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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拖人工 老翁疑被禁錮
【本報訊】一名六旬老翁早前僱用裝修工人，替

其元朗錦綉花園寓所進行裝修工程，詎料工程完結後
雙方發生爭拗，有人使 「拖字訣」不願將尾數付清，
老翁前日被邀到尖沙咀一單位與兩名工人會面，談判
工程債務問題，期間雙方達成協議各自離開，但老翁
回家後疑不忿報警，探員到場了解事件，經調查後列
作 「非法禁錮」案處理。

涉案男事主姓蔣（六十三歲），與家人同住元朗
錦綉花園紫荊西路一單位，消息稱，早前他僱用一批
工人，到他寓所進行裝修，至完工後因工程問題雙方
發生爭拗，尾數仍未付清，工人前日下午相約老翁到
尖沙咀一單位，談判有關債務問題，期間雙方達成協
議後各自離開，老翁沒有受傷，亦無任何財物損失，
但回家後疑感不忿報警，元朗刑事調查隊第九隊探員
到場了解事件經過，經調查後列作 「非法禁錮」案處
理，暫時無人被捕。

【本報訊】一名疑患情緒病印籍女子，昨日
上午在大圍紅梅谷公園內 「狂性大發」，突然將
身上衣服逐件脫下，幾乎脫至全裸，遊人驚見裸
女立即報警，警員到場將其制服，包上毛氈後送
院檢查。

現場為大圍紅梅谷公園，昨日上午十一時許
，一名年約三十歲印籍女子在園內不停手舞足蹈
，更喃喃自語，起初公園內遊人不以為意，詎料
她突然開始邊行邊脫衣，遊人始覺驚訝，其後她
更脫下長褲，幾近全裸，遊人見狀立即致電報警
。數名男女警員接報到場，該名印女瞥見警員後
突然情緒失控，發狂四處奔走，警員從四方八面
合圍，並將其「擒住」制服，代為拾回衣物替她遮蔽
身體，救護員再包上毛氈，但因她仍不斷掙扎，
警員遂用手扣將她制服，再由救護車送院檢查，
警方正調查她是否精神有問題致出現失常行為。

上水中年漢墮樓亡
【本報訊】一名中年漢昨凌晨在上水中心一大廈

高處飛墮而下，倒臥平台當場死亡，保安員發現報警
，警員在場調查並聯絡死者家人，初步相信事件無可
疑，列作有人從高處墮下死亡事件處理。

事發於昨日凌晨四時許，一名年約四十歲男子被
發現從上水中心三座大廈高處墮下，倒臥平台地面上
發出隆然巨響，當場肝腦塗地，保安員發現後慌忙致
電報警，警員及救護員接報到場，證實該名墮樓男子
已死亡，毋須送院。警方在現場調查後，並與死者的
家人聯絡了解事件原因，警員未有檢獲遺書，經過初
步調查後，認為事件無可疑。

另訊，昨日早上七時許，觀塘和樂邨居和樓一名
姓陳（四十一歲）女子，在家中疑與丈夫因感情問題
爭執後，怒氣沖沖衝出露台，並企圖攀越跨出露台，
家人恐她跳樓一面勸止，一面致電報警。消防員及警
員接報到場，將她勸服返回安全地點及送院檢驗。

同屬一公司 兩舖被淋油
【本報訊】一間公司名下位於尖東及荃灣兩間兌

換店，昨晨在四小時內分別遭人潑淋紅色油漆，警方
將兩案列作刑事毀壞案調查，並已聯絡負責人了解匪
徒犯案動機，不排除涉及兌換匯款業務或私人恩怨，
暫時無人被捕。

昨日凌晨五時許，尖沙咀加連威老道一百號港晶
中心一名姓莫（五十一歲）男保安員，巡經地下一間
兌換店時驚聞異聲，察看下赫見兌換店大門鐵欄被人
潑淋紅色油漆，於是報警。警員到場證實上址鐵閘及
地上均布滿紅色油漆，面積約兩米乘兩米，附近地上
更遺有一個曾盛載漆油的器皿，相信是逞兇者棄下，
於是聯絡兌換店負責人協助調查。

至早上九時許，另一間同名位於荃灣眾安街十一
號的兌換店，姓彭（三十九歲）女負責人返回上址時
，發現大門鐵閘被人潑淋紅色油漆，另外一個廣告膠
箱亦被人毀壞。警員接報到場經調查後，列作刑事毀
壞案交由荃灣警區刑事偵緝隊第八隊跟進，由於兩間
兌換店同屬一間公司，遭刑毀的手法相同，不排除是
同一幫匪徒所為，正追查案件動機。

【本報訊】葵盛東邨發生涉及iPhone4手機
的離奇劫案，一名女子昨晨致電報案，指稱在荃
灣被一名賊人搶去手機後，跟隨賊人指示，一同
乘的士到葵盛東邨欲取回手機，豈料被對方逃去
，惟警方對女事主的口供存疑，認為另有內情，
現正深入調查中。

