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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雲山慈正邨昨發生少妻疑斬殺老夫倫
常血案。49歲婦人疑覬覦八旬丈夫家產，
擔心被非其所出的大婆兒子分攤，前日早上
與夫激烈爭執，期間有人一時情緒失控動殺
機，老夫慘被斬劈多刀死亡，但兇徒事後不
知所惜，伴屍整日後，傍晚收拾衣物 「走佬
」 ，卻慌不擇路沿屋邨後的飛鵝山小路往山
頂走，最終被困峭壁 「半天吊」 ，最終難捱
細雨寒風，自行報警求救，消防員花9小時
始將疑兇救起，探員昨傍晚將她押返現場重
組案情。

本報記者 區天海

少妻少妻疑覬覦遺產斬殺老夫
案發後藏身飛鵝山 困峭壁報警求救

赤腳漢倒斃路邊 疑涉兇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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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麥國良報道：天水圍石埗路
發生懷疑兇殺案，一名紋身中年漢昨晨被村民發
現倚坐路旁，警員到場證實已明顯死亡，由於死
者赤腳，但腳掌並無污跡，警方不排除發現屍體

處並非第一現場，遂循兇殺案程序處理，召法醫
及搜索犬到場蒐證，屍體則舁送殮房，剖屍檢驗
其死因。

被發現倒斃路旁男子年約 40 至 50 歲，1.65
米高，瘦身材，被發現時身穿深色T恤、淺色長
褲及灰色風褸，全身有多處紋身，仵工稍後將其
遺體舁送殮房，待法醫作進一步化驗。由於死者
被發現時身上雖帶有銀包，卻無身份證，其身份
仍有待進一步確認。

事發現場為天水圍石埗路2號對開，約30米
外是屏廈路，平日有大批貨櫃車來回往返貨場，
附近村民指石埗路亦經常有人踏單車經過。

昨晨8時許，有村民行經上址，發現路旁有
一名男子倚坐在一堆雜物旁，上前查看赫見他昏
迷不醒，慌忙報警求助。警員及救護員到場，證
實他已死去一段時間，毋須送院。警員初步檢查
後懷疑案中有可疑，知會上級召重案組探員接手
調查。

另警員將現場一段石埗路封鎖進行調查，來

回車輛均被截停查問，踏單車人士途經同被警員
查問有關資料。探員在死者身上沒有發現傷痕，
附近並無打鬥痕跡，死者雙腳並無穿鞋襪，可是
腳掌卻無任何污跡，連日來天雨不斷，案發現場
附近泥污處處，因此警方不排除該處並非犯案第
一現場，未知是否事主遇害後被人移屍到此。

此外，探員在死者身上檢獲一個銀包，但無
發現身份證明文件，未能確定其身份。另外在屍
體旁有一輛綿羊仔電單車及7人車，調查後證實
電單車屬一名警員擁有，在較早前已報失；7人
車其中一車窗遭人損毀，姓陳車主下午1時到場
協助警方協助，初步相信與案無關。

大批機動部隊警員到場，在附近草叢作地毯
式搜尋證物，搜索犬亦奉召到場協助，但並無檢
獲涉案兇器。探員在附近一間速遞公司及飯堂，
翻看閉路電視錄影片段，惜未有發現，案件暫列
作屍體發現案處理，警方呼籲如有任何人士可提
供資料，可致電36614700，與元朗重案組第2隊
探員聯絡。

【本報訊】一名大嶼山的士司機昨午在天雨下駕
車途經北大嶼山翔東道時，懷疑疲勞過度打瞌睡導致
的士失控，越過對面線與一輛客貨車迎頭猛烈相撞，
的士車身嚴重損毀，司機重傷昏迷被困，由消防員救
出急送醫院，惜終因傷重不治；客貨車上6人同告浴
血，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警方拘捕。

車禍中死亡的士司機李錦明（54歲），據悉駕駛
大嶼山的士多年，其女兒及女婿事後趕到瑪嘉烈醫院
認屍，驚聞噩耗悲慟不巳。客貨車司機劉×明（23歲
），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捕，現正被警方扣
查；另外3男2女傷者（54至69歲），送院敷治後無
礙。

