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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漢倒的士突發難涉襲警
【本報訊】滿身酒氣中年漢不勝酒力，昨凌晨乘的士

返家途中已呼呼大睡，到達葵涌葵盛西邨目的地時，司
機拍打不醒無奈報警；醉漢被警員到場喚醒時，竟發難
以 「施丹頭槌」撞傷一名警長，最終被警員制服拘捕。

被捕男子姓林（四十七歲），涉嫌 「襲警」及 「公
眾地方行為不檢」罪名被扣查。昨日凌晨一時許，姓林
男子帶醉在旺角登上一輛的士，向姓李（六十三歲）司
機表示往葵盛西邨，隨即馬上在座椅呼呼大睡。的士約
二十分鐘後到達葵盛西邨巴士總站，司機通知醉漢，詎
料他鼾聲如雷沒有反應，無計可施下報警求助。

「施丹頭槌」 撞警長
多名警員到場，其中一名警長打開後座車門，不停

搖晃其身軀終將其叫醒，要求對方出示身份證，未料有
人疑被吵醒後情緒失控，突以 「施丹頭槌」撞向警長額
頭，其他警員見狀一擁而上，合力將醉漢制服，聯同受
傷警長一同送院檢驗。

【本報訊】兩名青年前晚帶同三名少女，潛入藍
田一間空置學校企圖爆竊，街坊發現報警，警員趕到
當場將五人截獲，盤問後有人和盤托出，偷取鎖匙後
準備到課室及辦公室搜掠，全部被拘捕帶署。

兩名被捕青年姓吳及姓陳（均十九歲），另外三
少女分別十四歲及十五歲，他們俱涉嫌 「爆竊」罪名
被警方扣查；據悉，有人對校舍環境熟悉。

聖言中學舊址已空置
事發現場為安田街十一號聖言中學舊址，聖言

中學成立於一九七零年，為一所天主教男校，去年

九月遷至新清水灣道三十八號新校舍，校長敦弼表
示，藍田校舍稍後將交還教署，目前舊校舍內已無
貴重物品。

前晚深夜十一時許，一名姓蘇（五十四歲）街坊
發現該幢空置中學傳出異響，擔心有人潛入爆竊，於
是報警求助。警員接報趕至，將校舍出入口封鎖後入
內搜索，未幾即發現五名少年在校內走廊，上前盤問
後，相信五人攀越圍牆進校，偷走多把鎖匙準備潛入
課室及辦公室搜掠；另外，警員發現校舍內一扇門有
損毀痕迹，估計與涉案者有關，全部被捕帶署，事後
校方職員經過點算，證實並無損失。

沙井腳架突翻側工人傷手
【本報訊】一名六旬地盤工人，昨日下午偕工友到

青衣路一沙井口準備工作期間，在沙井口上安放的三腳
架突然翻側，割傷工人手掌，血流如注，工友代為報警
，救護員到場將他送院救治。

意外受傷工人姓周（六十歲），左手掌受傷，送院
時仍清醒，經救治後已無大礙。意外現場為青衣路近青
強街一個路邊地盤，昨日下午三時許，周與另外兩名工
友到上址一個沙井口，安放三腳架後準備落沙井工作，
詎料三腳架突然翻側，周走避不及被割傷左手掌，工友
代為報警，救護員到場將他送院救治，警員調查後通知
勞工處派員跟進。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三日電】日前，一名內地旅
客攜帶的一批特殊 「行李」被皇崗海關關員截獲，竟藏
有六十五件珍貴品種的翡翠飾品，總標價二千八百五十
八萬元人民幣。

今年四月三十日下午五時，一名內地旅客從皇崗口
岸旅檢入境大廳入境，僅提着一個大購物袋。在經過海
關監管區時，海關關員示意其將行李放上X光機檢查，
但該旅客似乎沒有聽見，仍然往前行走。關員趕忙將其
攔下。經過X光機檢測，關員發現裡面有可疑物品。打
開購物袋，發現其中裝着的，全是用精美包裝盒、防震
塑料袋或厚實紙袋包裹着的翡翠飾品，包括翡翠手鐲、
翡翠項鏈、翡翠吊墜等。

價值高收藏品種
經清點，共計六十五件。當事人攜帶的物品清單顯

示，該批翡翠飾品標價竟高達二千八百五十八萬元人民
幣。據皇崗海關關員介紹，這些翡翠多是價值高的收藏

品種。目前，案件已移交緝私部門進一步處理。所攜翡
翠飾品價值正在鑒定中。

據悉，近年來，內地翡翠收藏與投資不斷升溫，
旅客違規攜帶翡翠飾品入境事件時有發生。自去年下
半年至今年四月份，皇崗關在旅檢渠道查獲該類案件
近二十宗。

【本報訊】一名十六歲少年人細鬼大，前晚深夜
到十五歲小女友的葵涌石籬街寓所偷嘗禁果，被女友
父親返家撞破盛怒報警，遭警員到場拘捕。

少女父回家撞破
被捕少年涉嫌 「與年齡在十六歲以下的女童性交

」罪名被扣查，稍後已暫准保釋；消息稱，他與其十

五歲女友為同學，就讀葵涌區內一間中學。前晚深夜
十一時許，少年跟隨小女友返回其石籬街寓所 「傾密
偈」，孤男寡女共處一室期間，少女父親（四十歲）
返回，赫見女兒與少年在屋內衣衫不整，懷疑兩人曾
有越軌行為，當場怒火中燒，大興問罪之師後決定報
警。警員接報趕到，調查後將少年拘捕帶署，並安排
救護車將少女送院檢查。

