倦生存，黃為她

烹煮餵食「最後晚餐」，翌晨5時黃睡醒
後，以竹棒壓住睡夢中老伴頸部，直至她心
跳停止。其後他落街食早餐，折返單位後報
警自首。救護員到場證實其妻已死亡。
黃寫下3封遺書，其中兩封承認殺妻，並
表示會自殺，請警方處理遺體，另一封則請
房署收回單位。
辯方求情指，黃是可愛老人家，但缺乏外

界支援，犯案前一直盡力照顧妻子，並無施
虐。3份精神科報告均指出黃犯案時受嚴重
抑鬱影響。辯方請求法官將他交由感化官看
管，讓其繼續接受精神科治療。
法官坦言會考慮以感化令處理，但擔憂被

告年邁，未必適合由感化官監督，須索閱感
化報告才決定判刑。

「佔中三丑」戴耀廷、
陳健民、朱耀明，與其餘6
人被控串謀犯公眾妨擾及
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等6宗
罪，案件繼續審訊。香港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院長李立峯曾到「佔領」
區進行問卷調查，辯方前
日擬傳召作供，但控方指
該調查數據與控罪元素無
關而反對。陳仲衡法官昨
認為參與者「佔中」原因
的研究調查屬傳聞證供，
可以呈堂。李獲同意成為
專家證人。

調查結果呈堂 免逐一傳召
陳官指出，調查結果屬於法庭通常
不接納的「傳聞證供」，但根據案
例，本案可以接納，用以證明公眾
抱持什麼意見，或能協助法庭判斷
各被告的行動意圖。雖然辯方用調
查結果作為證據，控方無法盤問參
與者，但若不批准調查結果呈堂，

有可能要逐一傳召大量參與者。
獲傳召的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

長及教授李立峯已有近20年調查研
究經驗，曾為多個大型示威集會進
行民調。他供稱，是次「佔領」事
件以系統抽樣方式、在每10人中選
取1人作民意調查，以時間及空間
分佈作為抽樣的框架。
問卷由大學生義工抽樣派發，確

保覆蓋範圍遍佈所有「佔領」區。
調查分3次在當年10月及11月間進
行，共有1,242名參與者願意填寫
問卷。
調查列出多個參與行動的原因，

受訪者填寫「非常重要」的選項
中，選「為保障香港自由」比率最
高，為89.1%，其次「為爭取無篩
選的普選」比率為85.3%；「爭取
公民抗命」比率為74.3%等。
控方指出，選項中排行愈前，愈

多受訪者揀選「非常重要」，李教
授指排行準則並無特別原因。
控方又質疑問題是問「每個原

因」的重要程度，而非「是否一個
原因」，並要求李提供每個選項中
沒有回答的受訪者比率。李表示數
據可在今天呈堂，並透露回答的比
例接近百分百。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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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港島西區懷疑出
現「孌童拐子佬」。前日傍晚6時許，一名8歲
女童放學獨自返回德輔道西均益大廈寓所時，遭
一名可疑男子尾隨進入大廈，其間男子以200元
利誘女童隨他返家，女童聞言大驚返回寓所通知
父親報警。
警方列作「遊蕩」處理，通緝一名年約25歲至

30歲男子，身高約1.75米，中等身材，案發時身
穿白色短袖上衣、黑色運動鞋及戴紅色、黑色及
白色帽。
據悉，8歲女童所讀學校，昨日就事件通知所

有老師及班主任留意學生放學情況，並安排人手
在放學時間於學校附近加強巡邏，同時校方亦向
家長發通告提醒留意子女安全。

「拐子佬」用200蚊圖誘女童入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劉友光）香港仔
揭發尼龍袋藏屍命案，一名身份不明男子疑遭人
利刀插頸放血殺害後，再藏入尼龍袋內掉落海中
隨水漂浮；直至昨晨，始由晨運人士發現報警。
警方列作謀殺案處理，正追查死者身份及涉案疑
兇下落。

據悉，男事主年約50歲至70歲，身高約1.52
米，中等身材，被發現時上身赤裸，下身則穿牛
仔褲及襪，無鞋，身上無身份證明文件及銀包，
身份未明；初步估計死去一兩日，頸部及肩膀有
多處利刀造成的刺傷，死因有待驗屍確定。
現場為香港仔華貴邨與華富邨之間岸邊小路對

開海面，上址屬泳棚範圍，平日有不少市民游早
水或散步晨運。消息稱，昨晨7時許，有市民在
上址游早水期間發現一個紅白藍尼龍袋在海中載
浮載沉，泳客游近打開拉鏈查看，赫見袋內藏有
一名昏迷男子，大驚通知岸上晨運客報警，消防
員趕至「連人帶袋」救上岸，送院證實亡。
警員到場調查，發現死者頸及肩膀有多處嚴重

刀傷，死因有可疑，列作謀殺案處理，交由西區
警區重案組跟進。昨午大批警員到達泳棚一帶岸
邊調查及搜證，但至收隊時未有特別發現。

神秘男遭割頸放血 屍藏尼龍袋掟落海

■■頸肩有刀傷及遭人藏尼龍袋棄於海頸肩有刀傷及遭人藏尼龍袋棄於海
中男子中男子，，由救護車送院證實死亡由救護車送院證實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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