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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一對從事金融業夫婦舉
家外遊寓所擺空城計，昨晨返回西貢清
水灣道獨立屋豪宅時，發現大門被反鎖
，入屋赫見被翻箱倒櫃搜掠，夾萬亦被
撬開，一批首飾及現金不翼而飛，估計
損失達二百八十萬元。警方已取走寓所
閉路電視影片，正了解有否拍下匪徒犯
案經過。

夾萬被撬空空如也
現場為清水灣道八三一號清雅苑一

幢兩層高洋房，女屋主林詠川（四十七
歲），洋名 Wendy，與外籍夫婿同為證
監會持牌人，零八年自立門戶，目前為
兩間資產管理公司及地產代理公司的董
事。根據土地註冊處資料，林詠川於零
七年，以其個人名義、斥資二千六百多
萬元買入該幢獨立屋。清雅苑近銀線灣
，共有五幢獨立洋房，每幢面積約二千
六百呎，屋外花園範圍約四百呎。據悉
，林詠川與外籍夫婿趁聖誕及新年長假
期，舉家出外旅遊約兩星期，期間沒有

人留守在屋。
昨晨七時許，女戶主等一家人結束

長假期旅程，剛從外地搭飛機返港，帶
同大批行李回家準備休息，卻在啟匙開
門時，驚覺大門被反鎖，心知情況有異
，費了一番工夫終於開門入屋，發現單
位被竊賊光顧，室內一片凌亂曾被大肆
搜掠，走到主人房查看，赫見房內夾萬
亦被撬開，內裡空空如也，連忙報警求
助。經過初步點算，損失了現金及一批
首飾，估計財物價值達二百八十萬元。

警員接報封鎖現場，探員及鑑證人
員等及後趕到，在屋內蒐證及掃取指紋
，又向附近鄰居詢問，了解有否發現可
疑人；由於有鄰居聲稱前晚聽到狗隻亂
吠聲響，不排除竊匪在前晚犯案，狗隻
因發現陌生人而狂吠。現場消息稱，該
豪宅屋苑只有日更保安員，晚上無人當
值，屋苑有約六呎高圍牆，估計匪徒可
能從外翻過圍牆入內爆竊。由於屋苑及
單位裝有閉路電視，探員正查看有否錄
下匪徒潛入經過。

【本報訊】旺角昨日凌晨發生扑頭
搶iPhone劫案。一名滿身酒氣男子在街
上邊走邊講iPhone電話，不虞有賊人由
暗處撲出持木棍迎頭狂扑，登時打至頭
破血流 「暈陀陀」，地面遺下大攤鮮血
；賊人搶去價值五千多元的iPhone手機
，拔足逃去無蹤。事主由救護車送院救
治，傷勢無礙算不幸中大幸。

當場 「爆缸」 失iPhone
遇劫男子姓郭（三十一歲），送院

時仍清醒，經治理後幸只屬皮外傷，已
准予出院返家休息。案發現場在窩打老
道與勝利道交界，昨日凌晨二時許，事
主在夜店消遣喝至幾分醉意，於是搭乘
的士返家，期間一直拿着iPhone手機與
友人聊天。

當的士抵達上址附近，他付過車資

便落車，詎料離開車廂走了不遠，當埋
首顧着講電話時，突然有人手執木棍從
暗處撲出，不由分說手起棍落狠擊他頭
部，當場 「爆缸」鮮血淋漓，趁機搶去
其 iPhone，然後逃去無蹤。事主頭破血
流金星亂冒 「暈陀陀」，最終不支倒臥
行人路上，幸有途人見狀發現報警。救
護員趕到將他送院治理，現場地面遺下
大攤血漬。警員在附近一帶兜截可疑人
，惜未有發現。

扑頭劫案屬嚴重罪行，因受傷者隨
時喪命，法庭已明令賊人罪成需判予重
刑，嚴刑重典威嚇下，扑頭案已沉寂一
時，詎料有iPhone賊鋌而走險。消息稱
，近年iPhone大行其道，因變賣脫手較
容易有價有市，成為賊人街頭搶手機
覬覦目標。警方正全力追緝涉案賊人歸
案。

小巴司機欠債燒炭亡
【本報訊】一名小巴司機疑欠債數萬元

兼婚姻亮紅燈，在雙重壓力困擾下，在觀塘
翠展北邨母親寓所內燒炭身亡，其母返家揭
發已返魂無術，遺下幼女痛失父蔭。

自殺男子姓陳（三十五歲），任職紅頂
小巴司機，婚後居住觀塘曉光街，其妻為珠
海人，育有一名女兒（年約八、九歲）。燒
炭現場在翠展北邨翠梅樓一單位，為其母親
及胞姊住所，父親多年前已去世。

