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販管主任：「本民前」傍小販車撞人

借錢不遂弒父棄屍 毒子冇路行
潛逃台灣 探員一句「你走得去邊」勸服返港投案

香港仔華貴邨對出瀑布灣公園海邊，前日揭發

的尼龍袋藏屍謀殺案，警方即日閃電破案，在機

場入境大堂拘捕死者一度潛逃台灣的26歲兒子，

警方不排除有人本周二（4日）在其屯門65歲父

親寓所，因借錢不遂將父親殺害後，再用尼龍袋

藏屍運往港島南區拋落海，其間探員成功勸服疑

兇返港投案，並在昨日將疑兇押回發現屍體現場

調查，成功撈出一個相信用作運屍的行李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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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姓彭剛大學畢業女生，疑長期飽受濕疹
折騰，生不如死，涉在屯門新屯門中心寓所
內以刀殺死60歲父親和56歲母親後，再自
製毒氣袋笠頭自盡。

18歲中菲混血兒霍立賢與19歲男友人陳明
天，在八鄉橫台山寓所打機時，霍因被母親
斥責，竟聯同友人襲擊53歲父親和39歲菲
律賓籍母親，結果父死母傷。兩人其後被判
謀殺及企圖謀殺兩罪罪成，同被判處終身監
禁。

31歲男子周凱亮與友人謝臻麒在大角咀租住
單位內誘殺及肢解65歲父親和62歲母親，
周其後被判兩項謀殺罪成，判處終身監禁。

38歲醉酒男子陳松輝在黃大仙下邨龍逸樓住
所與75歲老父爭執後，突用摺凳襲擊父親致
死，他其後被控一項謀殺罪成，判囚終身。

38歲姓陳疑患精神病女子，在黃大仙竹園邨
秀園樓寓所突揮刀斬甩70歲母親頭顱，她其
後縱火燒屋再跳樓死亡。

15歲少年在荃灣享和街寓所，突失常斬死12
歲妹妹再殺死42歲母親，他事後報警自首被
判入小欖治療中心接受無限期醫院令。

毒子弒父棄屍落網時序

本月4日
（周二）

本月5日
（周三）

本月6日
（周四）

本月7日
（周五）

資料來源：綜合消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在屯門寶田邨疑借錢不遂用刀殺害父親，
並將屍體裝入一個紅白藍尼龍袋，再放入
一個膠箱內

早上電召客貨車將屍體運往香港仔華富邨
舊居，再將裝有屍體的尼龍袋轉放入一個
新買來大行李篋內

凌晨拖篋到華富邨附近海邊連篋棄落海
中，但早上因屍體浮上水面被揭發；他雖
已逃往台灣，但即晚11時許已返港自首

下午被探員押回棄屍現場海邊重組案情，
並在水底撈起一個與案有關的行李篋

新抱哽咽：無法接受
�&

弒父 被 捕 疑 兇 姓 黎 （26
歲），據悉已婚，任職保

險經紀，2個月前才轉到新公司
上班，妻子亦在最近才誕下嬰
兒，一家三口居於港島區。

疑兇剛為人父及轉工
男死者姓黎（65歲），任職
清潔工人，失婚，與前妻育有
一子一女，生前獨居屯門寶田
邨8座19樓一單位。警方相信
寶田邨為案發第一現場，由於
疑兇剛為人父及轉工，不排除
殺人動機與其經濟緊張有關。
警方西區助理指揮官（刑事）
鄭典傑警司表示，疑兇初步承認
事發前因向父親借錢不遂而爭
執，最終殺死父親，案件已列作
謀殺處理。至於兇器相信是一把
切肉刀，初步驗屍報告顯示死者
因右邊頸部大動脈被切斷，以及
刺穿氣管致死。

根據死者指紋證實其身份
前日（6日）早上7時許，在

香港仔華貴邨對出瀑布灣公園海
邊的華富泳棚海面，有人發現
一個紅白藍尼龍袋，細看之下
赫見袋口露出一個人頭，慌忙
報警。消防員隨後協助警方撈
起尼龍袋，打開證實是一具年
約60多歲，赤裸男性屍體，死
者的肩頸更有多處刀傷，但無
身份證明文件。警方認為有可
疑，交由西區警區重案組跟進。
據悉，重案組接手後聯同法

醫展開調查，很快即根據死者

的指紋證實其身份及聯絡上家
人，證實死者兒子當日早上已
匆匆離港往台灣。
探員其後聯絡到死者兒子，

查問期間有人突對弒父一事直
認不諱，探員遂動之以情，並
以一句：「你走得去邊！」終
勸服他前晚11時許由台灣返抵
香港國際機場自首。

電召客貨車運屍拋落海
案情指，疑兇於本周二（4日）

在父親的屯門寓所，因借錢不遂用
刀將父親殺害後，當日將屍體裝入
一個紅白藍尼龍袋，再放進一個膠
箱內。及至翌日早上，他電召一輛
客貨車將屍體運往香港仔華富邨仍
有親人居住的舊居，當時單位內無
人。
他隨後買來一個大行李篋，將