報稱遇劫的女子姓張（三十三歲），沒有受
傷；涉案男子年約三十至四十歲，染金髮、肥胖
身材，約一點六五米高，犯案時身穿黑色上衫及
黑色長褲。

昨日上午十時許，姓張女事主行經荃灣沙咀
道街頭，突然被一名男子搶去iPhone4手機，對
方向她表示，如欲取回手機，要跟隨他乘的士前
往葵盛東邨，女事主感莫名其妙，但仍跟隨一起
乘的士，當兩人抵達葵盛東邨後，登上盛安樓一
處梯間時，該男子着她轉身面向牆，稍後她轉身
查看，發覺對方已逃去無蹤，馬上報警求助。警
員接報到場調查，並在附近一帶兜截，但並無發
現。警方對於女事主講述遇劫經過，認為頗為離
奇，不排除事件另有內情，邀請女事主返署詳細
了解事件。消息稱，懷疑事件中有人在街頭勾搭
對方，一同準備返回盛安樓一單位，但抵達案發
現場的樓梯間時，歹徒向女事主強搶去手機後逃
去無蹤。

另訊，昨日早上七時許，一名二十六歲男子
行經銅鑼灣糖街十九號對開時，突然遭三名南亞

裔男子攔着去路，並將他包圍，掠走其身上
iPhone4 手機，以及一個內有七百元現金的銀包
，事主一度反抗時被賊人打傷口角，賊人得手後
四散逃去，事主負傷報警，由到場救護員敷治後
隨警員返警署協助調查。

疑街頭勾搭 女子iPhone被劫

慘被摺櫈扑死老翁陳×剛（七十五歲），生前駝背不
良於行，須持枴杖，他被發現時頭部重創，血肉模糊倒臥
客廳血泊中，身邊遺有一張染血摺櫈，遺體事後被舁送殮
房，稍後安排剖屍化驗；涉嫌醉酒弒父疑兇陳×輝（三十
八歲），任職船務文員，並無精神病及濫藥記錄，鄰居指
他平日打扮斯文，父子倆出入時甚少交談，極少有爭執。

現場為黃大仙下邨龍逸樓一單位，鄰居指姓陳一家三
口居住上址多年，疑兇為人文靜，未聽聞有酗酒習慣，老
翁平日喜歡戴着耳筒聽收音機外出，其老妻則性格開朗，
夫婦兩人另有兩女已外嫁，間中帶同孫兒回娘家探望父母
，三代同堂本亦樂也融融，故兇案揭發後街坊無不議論紛
紛，感到非常驚訝。

昨日凌晨零時許，女戶主返回寓所推門入屋，赫然發
現屋內一片凌亂，滿地鮮血，丈夫全身浴血倒臥客廳一張
棉被上，昏迷不醒，兒子同樣滿身血污，醉態龍鍾呆坐一
旁，驚惶失措下報警求救。警員與救護員接報迅速趕抵現
場，證實老翁頭部重創已明顯死亡。警員調查後相信死者
兒子與案有關，將其拘捕並檢走一張疑是兇器的染血摺櫈
作進一步化驗，死者妻子則由女警帶返警署協查。

摺櫈狂扑老父頭顱
探員經調查後，相信疑兇前晚參加公司的周年慶祝晚

宴，疑大量飲酒後不勝酒力，返家後醉醺醺與父爭吵。由
於屋內十分凌亂，不排除父子兩人發生激烈爭執及推撞，
混亂間有人以一張摺櫈狂扑老父頭顱。但有人犯下弒父彌
天大罪後未有報警，至母親回家始被揭發，由於涉案疑兇
事後亦報稱不適，須探員押送伊利沙伯醫院拘留病房留醫
觀察，消息稱，他向探員稱事後腦中一片空白，完全無法
憶起早前曾發生過的事情。至於死者遺體則在昨日凌晨五
時許，由仵工舁送殮房。

黃大仙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周德財表示，案件已
被列作一宗謀殺案處理，死者的主要傷勢集中在頭部，傷
口基本與現場檢獲的一張相信是兇器的摺櫈脗合，稍後將
剖屍檢驗以確定死者的致死原因。另外，初步調查後顯示
疑兇並無精神病或濫藥記錄，目前正設法追查其殺父動機
及精神狀況。

醉漢發狂弒醉漢發狂弒醉漢發狂弒父父父酒醒稱失憶酒醒稱失憶酒醒稱失憶
酒能亂性殺人酒能亂性殺人？？

【本報訊】酒能亂性殺人？一名沒有飲酒習慣的壯年漢，前晚參加公司周年慶祝
晚宴，疑席間豪飲至酩酊大醉，回到黃大仙下邨寓所後與老父爭執，突然狂性大發，
持摺櫈猛扑老父頭顱至死，犯下弒父彌天大罪。其母至凌晨歸家揭發慘案報警，疑兇
稱受傷須送院，在酒醒後向探員表示腦中 「一片空白」 ，遺忘殺人記憶，警方列作謀
殺案，正循其精神狀況展開調查。

