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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環退休六旬夫婦失蹤事件竟是一宗喪西環退休六旬夫婦失蹤事件竟是一宗喪
盡天良弒父殺母肢解屍體的謀殺案盡天良弒父殺母肢解屍體的謀殺案！！港島重港島重
案組探員接手調查不足案組探員接手調查不足11天天，，閃電拘捕該對夫閃電拘捕該對夫
婦的幼子及其朋友婦的幼子及其朋友，，並在大角咀角祥街一並在大角咀角祥街一
房尋獲兩名死者被砍鋸成多斷的殘肢房尋獲兩名死者被砍鋸成多斷的殘肢、、頭顱頭顱
則藏在雪櫃內則藏在雪櫃內。。遺骸隨後被舁送殮房進行法遺骸隨後被舁送殮房進行法
證鑑定證鑑定，，另探員在場檢走包括鐵鋸另探員在場檢走包括鐵鋸、、砧砧
板及多柄利刀板及多柄利刀，，懷疑是分屍利器懷疑是分屍利器，，另警另警
方正調查疑犯行兇動機方正調查疑犯行兇動機，，不排除有人不排除有人
炒股票財困炒股票財困，，圖謀雙親財產有關圖謀雙親財產有關。。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區天海區天海

逆子偕友殺父母逆子偕友殺父母
警閃電破六旬夫婦失蹤案

該宗令全港市民震驚的肢解案，涉
案被逆子周×亮（29歲），他與另1名
35歲涉案男子涉嫌 「謀殺」罪名，現時
仍被警方扣查。

疑炒股喪下毒手
根據周×亮個人網誌顯示，他行為異於常人，他稱小時

候被強迫學鋼琴，到長大後埋怨沒時間運動導致身材短小，
但近年竟應徵電影 「3D玉蒲團」選角，令人覺得性格矛盾（
見另文）。另他早年在報館地產版任職記者，現正失業，他
在個人網誌上透露，早前因炒股差點破產， 「我的銀行工作
沒有了，股票市場上輸得清光，還不了私人貨款，樓也要斷
供賣了，可能很快要破產……我現在身無分文。」有關方面
不排除財困是本案起因。

疑慘遭兒子夥同黨殺害及肢解的夫婦，分別是周榮基（
65歲）及妻子蕭月兒（64歲），2人早年在培僑中學讀書，
本是師兄師妹關係，周在20屆畢業，蕭婦則是21屆。兩夫婦
現時已退休，閒時會做兼職保安員及文員打發時間，生前與
任職電腦設計的長子（35歲），幼子即案中疑犯同住西環第
二街83號 「西園」，街坊指是自置物業，對他們夫婦倆遭殺
害感到震驚，並指稱案中另一兇徒是幼子的舊同事。

周氏夫婦離奇失蹤案在本周初開始曝光，當時周的長子
報警聲稱父母不知去向，且表示其弟周×亮曾致電給他，表
示於本月2日曾與兩老在朗豪坊見面飲茶，兩人還聲稱會北
上內地旅遊，但其後一直杳無音訊。兄長報案的同時，更透
過facebook呼籲有心人協助尋找雙親，又聯絡多間傳媒高調
尋親。

重案組西環住所拘疑兇
警方港島總區重案組在前日接手調查案件，在不足24小

時後閃電破案，證實案中夫婦早於本月1日已被誘騙往大角
咀一房單位，疑慘遭親兒夥同友人殺害肢解，死者幼子及
一名男友人在昨日清晨7時許被探員拘捕扣查。

港島總區重案組高級警司馬志堅表示，警方是在本月9
日接獲周氏夫婦的長子報案，港島總區失蹤人口調查科隨即
展開調查，發現案件疑點重重，遂於本月14日交由港島總區
重案組接手，探員即日往夫婦位於西環的寓所接觸兩名兒子
，又翻查有關夫婦手機、銀行、出入境紀錄及大廈閉路電視
片段，另與鄰居及夫婦多名友人了解情況，及至昨晨拘捕夫
婦的幼子，並懷疑案中夫婦已遇害。

屍體切碎手腳放防潮箱
至昨日早上10時許，大批重案組探員根據幼子的口供，

掩至大角咀福澤街38號海興大樓3樓一個房單位搜查，再
拘捕另一名35歲男子。據現場消息稱，探員進入房時，赫
見房內滿地血跡，並有大量裝有疑是人體殘肢，包括手腳的
膠袋放滿3個大型防潮箱，場面異常恐怖，而2人頭顱則在單
位內一個被鎖上的雪櫃中尋獲，探員同時在單位內找到夫婦
的私人物品包括銀包、衣服及身份證。有調查探員形容屍體
「被切得好碎！好碎！」但頭顱尚算 「齊整」。