裝有父親屍體的尼龍袋轉放入
篋內，並在前日凌晨拖篋到附近海
邊連篋拋入海中。同日早上，疑犯
購買機票前往台灣高雄匿藏。
昨日下午2時許，疑兇被黑布

頭套蒙頭、腰纏鐵鏈，由多名
探員押到瀑布灣公園海邊一個
泳棚重組案情。
其間，警方又安排飛虎隊的

「水鬼隊」到場潛落水底打撈
證物，在離岸約5米至10米水
底成功尋獲一個32吋大的藍色
行李篋，篋邊仍貼有牛皮膠
袋，相信與案件有關。
至於在寶田邨的第一兇案現

場單位，昨仍未解封，有警員
在屋外駐守。

「你可以睇返新
聞，因為我都搵唔
到佢！」對於丈夫

涉嫌弒父被捕，最近才誕下嬰兒的疑兇
妻子，昨仍無法接受家變事實，問及丈
夫所犯何事，她哽咽道：「我都想了
解，不如你搵返警察，唔好意思……」

疑兇中學曾兩獲操行獎
據悉，剛為人父的疑兇一家三口同住

港島區，中學時亦在港島南區一間中學

讀書，根據其學校網頁顯示他中三及中
五時，先後兩次獲得操行獎。
昨晨10時許，男死者的女兒在數名親

友陪伴下到西環公眾殮房認屍，各人神
情哀傷。至於在發現浮屍現場的海岸，
昨晨一早仍有不少市民如常到來游泳，
部分泳客表示：「問心無愧，無嘢好
驚。」有泳客則認為現今父子兩代甚少
溝通，家庭關係變差致不時發生倫常慘
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涉嫌弒父棄屍的涉嫌弒父棄屍的
疑兇被押回現場重疑兇被押回現場重
組案情組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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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劉友光記者劉友光攝攝

■警方在水底撈起一個疑曾用作運屍的
藍色行李篋。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昨晨一早仍有不少市民如常暢泳。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佔中三丑」戴耀廷、陳健
民和朱耀明其餘6名被告包括陳
淑莊等9人涉及2014年歷時79
日的違法「佔中」案，被控串
謀犯公眾妨擾及煽惑他人犯公

眾妨擾罪等6罪，案件昨日進入第十四天審訊。次被
告陳健民的辯方證人，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
峯教授作供完畢，由於其餘8名被告决定不出庭自
辯，案件押後至下周二（11日）首先由控方結案陳
詞。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昨接受控方盤

問，主控官梁卓然指出李2014年進行的現場問卷調
查，要求受訪者就各個參與「佔領」的原因，從「非
常重要」、「一般」至「非常不重要」等五個選項中
作出選擇，亦可選擇「不知道」，但並無提供「不是
原因」這選項予受訪者。
他續稱，若受訪者就「原因」選擇了「非常不重
要」，其實等於認同該原因也促使他參與「佔領」，
只是該原因相對而言「非常不重要」。李指控方的說
法屬眾多可能性之一，他不會這樣理解統計結果。
梁卓然又指，問卷第十五題「很多人都指出今次運

動係自發嘅。對於自發行動，你同唔同意」，會影響
到受訪者回答第八題「以下嘅原因對你參與今次『佔
領』運動重唔重要呢？」時的想法。李不同意。李作
供完畢。
代表「佔中三丑」的資深大狀麥高義透露，朱耀明

將如戴耀廷一樣，選擇不出庭作供，亦不會傳召任何
辯方證人。其餘六名被告依次陳淑莊、邵家臻、張秀
賢、鍾耀華、黃浩銘和李永達亦透過代表大狀表示選

擇不自辯。換言之，全案只得次被告陳健民一人選擇自辯。
第五被告邵家臻昨雖選擇不自辯，但仍要求在庭上播放影

片，片段顯示他和第七被告鍾耀華，當年9月28日在施放催淚
彈一刻，站在添美道大台上呼籲示威者往添馬公園方向離開。
另外代表第六被告張秀賢的資深大律師潘熙則傳召土地正義聯
盟全職幹事區國權出庭作證。
區指2014年9月26日負責與警方溝通，當日下午見參與集

會人數不斷增加，遂要求警方封閉添美道南行線及北行線。控
方質疑區是因上周與辯方律師接觸才會回憶起當日的事件，區
否認並指事件「好深刻」，並會「間唔中睇吓YouTube重溫
當日情境」。
由於除已完成自辯的次被告陳健民外，其餘8名被告均選擇

不出庭自辯，昨在討論結案陳詞時，控方指需時4天準備及宣
讀控方結案陳詞，但陳仲衡法官提出審訊只餘下5天，辯方所
有律師亦反對案件押後，認為將案押後至下周二（11日）完
全足夠控方作準備。陳官遂決定將案押後至下周二由控方提交
書面陳詞並開始結案陳詞。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前年農曆
年初二發生
的「旺暴」
案，「本土
民主前線」