昨下午1時許，沒有載客藍色的士沿大嶼山翔東
路向東涌方向行駛，途至近陰澳時突然失控，越過對
面行車線，與一輛清潔公司客貨車迎頭猛撼。由於撞
力猛烈，兩車雙雙剷上山邊草坪，的士右邊車身被劏
開，車門飛脫，司機被困車內昏迷。客貨車司機與5
男女乘客全部浴血，幸傷勢不重，連忙報警。

救護員接報到場先安排6名輕傷者送院，消防員

撬開的士車門將司機救出，惟已傷重陷入昏迷，救護
員將他送抵瑪嘉烈醫院證實不治。

警員將翔東路封鎖進行調查，警方表示事發時有
微雨，路面濕滑，客貨車司機報稱的士行駛中突然越
過行車線，現場並未發現的士有煞車痕跡，正循機件
故障、的士司機是否疲勞過度打瞌睡等方向調查。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會長唐躍峰表示，大嶼山共有
約50部的士，司機多數以 「特更」形式運作，從清早
至晚上，每日駕車逾10小時。他指出，入夜後生意較
少，但司機不會24小時營運，他勸喻同業要有充分休
息，避免發生不必要的意外。

血案現場為慈正邨正泰樓12樓的一人單位，慘遭
殺害男事主黃德江，84歲，退休前為一名廚師，他被
發現時倒斃床上，面部、胸口及肩膊有8至10處刀傷
，其中一刀直插心臟，相信是致命創傷，遺體已被舁
送殮房，有待法醫安排驗屍確定死因。

語無倫次精神有異
涉嫌殺夫被捕女疑犯方×華，49歲，警方透露本

年2月她曾在上水報案，指稱被人跟蹤，警方調查期
間發覺她語無倫次，懷疑精神有問題，但公立醫院並
無其求診精神科紀錄，事後亦證實她沒有到精神科求
診紀錄。

昨日凌晨0時15分，警方接獲一名女子報案，自
稱被困在慈正邨正泰樓附近的一個山坡，並坦言前日
在正泰樓單位內殺害一名男子。警方接報大為緊張，
立即調派手持盾牌的衝鋒隊警員，首先趕到肇事單位
破門入內調查，赫然發現一名身中多刀，滿身鮮血的
老翁倒斃碌架床下格床上，上身蓋住棉被，相信死去
已有一段時間，床邊遺下一把染血的約1呎長切肉刀
，馬上通知上峰增援，重案組探員奉召到場調查。

大批人馬搜索拯救
另一方面，警方派出行山隊、高空搜索隊及機動

部隊人員，到慈正邨後的飛鵝山搜索，警員分成多組
摸黑沿沙田坳道登山，及至凌晨3時許，警方又接獲
晨運人士報警，指於距離正泰樓對上約 400 米陡峭山
坡叢林，聽到有人呼叫救命聲，警員趕抵發現一名女
子，在斜度接近90度的陡峭山坡，由於無法攀爬落山
，召來消防員協助拯救，但因當時天黑大霧加上現場
陡峭濕滑，遂決定等到天光後正式展開營救。

至昨日上午9時許，多名消防員利用繩索攀落沙
田坳道對下約60米處的峭壁，成功將通宵被困女子救
起，並送往醫院檢查。她事後向警員表示，前日傍晚
離家時，途至上址山頭時迷路，並走到一叢林處被困
，遂用手機報警及大聲呼叫救命。有人向警方坦白承
認，前日早上因金錢問題與夫爭執，其後用刀將丈夫
殺死，伴屍整日思前想後，攜衣服離家逃走，詎料慌
不擇路被困山中。

重演爬坡走佬過程
重案組探員經調查後，在昨日傍晚6時將涉案女

子押返正泰樓現場，疑犯鎖上解犯鏈，由探員押解登
樓，重組案情，稍後她被帶到附近正怡樓，指示如何
沿護土牆爬上山坡，期間有探員錄影片段，疑犯逗留
約1小時後，由探員押返警署扣查。