消息稱，他近期與妻子感情破裂，近日
女兒學校放假，於是交予祖母照顧。據了解
，事主經濟狀況一向欠佳，以前曾欠債幸獲
家人協助還清，但有人錯而未改，近期又欠
下數萬元卡數。前日，祖母帶了孫女到親戚
家留宿，有人竟在此時返回翠梅樓單位燒炭
尋死。

昨日下午三時許，祖母帶着孫女回家，
赫見兒子臥地昏迷大驚報警，惜救護員趕到
證實已死亡，且身體出現屍斑，估計死去已
一段時間。警方雖無發現遺書，調查後認為
無可疑。

銀行拖欠加班費情況
員工領取加班費情況
順利領取加班費
以補假代替
主管拒批簽
不能取得加班費
不敢申領加班費
資料來源：工聯會香港銀行業僱員協會

比率
5%
15%
30%
31%
19%

交津申請資格或放寬
【本報訊】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昨日

表示，考慮是否適度放寬交通津貼計劃的申
請資格，下月中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交
代。張建宗昨日出席一個活動後稱，當初向
立法會申請交津計劃撥款時，預料四十萬人
符合資格而當中一半人提出申請，但截至上
月底，僅收到二萬一千多份申請，當中約一
半已獲審批，超過八千個家庭已獲發津貼。
他承認訂立個人每月六千五百元的入息申請
限額時，仍未落實最低工資，故現會考慮是
否適度放寬申請資格。對於有議員提出容許
以個人或家庭身份申請，惠及更多在職人士
，他稱不排除在一年後再作中期檢討。

【本報訊】實習記者史青報道：工
聯會香港銀行業僱員協會調查發現，坐
擁巨額盈利的銀行業以取巧方法剝削員
工，八成半受訪僱員須超時工作，但由
於放工後一小時甚至一個半小時才開始

計算加班費，八成人被迫無償加班。工
會促請政府盡快立法制定標準工時，禁
止銀行迫員工無償加班。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表示，本
港有多間銀行，當局難以主動逐一調查

，他呼籲員工如遇到不公平對待，可向
勞工處求助，同時期望銀行遵守合約精
神，以免破壞僱傭關係。

四成人日做12小時
工會於去年十二月進行網上調查，

訪問了三百二十名銀行業僱員，結果顯
示，八成半員工平均每日超時工作逾兩
個半小時，近四成人更要日做十二小時
。雖然九成四人稱現職銀行有加班費制
度，但只有半成人順利領到加班費，接
近八成人因主管拒簽或害怕影響年終考
核，不能或不敢申領加班費。

調查還發現部分銀行制定不合理加
班條款，四成半員工稱就職銀行規定，
加班費是於法定工時後一至一個半小時
才開始計算，員工放工後至加班費開始
計算的時間等同無償加班。部分員工因
職級限制被列作不可申領加班費之列。
九成人不滿銀行在法定工時外進行培訓
及會議但不發放加班費。

香港銀行業僱員協會主席李麗貞稱
，○八年金融海嘯後，銀行為追求業績
，不斷加強監管及裁員，僱員工作量及
培訓量激增。部分部門主管為迎合績效
指標，節省開支，乾脆不發放加班費，
有員工反映下班後要應付的培訓及會議
越來越多，平均每周兩小時甚至高達六

至八小時。

「灰色時段」 無加班費
Y 先生（化名）從事銀行業二十餘

年，四年前入職一間銀行擔任文職，法
定工作時間為早上八時五十分至下午五
時五十分，但公司章程規定，下午六時
半後才算為加班時間，加班費則要從晚
上七時正開始計算。四年來，他超時工
作共八百八十小時，但其中五百多小時
因為落入 「灰色時段」而無法追回，餘
下三百多小時，多次向人力資源部申領
加班費被拒，涉及總額一萬五千元。他
稱公司經常在下班前才通知員工當天六
時半後開會，員工常於晚上七、八時才
能離開公司。他去年底離職後決定向勞
資審裁處求助，透過法律途徑向公司追
討被拖欠的加班費。

李麗貞稱，僱員若確有加班，銀行
不應以考核等理由為名，拒簽加班費申
請。她建議盡快立法制定標準工時，禁
止僱主壓迫員工無償加班，並呼籲僱員
做好加班記錄以爭取應有權益。香港文
職及專業人員總會副會長王吉顯律師指
出，銀行的做法可能涉及單方面更改僱
傭合約，因為加班費屬薪金，延遲發放
是違反僱傭條例，僱員可依法律程序追
討。

灰色剝削 銀行變相呃人工
80%人無償加班 工會促立法規範

iPhone引劫匪 醉漢遭扑頭

洋房遭爆竊 失280萬
▲

被爆竊的
西貢清水灣
道豪宅

情困漢跳樓命危
【本報訊】一名青年疑因情海翻波，昨

日凌晨與女友爭吵後，當着她面前喊生喊死
，從旺角奶路臣街二樓劏房躍下，撞及樓下
石屎及帆布簷篷後再墮地，當場頭破血流，
長褲還被外牆雜物勾脫，送院搶救後性命危
在旦夕。