「本民前」前發言人梁天琦、以及李
諾文、林傲軒和「美國隊長」容偉業
共4人，被控參與暴動、參與非法集
結等7宗罪。案件昨天續在高等法院
審理，控方證人首席小販管理主任稱
當晚執勤時，險被一小販推木車車迎
面撞中，其間又目睹多名身穿「本民
前」上衣，戴着口罩人士「傍着」該
輛小販車。張指當晚並無拘控或拘趕
過任何小販。
首席小販管理主任張文毅作供指，
前年2月8日整個旺角約有10隊共68
名隊員站崗，他下午在旺角洗衣街控
制室上班，其後由傍晚6時至晚上9時
着便服出巡亞皆老街、砵蘭街、登打
士街至上海街一帶，範圍包括朗豪
坊，當時大街無小販擺賣，交通暢

順。
及至當晚9時25分，他與同事在朗
豪坊外的奶路臣街開始見有近200人
聚集，而當時朗豪坊一帶則有兩隊同
事，每隊約有7人至8人。他擔心可能
有事發生，遂再調動兩隊人到場增
援。但至晚上9時44分左右，他收到
通知指有身穿「本民前」上衣男子伴
隨5檔至6檔小販推木頭車出來到砵蘭
街。

有同事遭撞倒左手受傷
未幾他與同事見到有一名小販推着

有滾油的木頭車衝向他們，而小販後
面有五六個穿着藍色外套、戴深色口
罩的人伴隨，他們的外套前面寫有
「本土」，後面寫有「本土民主前
線」。
張形容「佢好似蓄意咁推埋

來……」他和同事避開，但該小販仍
不斷打圈，圖在人群中「騰出」空
位，險象環生，其後該小販將木頭車

停在行人路。
張續稱，稍

後他接獲報告
指 有 同 事 在
「莎莎化妝品
店」外被人用
小販車推倒且
左手受傷，遂
兩度致電報警
及要求救護車
服務，他亦接
獲上級指示召
集同事並在當
晚 10 時 15 分
撤離。
張指當時並

無同事通知他
有拘控或拘趕過任何小販。
辯方盤問張文毅指，據控方播方的

片段，該小販推木頭車走向他時根本
沒有「本民前」成員伴隨，該小販亦
非推車衝擊他們而是要尋找出路。張

不同意，指只是鏡頭拍不到「本民
前」成員。辯方又指張的同事只是手
指受傷，卻要報警是「小題大做」，
張不認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東區醫院出現醫
療事故，一名86歲女病人昨日於該院接受電腦
掃描大腸鏡檢查，其間需在大腸內注入氣體，並
於放置在肛門位置的氣球注水以防止氣體漏出。
然而，病人其後出現氣腹，院方懷疑因檢查過

程中，有人錯誤將氣體注入氣球令其爆破，導致
病人直腸出現穿孔的情況。院方立即為病人進行
直腸修補手術，病人現時情況穩定。
東區醫院發言人表示，非常關注今次事件，已

與病人家屬會面並就事件致深切歉意。該院已向
醫管局總辦事處通報個案，並將事件列為醫療風
險警示事件。該院會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詳細
調查事件經過，於8星期內向醫管局呈交報告。

東區醫院做腸鏡
嫗遭氣爆穿腸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名媛李嘉欣的老爺、中建企業主
席許世勳，日前在養和醫院病
逝，享年97歲。許氏家族對老人
家辭世極低調，暫未有公佈詳
情。中建企業發言人亦未有證實
消息。據知，家人將於下周一
（10日）在香港殯儀館為許氏設
靈，翌日舉殯。
消息指，許世勳年近百歲，近
年開始健康轉差，除有心血管毛
病外，數月前更傳出患癌，但其
身體及精神尚好。
今年6月，其媳婦李嘉欣曾在
社交平台貼出她與丈夫許晉亨、

老爺許世勳慶祝父親節的合照，
當時老爺的氣色不錯。
許世勳於1921年出生，籍貫廣

東湛江，是本港四大船王之一許
愛周的幼子，他跟太太簡劍勳育
有長子晉乾、幼子晉亨及女兒雪
元。晉亨於1991年與賭王何鴻燊
女兒何超瓊結婚，其後離婚，
2008年再娶港姐冠軍李嘉欣。許
世勳夫婦還有3名孫子和4名曾
孫，兒孫滿堂。
已故船王許愛周於1940年創立

中建企業，他逝世後由幼仔世勳
升任中建企業董事長，正式掌舵
家族事業王國，主要業務為地產

發展及投資，旗艦物業包括中環
的中建大廈及中滙大廈。許世勳
在商場長袖善舞，投資有道，身
家極豐厚，僅名下物業至少值逾
400億元。
許世勳一生熱愛賽馬，是本港

最大馬主，自1957年愛駒「誘
惑」贏得頭馬開始，至今年初愛
駒「獻惑」掄元，許世勳成為史
上首位在港贏得100場頭馬的本
地馬主。但因年事已高，他當晚
並無親身拉頭馬，半月後才以輪
椅代步前往沙田馬場，由馬會主
席葉錫安頒發綵衣相架及紀念
DVD等紀念品作表揚。

中建企業掌舵人許世勳病逝

■旺暴當日，激進分子與香港警方爆發嚴重衝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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