逆子恐嚇老父索財遭追緝
【本報訊】一名忤逆中年漢，前晚在柴灣興華邨寓

所向老父苛索金錢，並揚言會對家人不利，遭拒後拂袖
離家，老父心痛欲絕，大義滅親報警，警員到場調查後
列勒索案處理。

揚言對家人不利
涉案男子姓朱，與家人居於興華二邨和興樓一個單

位，據其七十八歲老父指，兒子過去屢次向家人 「伸手
要錢」，前天晚上八時許，朱在寓所再向老父索錢，被
父親嚴詞拒絕，詎料有人惱羞成怒，竟惡言相向，揚言
若拿不到錢就要對家人不利，大發雷霆後離家而去。朱
父聞言心痛欲絕決定報警，警員到場調查，了解情況後
將事件列作勒索案處理，現正追緝涉案逆子的去向，案
件交由東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三隊跟進。

兩宗巴士非禮兩男落網
【本報訊】兩名年輕女子分別在前晚及昨晨，在行

經元朗及深水埗區巴士上遭色魔非禮，幸有見義勇為乘
客協助報警，警方接報到場先後拘捕兩名涉案男子，兩
女則獲送院診治。

昨日上午九時許，一名二十四歲女子乘巴士途經深
水埗區時，突然被一名男子非禮，女事主大驚呼叫，乘
客見狀不忿色魔惡行報警，警員接報到場，經調查後將
一名姓陳（二十五歲）男子拘捕帶署。

乘客見義勇為報警
另外，前日晚上八時許，一名十八歲少女乘巴士行

經元朗天龍路時，發現被身旁一名男子非禮，她大聲呼
叫 「救命」，鄰座一名三十八歲見義勇為男乘客馬上報
警，警員到場將二十二歲涉案男子拘捕，並安排救護車
將女事主送院檢驗。

機場檢二百萬毒品拘兩人
【本報訊】一對中年男女昨清晨在機場離境大堂準

備離港期間，被警方毒品調查科探員截查，並在兩人身
上檢獲二點五公斤冰毒，市值二百萬元。

被捕男子姓蘇（六十歲），姓孔女子（四十六歲）
，涉嫌 「販毒」罪名被通宵扣查。

警方毒品調查科根據線報，昨日上午六時許掩至機
場離境大堂，發現一對正準備出境目標男女後，馬上將
兩人截停，並在他們身上檢獲二點五公斤冰毒，市值二
百萬元，探員當場將兩人拘捕帶署，正追緝毒品來源及
涉案同黨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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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吳美慧報道：家計會去年底引入
服藥墮胎方法，讓不願做刮宮手術的懷孕婦女，有另
一個選擇。四個半月內，四分之一求助婦女選擇服藥
排出胚胎組織，當中包括十四歲因嘗禁果 「出事」的
少女，研究發現九成七人能完全流產。家計會表示，
沒打算生孩子的婦女，應小心避孕，別因吃藥不像做
手術般可怕，隨意放棄生命。

香港家計會由去年十一月起，引入服藥墮胎方法
。家計會高級醫生羅善清指，該藥物適用於懷胎少於
九星期的孕婦，墮胎原理是混合使用兩種藥物，第一
種藥能干擾孕激素，使其無法發揮作用，令胚胎脫落
，同時增強子宮對另一種藥物的反應，令子宮收縮力
增加，有效將胚胎組織排出。

耗時長三周持續行經
服藥和刮宮的收費，同樣是三千元。服藥墮胎的

婦女毋須接受麻醉和做手術，感覺上對身體傷害較少
，較自然和較能保住私隱，下體不會有疤痕。去年實
施至今，有四分之一求助婦女、共一百六十人，接受

服藥墮胎，主要是廿一至三十歲年輕婦女。家計會研
究其中一百名婦女的情況，其中二十三人年齡少於二
十歲，最小的只得十四歲。

非所有孕婦適合服藥
不過，通過服藥墮胎耗時較長，會有兩至三星期

持續行經，可能有陰道出血、腹痛、作悶、腹瀉、藥
物過敏等副作用。一百人中，其中七人因嫌流血時間
過長或不明原因，沒有繼續覆診。其餘九十三人裡，
完全流產率達九成七，不需刮宮輔助，成效跟傳統刮
宮手術的九成八成功率相若。另外，只得六人有輕微
藥物過敏或腹痛問題。