為情墮樓青年黃×海（二十二歲），頭
部受重創，口鼻流血，需留醫深切治療部，
情況危殆。現場為奶路臣街三號一個舊樓劏
房，位於大廈二樓，其女友姓李（二十一歲
）。昨日凌晨三時左右，事主和女友在房內
為感情問題發生爭執，期間他疑不堪失戀打
擊情緒失控，突然大叫一聲 「我走啦」，便
攀上窗口作勢跳樓。女友見狀撲前欲抱緊但
被掙脫，事主從二樓飛墮而下，先撞及一塊
突出石屎邊，再撞破一幅帆布簷篷摔落地頭
破血流，長褲甩脫。女友衝到樓下只顧痛哭
，一名男途人經過代為報警，並脫下外套遮
擋事主身體，救護車趕到將傷者送院急救。

▲跳樓青年頭破血流

黃竹坑站座落明渠上
港鐵避免佔用南區路面

黃竹坑站長約二百五十米，兩層高，以高架車站形式座落在香葉道
明渠上。整段明渠長逾一公里，是次工程範圍將影響警察學院至大王爺
廟約八百米的一段，港鐵會覆蓋其中六百四十米河道。工程包括擴闊明
渠，在河道內建地基及打入樁柱，建造明渠平台，以及在渠尾建立水閘
，以防海水倒灌。目前港鐵已在明渠內建立一條臨時河道，將原本的河
道一分為二，將河水全引渡到一邊，另一邊則進行地基及樁柱工程。

緊急小組防暴雨
為免工程影響明渠流量和河道暢通，港鐵只能在每年的十月至四月

的旱季期間進行明渠工程，雨季會繼續興建車站平台。港鐵高級建造工
程師潘建強表示，港鐵與渠務署已組成緊急應變小組，以應對旱季日子
中出現的不測風雨。一旦黃色暴雨警告出現，小組便會啟動，及時把河
道內較為鬆散的組件搬走，並在有需要時，打開水閘排放雨水。此外，
工程亦需確保完成後河道的流量不能比工程前減少，以免影響河道原設
計的排洪能力。

潘建強表示，香港仔黃竹坑道交通繁忙，加上南區樓宇密集，為減
少對社區的影響，因而選擇在明渠上興建黃竹坑站。港鐵過往亦有車站
建立在河道之上，技術乃大同小異，但是次困難之處，在於河道較狹窄
，港鐵需小心計劃工序，以防機器互相碰撞。此外，為減少工程對附近
居民造成噪音影響，港鐵亦會避免同一時段內有過多機器同時運作。

港鐵已預留今年和未來兩年的旱季，配合明渠施工進度，但盡量希
望在首兩個旱季內完成。首個旱季工程已於去年十月展開，期間需完成
三成工序，至今已完成一成。造價為一百二十四億元的南港島線全長約
七公里，為金鐘站的伸延線，途經海洋公園、黃竹坑、利東及海怡半島
。工程已在去年五月展開，預計一五年竣工。

港鐵南港島線東段已進入車站興建工程，為免霸佔南
區路面，其中黃竹坑站將會興建在前黃竹坑邨對開的香葉
道明渠上。為防河水氾濫及影響河道排洪能力，工程設計
需 「睇天做人」 ，一切影響河道的工程，只能在旱季期間
進行。港鐵共連續預留三個旱季施工，以期工程能在二○
一四年第二季完成。

本報記者 黃芷慧

南港島線（東段）黃竹坑站工程主要資料
落成後的黃竹坑站長度落成後的黃竹坑站長度
層數層數
闊度闊度
明渠工程範圍明渠工程範圍
覆蓋長度覆蓋長度
明渠擴闊明渠擴闊
工程項目工程項目

250250米米
22層層
1818至至2020米米
由警察學院至大王爺廟，約由警察學院至大王爺廟，約800800米米
640640米米
由由1818米擴至米擴至2121至至2424米，增加約米，增加約25%25%
1.1.拆除原有明渠牆拆除原有明渠牆
2.2.興建興建640640米的新明渠牆米的新明渠牆
3.3.興建新明渠底層興建新明渠底層
4.4.建造臨時河道建造臨時河道
5.5.建造水閘建造水閘
6.6.建造明渠樁柱共建造明渠樁柱共2525枝枝
7.7.建造建造14,00014,000平方米的新明渠平台平方米的新明渠平台

▼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副會長王
吉顯和銀行業僱員協會主席李麗貞出
席記者會 本報記者林雨燊攝

▲潘建強稱工程需在旱季進行，以防
雨季河道氾濫

▼大型機件已在明渠工地施工
本報記者林雨燊攝

▼港鐵已建臨時河道將河流引
渡，以進行地基及樁柱工程

本報記者林雨燊攝

▲ 事主由
救護車送
院救治，
傷勢無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