黃大仙警區副指揮官周德財（刑事）警司表示，
死者與女疑犯屬夫婦關係，目前正調查兇案動機，初
步相信疑兇沒有精神病紀錄，稍後將落案控以有關罪
名。

【本報訊】涉嫌殺害老夫中年婦
街坊呼之 「阿華」 ，原籍廣東花都，
與前夫育有一子，2004年與案中死
者黃德江在內地結婚，直至2009年
才來港定居，不過起初她沒有與夫同
住，而是在上水新豐路租住一單位與
兒子居住，並找到一份保安員工作，
至近日失業始遷進慈正邨丈夫寓所。

街坊指出，黃伯早年任職廚師，
收入豐厚，在內地自置3幢物業，據
悉現時有10多萬元積蓄。他與前妻
育有2子，現時已年屆中年，一向在
內地生活，直至近年2子獲批來港，
不排除有人擔心丈夫家產被瓜分，埋
下殺人動機。

另正泰樓街坊表示，黃伯獨居上
址10多年，甚少與街坊交談，亦不
見有子女探望，直至2年前才見該名
鄉音未改的中年婦出入，但街坊一直
不知兩人關係，及至案發後始知道原
是老夫少妻。鄰居又稱，疑兇平日外
貌及言談均無異樣，不像有精神問題
，今年中該單位曾傳出過一次激烈的
爭吵聲，但不知爭吵內容。

曾為死者作證婚人的黃大仙區議
會議員黃逸旭表示，黃伯臨老才再婚
，疑兇並無向其求助過，不清楚她是
否有精神病問題。

【本報訊】一名外籍女子昨午由灣仔軒尼詩道一幢大廈的12樓天台
墮下，撞正樓下一輛埋站的城巴車頂，強大下墜力將女子反彈落地，送院
搶救後命危，由於傷者身上未有證件，身份未明。警員沒有檢獲遺書，正
調查墮樓原因。

墮樓金髮外籍女子年約30歲，送律敦治醫院搶救，其後轉送瑪麗醫
院深切治療部留院，現場情況危殆。

昨日下午近3時，灣仔軒尼詩道173號有住客發現大廈12樓天台有人
徘徊，未幾隨即躍下，當時一輛40M 路線的雙層城巴（見圖）剛巧停在

大廈對開車站，正準備
上落客，洋女飛墮而下
猛撞城巴接近車頭的車
頂，發出隆然巨響，巴
士上層的擋風玻璃爆裂
，洋女反彈直墜地面，
頭部重傷昏迷。

巴士車長見有血人
從車頭擋風玻璃前墜地
，嚇得瞠目結舌，驚魂
甫定即報警。

瞌眼瞓撼客貨車
大嶼山的士司機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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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金髮女墮樓危殆
【本報訊】東涌藍天海岸

保安員情殺案，警方昨日落案
控告一名30歲男子企圖謀殺及
謀殺共兩項罪名，今日在沙田
裁判法院提堂。女死者家人昨
晨到殮房認屍，母親面對女兒
慘被殺害，悲慟不已。

警方昨日落案控告30歲姓
潘男子企圖謀殺及謀殺罪名，
涉案男子前日在東涌海濱路12
號一幢住宅大廈外用菜刀襲擊
其20歲男同事，調查期間，發
現疑犯涉嫌於本周三（28日）
，在大埔太和邨居和樓一單位
內襲擊一名24歲女子，女事主
被發現昏迷倒卧單位內的一張
床上，背部多處有刀傷，當場
證實死亡。

案中女死者羅育如（24
歲），為東涌藍天海岸保安
員，與一名姊妹同住大埔太
和邨居和樓一個單位，但其
姊妹並非經常返家留宿，故
羅女被殺後陳屍家中，卻沒
有被人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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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員利用
繩索攀落沙田
坳道對下約
60 米處的峭
壁，發現被困
女子

▼警方派出
行山隊、高
空搜索隊及
機動部隊人
員到飛鵝山
搜索

▼警員到達正泰樓單位時，男事主已死去一段時
間，遺體被舁送殮房，待法醫確定死因

◀被困女子在
昨日上午9時
，成功被救起
並送院檢查

▲有村民在天水圍石埗路路旁，發現一名男
子倚坐在一堆雜物旁，警員初步檢查後懷疑
案中有可疑 本報記者麥國良攝

▲的士右邊車身被劏開，車門飛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