羅善清指，本港婦女避孕意識越來越高，二○○
一和二○一○年，全港合法墮胎數字為二萬宗和一萬
一千宗，跌四成五。家計會的墮胎手術方面，零二年
和一零年分別有四千和一千三百宗，跌六成八。但她
透露，從傳媒報道得知，有意外懷孕婦女從坊間藥房
、內地和網站，取得未經註冊的墮胎藥。她強調，墮
胎需得兩名認可醫生批准，在指定醫院診所進行，自
行墮胎是違法，最高監禁七年和罰款，金額由法庭決
定。另外，不是所有婦女都能服墮胎藥，如懷孕超過
九周、疑似宮外孕或多胞胎、藥物過敏、每天吸煙超
過二十枝，餵哺母乳，以及有哮喘、羊癇、貧血等健
康問題，她們可能有敗血病、嚴重藥物過敏或嚴重出
血等致命的併發症。

家計會診所經理劉美好說，求助婦女墮胎前均需
接受輔導，包括檢討避孕失敗的原因，考慮繼續懷孕
，自己撫養或交給別人領養等。羅善清補充，婦女沒
做好避孕便行房的話，可在七十二小時內服事後丸，
越快越好，或在五天內到家計會裝子宮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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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計會引服藥墮胎成效佳

與女友嘗禁果少年被拘

內地客內地客藏藏28582858萬翡翠皇崗遭截萬翡翠皇崗遭截

▲事發現場為藍田安田街十一號聖言中學舊址

五男女潛學校企爆竊被捕

男子在警員到場時男子在警員到場時
跳樓自殺，飛墮大跳樓自殺，飛墮大
廈對開空地斃命廈對開空地斃命

▲羅善清指，本港婦女避孕意識越來越高

現場為秀茂坪邨秀逸樓一個單位，跳樓身亡男子
姓鄭，五十三歲，據悉患有精神病，需長期服藥。他
與母親（七十八歲）、妻子（四十八歲）及兩名女兒
（分別十七及十五歲）同住。該名男子疑拒絕服食精
神病藥，病情出現反覆。

吃藥問題引爭執
事發昨晚九時十一分，他因吃藥問題與家人發生

激烈爭吵，其間有人狂性大發，突然衝入廚房取起菜
刀，不顧親情手起刀落狂斬，並且殺紅了眼，母親、
妻子及兩女兒，紛紛中刀無法倖免。其間母親頸部重
傷流血，負創逃離單位走落大堂，找保安員驚惶求救
，他聞言立即報警。

至於大女兒，頭臉及手腳中多刀重傷，拚命逃入
睡房反鎖避禍，僥倖避過一劫；細女雙腳也有刀傷，
瑟縮於客廳一角大受驚嚇。但妻子因以身護女身中多
刀變成血人，在客廳倒臥血泊不省人事。

女死者身中多刀
警員接報持盾牌趕到，見行兇者持刀開門後再關

上，不敢怠慢決定破門入屋，但兇徒已從單位攀窗躍
下自殺，倒臥大廈對開空地，頭部爆裂手腳骨折當場
死亡，足上一隻鞋亦甩脫，遺留在空地上。

警員安排救護車將三名受傷女子送院，其中妻子
送抵聯合醫院搶救，惜最終返魂無術；母親及大女兒
在送院時也已昏迷，性命堪憂；其中長女需在伊利沙
伯醫院留醫。現場消息稱，女死者身中至少達十多刀
血肉模糊，案發現場血漬斑斑，場面相當可怖。至於
該家庭一名較年幼女兒，在血案中雖只受輕傷，但目
睹恐怖情境受驚過度，相信被恐怖場面嚇破膽，情緒
大受刺激，事後也需送院治理。未知日後會否有嚴重
心理後遺症。

疑精神病發疑精神病發 揮刀砍家人揮刀砍家人

男子男子殺妻斬母傷女殺妻斬母傷女墮樓亡墮樓亡
【本報訊】秀茂坪邨發生精神病漢狂斬

家人再跳樓悲劇，釀成兩死三傷。該男子疑
沒有吃藥，被家人勸戒時發生爭吵，狂性大
發取起菜刀，向母親、妻子及兩女兒先後揮
刀狂斬，紛紛中刀受傷，然後在警員到場時
跳樓自殺，飛墮大廈對開空地斃命。妻子送
院後不治，大女及母親性命堪憂。

▲▲大女兒頭大女兒頭
臉及手腳中臉及手腳中
多刀多刀受傷受傷

▲▲

細細女在血女在血
案中雖只受案中雖只受
輕傷，但目輕傷，但目
睹恐怖情境睹恐怖情境
受驚過度受驚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