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涉收3下屬7萬貸款
消防隊長被廉署起訴

14歲女童慘遭「花式虐打」
惡女燒陰毛「搣」胸凳腳「拮」下體 情敵：我有咩比唔上你

12歲首被告
掌摑

用木凳腳打頭、背及意圖「拮」下體

踩雙腳十多秒

扯頭髮撼牆及地

皮帶打腰及大腿

煙蒂灼手、腿及額頭

火機燒陰毛及頭髮

淋可樂

襪子塞口

強逼赤腳踩熄煙蒂

向口腔內吐口水

扮狗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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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彩留位

六合彩留位

一名14歲女童，去年7月在天

水圍遭「情敵」夥同另外7名男

女童黨集體欺凌及虐打案，其中

4名男女拒絕認罪，昨在西九龍

裁判法院開審，事主Ｘ透過視像

系統作供，指自己遭連番掌摑後

已道歉，惟被繼續施以踩腳、扯

頭髮、「搣」乳房、煙蒂灼手腳、火

燒陰毛和頭髮，甚至圖用木凳腳

「拮」下體等十餘招虐待，「情敵」

又一度質問她「點解個男仔揀你唔揀

我？我有咩比唔上你？」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15歲次被告
（X的情敵）
踩雙腳十多秒

扯頭髮

煙蒂灼手、腿及額頭

「搣」乳房

掌摑

向口腔內吐口水

強逼赤腳踩熄煙蒂

衛生巾貼面頰

舔被告手指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葛婷

被告虐打毒招

■14 歲女童
遭8名男女童
黨欺凌虐打案
在西九龍法院
大樓審訊。

資料圖片

■■童黨欺凌虐打案童黨欺凌虐打案，，警方當警方當
日封鎖現場調查日封鎖現場調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
名初生連臍帶女嬰，前年10月被
遺棄灣仔街頭，翌日被發現送院證
實不治，警方其後在附近賓館拘捕
女嬰的非洲贊比亞籍母親控告一項
誤殺罪，惟控方昨在庭上因無法證
實女嬰的死亡時間及死因，法官遂

以證據不足，裁定被告毋須答辯，
並指示陪審團一致裁定被告脫罪，
當庭釋放。
24 歲 女 被 告 Bailey Natasha

Mwale，案發時持旅遊簽證來港，
並打算申請簽證到澳洲。她被控於
前年10月 18日在灣仔軒尼詩道

309號後巷，將其剛誕下仍連臍帶
的女兒，用衣服包裹後棄置於垃圾
桶內導致死亡。
法官指誤殺罪是一項嚴重指

控，控方雖能證明被告未有妥善照
顧女嬰，更把女嬰放入袋內及棄於
垃圾桶內，但未能證實女嬰的死亡
時間及死因，因此不能推斷及證明
女嬰死亡是因被告的嚴重疏忽所
至，因而裁定證罪名不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西環觀
龍樓2016年7月滅門縱火案，有情緒
問題的63歲單身漢許偉忠，疑不滿鄰
居噪音滋擾而縱火，致鄰居黃氏夫婦
與3歲女兒，分別墮樓慘死及被監生燒
死，單身漢亦在自己單位自焚而亡。
死因庭經多日研訊，昨裁定黃姓男戶
主死於不幸、其妻女死於不合法被
殺、許則被裁定死於自殺。
死因裁判官高偉雄指，無人目擊案
發經過，經綜合證人供詞，認為男鄰
居許偉忠曾多次出言恐嚇黃氏一家三
口，案發當晚新來港少婦吳倩欣（25
歲）曾與許發生爭執，許遂向對方單
位潑淋天拿水縱火造成悲劇。
高官斥責房協職員明知許曾揚言會
對其他租客不利，仍袖手旁觀，直言
為此感到驚訝。

又指案中無證供顯示許對聲音有多
敏感，即使許的投訴沒理據，但以現
行政策只要許想繼續住在該單位，房
協也不可要許調遷，只能要其他住戶
「自求多福」。認為房協應檢討住戶
調遷單位政策，考慮若有住戶滋擾其
他住客，房協是否可主導甚至強制調
遷。

男判死於不幸 妻女不合法被殺
高偉雄指，起火時吳倩欣與幼女黃

依琳（3歲半）因火勢蔓延而無法逃
生，並因嚴重燒傷和吸入濃煙而死，
屬不合法被殺。至於在洗手間的男戶
主黃志強（26歲）曾嘗試接近妻女不
果，遂走到露台爬出外牆企圖逃生，
惟因疲累最終墮樓而死，屬死於不
幸。至於許偉忠或曾於自己單位內看

見消防員撲滅黃家單位火勢，遂在居
所內用火水燒屋自焚，屬死於自殺。
惟高官指，無證據顯示許生前精神

紊亂，而為其診症的精神科醫生亦指
許生前無自殺念頭，其抑鬱症亦未見
會受聲音所困而萌生殺人念頭。
高官質疑，處理許生前投訴的房協

職員關衛國，作供時刻意淡化許的投
訴嚴重程度。

死者家屬：冇可能原諒縱火者
黃志強的母親李雪坤，昨聞判後在

庭外表示亡子一家三口「呢一世都喺
心度」，又稱冇可能原諒縱火的男死
者，並指責房協不可能將「定時炸
彈」放在居民身邊。
案發於2016年7月16日凌晨約1時
半，觀龍樓D座13樓一單位首先起