是醉酒是狡辯可判斷是醉酒是狡辯可判斷
【本報訊】精神科專科醫生李德誠表示，平日沒

有飲酒習慣的人，在偶然豪飲後，由於無法適應大量
酒精不勝酒力，有機會出現俗稱 「斷片」的現象，失
去醉酒後的一部分記憶，但有部分人士只是砌詞狡辯
，掩飾所犯的罪行。

李德誠說，分辨的標準在於醉酒後是否可做出
複雜的行為，部分人士在酩酊大醉後會爛醉如泥，
連站起步行都有困難，猶如 「昏迷」般要朋友攙
扶；但如果聲稱喝醉，仍懂得乘車回家、打架，
甚至強姦，非禮及殺人等嚴重罪行，有可能是

「借酒行兇」，以此作為藉口想推卸罪責。李
醫生指出，在此情況下，疑犯通常會判處羈留
於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由法醫及精神科醫
生為疑犯進行精神觀察、治療、評估或特別

心理服務，並分析疑犯的心理狀況，因個別病
態會從特別的病徵看出，與 「講大話」有明顯
分別。精神分析報告會交予警方，決定是否作

出起訴，另外報告會呈送交法庭作參考。
除醉酒外，在遇上重大意外事故如海嘯等天災，

或被強姦的受害人中，亦會出現喪失部分記憶的現象
，大腦會將該段 「不想記下來」的記憶自動關閉，隱
藏在腦中某處，如要找出該段記憶，須由專家或醫生
用特別的方法將其喚醒。

▲遺體事後由仵工舁送殮房▲遺體事後由仵工舁送殮房
▼疑兇稱受傷亦須送院，在酒醒後報稱遺忘殺人記憶▼疑兇稱受傷亦須送院，在酒醒後報稱遺忘殺人記憶

▲屋內一片凌亂，滿▲屋內一片凌亂，滿
地鮮血，死者全身浴地鮮血，死者全身浴
血倒臥客血倒臥客廳廳
▼醉漢母親（右）被▼醉漢母親（右）被
帶返警署協助調查帶返警署協助調查

【本報訊】警方偵破一個行劫集團，其利用未成
年少女負責 「踩線」找尋目標，及在同黨犯案時 「把
風」，涉嫌與紅磡及九龍城區內多宗行劫及爆竊案有
關，警方在過去兩日先後在沙田及紅磡馬頭圍道拘捕
三男一女，被捕的少女年僅十六歲，並檢獲大批爆竊
工具及武器。

被捕三名男子分別兩名姓張（三十四及四十一歲
），姓鄭（三十六歲），及姓胡（十六歲）少女，四
人涉嫌 「行劫」、 「爆竊」、 「藏毒」、 「藏有攻擊
性武器」及「攜有可作爆竊工具」等罪名被通宵扣查。

警方早前接獲一名女子（五十七歲）報案，指在
四日前其紅磡黃埔花園寓所被人入屋行劫，損失現金
八千元及一批珠寶。九龍城重案組探員接手調查，經
抽絲剝繭掌握重要證據後，在前日下午四時許掩至沙
田區拘捕一名涉案十六歲少女，及一名三十四歲姓張
男子。

探員稍後根據資料，至昨日下午三時馬不停蹄掩
至紅磡馬頭圍道，發現另外兩名目標人物在一輛停泊
的私家車上，當場將兩人拘捕，並在車上搜出一批爆
竊工具，不排除疑犯正覷準目標單位準備犯案。探員
稍後押解疑犯到其馬頭圍道寓所搜查，檢獲一批包括
螺絲批、口罩、手套及兩支鐵筆等爆竊工具，另搜出

鐵蓮花、兩把利刀及少量 「五仔」，及起回部分失物
，包括手表及珠寶，相信與多宗爆竊案有關。警方相
信該行劫集團涉及近日紅磡及九龍城區內多宗行劫及
爆竊案，呼籲未有報案的受害人與警方聯絡。

利用未成年少女踩線
肆虐九龍行劫集團被搗

▲警方檢獲的爆竊工具包括螺絲批、口罩、手套
及兩支鐵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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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先後拘捕三男一女，被捕少女年僅十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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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合圍將其 「擒住」 制服，代為拾回衣
物替她遮蔽身體

▲女事主向探員講述案發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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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辦事處重慶市渝中區學田灣東方花苑B座19-1TEL:(23)63628921 FAX:(23)63628921＊江西辦事處南昌市北京東南洋花園A4-5TEL:(791)8308129 FAX:(791)8308329＊湖南辦事處長沙市芙蓉晚報大道時速風標大廈1311室TEL:(731)82193515 FAX:(731)82193525＊廣西辦事處南寧市星湖路59號景湖假日大酒店2樓TEL:(771)5802399 FAX:(771)5802399＊新疆辦事處烏魯木齊市中山路477號自治區人民政府綜合辦公室樓303室TEL:(991)2803003 FAX:(991)2803003＊珠海記者站珠海市香洲區吉大路53號新華大廈1106室TEL:(756)3225869 FAX:(756)3225869＊澳門聯絡處澳門水坑尾街321號泉雅閣3樓A座TEL:(853)28354510 FAX:(853)28354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