火，獲批單程證與年幼女兒來港與丈
夫團聚僅5日的母女慘遭燒死，男戶主
雖可逃往露台，但因無路逃生，最終
墮樓死亡。消防員到場救火期間，火
場對面單位亦起火，事後證實該單位
男住戶亦葬身火海。

觀龍樓奪命火 官斥房協職員袖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廉政公署昨落案起訴一名

消防處高級消防隊長吳麟光，控告他涉嫌未經許可向3
名下屬索取及接受共7萬元貸款。被告現時已獲廉署准
予保釋，明天（21日）在東區裁判法院答辯。
被告吳麟光（53歲），案發時為消防處高級消防隊

長，後被調派至海務及離島區工作。吳被控三項罪名，
包括兩項訂明人員索取利益，以及一項訂明人員索取及
接受利益，涉嫌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三條。
其中兩項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17年3月30日未得行

政長官一般或特別許可，向兩名為其下屬的消防隊目各
索取一筆3萬元貸款。餘下一項控罪指，被告涉嫌在
2017年3月1日至5月31日期間某日，未得行政長官一
般或特別許可，向一名為其直屬下屬的消防總隊目索取
及接受一筆1萬元貸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鄧偉
明）深水埗黑幫無法無天。一名二手地
攤女小販疑拒向交「陀地費」，昨凌晨
攤檔遭人大肆破壞及盜竊，女小販返回
執拾期間再遭黑漢恐嚇及推跌逃去，事
主負傷報警送院治理。根據資料，這宗
已是過去一個月區內第三宗黑幫「收陀
地」不遂大肆搗亂及打人案件。
女事主姓蔣，38歲，遭推跌致頭部及

臀部痛楚，清醒送院經治理，未有大

礙。據悉，蔣婦在大南街與北河街交界
擺二手地攤謀生，已經有兩三年，一直
無被勒索「陀地費」。
消息稱，近日蔣婦在擺檔時遭一名黑

漢勒索「陀地費」，她不願屈服拒絕
下，對方悻然離去。蔣婦不以為意，如
常繼續開檔及收檔。
至昨午夜零時許，她在家中接獲行家

通知指其攤檔遭人搗亂破壞，趕往查看
見攤檔鐵箱被撬開及貨物散滿一地，大

部分瓷器破爛；初步點算，有一部約值
1萬元古董收音機及共值約1萬元的玉器
疑遭人偷去。
蔣婦在現場執拾殘局期間，早前向她

勒索「陀地費」的黑漢再度出現，出言
恐嚇她因不交陀地費檔口被搗亂，蔣不
滿欲用手機拍攝對方及報警，黑漢隨即
將她推跌逃去，蔣負傷報警，由救護車
送院治理。警方列作勒索、普通襲擊及
盜竊案處理，追緝涉案黑漢下落。

女小販拒交陀地費 攤檔遭黑漢搗亂

■案中女小販攤檔遭人大肆破壞，一部約值1萬元
古董收音機及共值約1萬元的玉器疑被盜。

自助洗衣店失款案 警拘南亞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蕭景源）
紅磡獲嘉道一間
花店的老闆娘，
大年初三（2月7
日）在距離花店
僅約10米外的一
間自助式洗衣店
洗衫時，大懵將捲有9萬元現金的衣物塞入洗衣機後離
開，其間一名光顧洗衣店的懷疑巴基斯坦籍女顧客發
現，並偷去當中約7萬多元。警方接報後經過連日追
查，昨晨終在區內一唐樓拘捕該名涉案女子。
被捕女疑犯34歲，正被警方通宵扣查。據悉警方初步

在其銀行戶口內發現約3萬元存入的懷疑贓款，目前仍
繼續追查其餘贓款下落。

老闆娘：拎唔返都冇辦法
花店老闆娘莫太昨亦向傳媒證實，警方早上約9時許

在花店附近的福年新樓拘捕女疑犯，又稱仍會兌現當初
承諾，若對方願意交還款項，會給予1萬元報酬，且不
作追究，又稱「唔知道幾時可以拎得返啲錢，拎得返當
然好，拎唔返都冇辦法」，因為「始終都係自己失誤，
唔關其他人事」。

■■涉案的巴基斯坦女子當日涉案的巴基斯坦女子當日
執走大批現金執走大批現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消防員當日升起雲梯向火場單位射水
灌救。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農曆十五元宵
佳節，天文台發出今年首個黃色暴雨警告，是
有記錄以來第二早，黃雨維持約1小時取消。
另昨晚亦為百年一遇的元宵節正日出現

「超級滿月」天文現象，月色之美難得一
見，錯過便要等至2081年才再有「元宵節超
級滿月」。
昨晨9時，天文台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

香港廣泛地區錄得每小時超過30毫米雨量，但
黃色暴雨「來匆匆、去匆匆」，至昨晨10時10
分便取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其間未有嚴重水
浸或山泥傾瀉報告。
天文台預測，今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

溫介乎21度至25度；展望本周四日間溫暖，早
晚沿岸有霧。接近周末有幾陣雨，天氣稍涼。
根據資料，昨日為香港設有暴雨警告有記錄

以來，天文台第二早發出黃色暴雨警告，最早
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一次為2016年1月5日，當
日黃雨警告維持45分鐘取消。

「快閃黃雨」襲元宵棄嬰無法證死因 非籍母親脫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鄧偉明）油塘油翠苑發生嬰兒死亡
意外。一名約9個月大男嬰昨凌晨
被家人發現懷疑嘔奶昏迷，由救護
車送院搶救不治；警方調查無可
疑，列作「有人暈倒送院死亡」案

處理。
兒科醫生提醒家長嬰兒在餵奶

後，必須「掃風」協助吐出腸胃空
氣及注意嬰兒睡姿等安全問題。
據悉，9個月大猝死男嬰為雙胞

胎之一，父親為警務人員，家住油

塘鯉魚門道油翠苑一單位。
消息稱，昨凌晨家人如常按時

為雙胞胎餵奶及掃風後，安頓兩嬰
兒到床上睡覺。直至昨凌晨4時
許，父親往查看兩嬰兒情况時，發
現其中一名嬰兒昏迷不醒及口部有
奶漬，大驚報警，男嬰由救護車送
院經搶救不治。父母趕至醫院驚聞
噩耗，哀傷不已。

9月大男嬰疑嘔奶窒息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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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的12歲女童及15歲「情敵」，分為首
被告及次被告，兩人早前已與第七和第八

被告同樣認罪。至於被列為第三至第六被告的3
男1女（14歲至15歲）否認控罪，當中包括一
對親兄弟，其中1男1女否認「蓄意傷人」罪，
另外兩人則否認「協助教唆他人蓄意傷人」
罪。
控方昨在庭上播放Ｘ事後與警方及社工的會
面片段，內容透露次被告早前已心儀一名男友
人，惟該男友人卻喜歡Ｘ，為此次被告曾與Ｘ
吵架，並討厭Ｘ。
X供稱，去年7月11日晚上8至9時許，她和
兩名男友人閒逛期間，接獲首被告及次被告來
電邀約見面「傾偈」。她起初沒有答應，只是
繼續與兩人通話，惟步至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
學附近時卻碰上兩人，以及身穿黑衣的另外5
名男被告。
Ｘ續稱，當時首、次被告當面邀約她單刀赴
會「傾偈」，她內心怕次被告未原諒自己，又

怕被告一行人對自己不利，雖最終有跟他們
走，並向友人表示稍後再會合他們，但強調並
非自願。
隨後一行8人先到天澤邨澤潤樓附近一公

園，首、次被告要求Ｘ刪除IG賬戶內提及兩人
壞話的帖文，又要Ｘ到附近後巷繼續「傾
偈」。當眾人走到天水圍河邊，首被告開始質
問Ｘ為何要講她和次被告壞話，唱衰她們，並
出手掌摑Ｘ。當時因附近有途人，遂轉到天恩
邨一個涼亭。

「點解個男仔揀你唔揀我？」
其間，Ｘ遭首、次被告施以十餘招（見表）
虐打，其他人則在旁吸煙圍觀，起哄說：「打
佢啦！」又協助首被告弄毀涼亭的木凳腳，讓
首被告用來襲擊Ｘ，甚至企圖「拮」向下體。
次被告更邊掌摑Ｘ邊說：「點解個男仔揀你唔
揀我？我有咩比唔上你？」

未幾再有一名與Ｘ素未謀面的女同黨，即第
三被告來到掌摑Ｘ約15下。各人又要求Ｘ提供
友人的電話號碼，揚言「叫埋你啲朋友一齊嚟
打交」。此外首、次被告和其他少年又將Ｘ內
有與次被告心儀男友人互傳短訊的手機砸爛，
次被告警告Ｘ：「心唔心痛呀？睇下你以後仲
夠唔夠膽！」又要求Ｘ舔其受傷流血的手指。
直至Ｘ的友人趕抵，各被告才四散逃去。
Ｘ被虐打及受辱逾1小時，送院經檢查證實

頭顱、面頰、左眼、耳朵、乳房及四肢都有擦
傷及瘀傷，頭皮更有約1厘米長裂傷，須縫
針。
Ｘ事後將事情始末告知胞兄及友人，又

WhatsApp通知次被告的男友。Ｘ表示因事件有
人誤以為她被輪姦，又指她搶別人男友，遂於
社交媒體發文講述事發經過，望藉此澄清誤
會，但其後應警方要求將帖文刪除。
辯方今日會盤問Ｘ。

下次攪珠日期：2月21日(星期四)

2月19日(第19/020期)攪珠結果

頭獎：$9,456,870 （2注中）

二獎：$992,510 （2注中）

三獎：$21,690 （244注中）

多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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