探員立即封鎖現場，召來法醫、鑑證科及政府化驗所人
員蒐證，並向大廈住客作問卷調查，及至下午檢走20多袋證
物及部分殘肢，及至晚上7時許，仵工到場將2名死者頭顱檢
走，至於曾藏2個頭顱的雪櫃，因要再作進一步取證，相
信至今晨才會檢走。

高級警司馬志堅續稱，根據的現場環境證據，初步相信
是第一兇案現場，不排除夫婦早於本月1日已遭殺害及肢解
，會進行DNA化驗以分辨兩名死者的殘肢。至於案件動機是
否涉及謀取父母財產？另兇手如何將夫婦誘騙到上址，仍須
作進一步調查。

【本報訊】懷疑弒父殺母再肢解
的冷血兇徒周×亮，手法極度殘忍。
原來曾在澳洲留學不成，2004年返港
的他曾從事多份工作，包括文員、報
章地產網記者及銀行等，惟每份工作
都不長。曾與他共事的舊同事形容，
疑兇非常崇拜 「國際大鱷」 索羅斯，
更自誇 「炒股好勁，唔憂做！」 但他
早前卻在個人網誌中透露炒股欠債
，未知是否因此埋下謀害父母財產殺
機。

消息指，角祥街兇案現場單位，
是阿亮與友人租住。他本與父母及兄
長4人同住西環寓所，但後來獨自遷
出，懷疑與父母意見不合。警方正追

查疑兇的犯案動機，探員暫未找到疑
兇的精神記錄，不排除稍後作心理評
估。社署發言人表示，有關家庭並非
署方的個案，不過社署會跟進有關家
庭的福利需要，提供適切的協助，如
事發現場附近住戶情緒受事件影響或
有福利需要，可向社署求助。

阿亮兄長因早前在facebook上開
設網頁尋親，昨日爆出驚人結果後，
大批網民留言譴責兇徒： 「毫無人性
的畜牲！」 有網民罵道： 「點會落到
手？係生佢同養大佢的父母，不得好
死！打落十八層地獄！」 另有網民感
嘆： 「兩位老人家安息。父母仲供埋
呢個殺人犯去澳洲讀書……」

曾應徵《3D玉蒲團》主角

疑兇自卑矮怨恨父母

疑兇炒股勁 偶像索羅斯 曾聽鋸人聲 女住客感噁心
【本報訊】肢解案兇案現場街坊昨日得

悉該宗滅絕人性事件，對逆子紛紛破口大罵
，有住在樓下街坊曾聽到鋸東西的聲響，昨
日知悉發生肢解案，懷疑是聽到切割人體的
聲音，嚇得瞠目結舌。

肢解父母兇案現場的角祥街海興大樓，
樓高6層，在2年前由地產商開始逐步收購，
現時逾半數住客已遷出，大廈已無看更巡邏
。居住兇案單位樓下2樓的陳太表示，近2日
曾聽到樓上有單位傳來鋸東西及敲打東西的
聲音，起初以為有人裝修，感到奇怪，因大
廈已被收購，為何有人會裝修？及至昨見到
大批警員到場才明白連日的 「裝修聲響」，
竟是有人被肢解，回想起來感到震驚及十分
嘔心。

在地下經營五金生意的林婆婆表示，昨
日獲悉樓上兇案，連聲痛罵疑兇 「正衰仔，
真係冇陰公！佢咁對父母，死一千次都唔夠
！」林婆婆信奉佛教，雖不認識2名死者，但
對兇案難忍悲傷，獨自哭了一會，她被訪時更
突然動怒，斥責疑兇 「虎毒不吃兒？何況是
親生父母，因果循環，他一定會遭天譴！」

婆婆斥兇徒遭天譴
此外，案中2名死者在西環第二街的鄰居

表示，對兩夫婦遇害感到非常難過，由於在
上址居住多年，街坊之間都認識多時，各人
議論紛紛，更對案中涉及幼子殺害及肢解親
生父母感萬分震驚，形容手法太過殘忍，無
法接受。

心理怪異怪異 【本報訊】轟動全港的大
角咀六旬夫婦慘遭親兒肢解案

，案中焦點人物、涉嫌弒父殺母的29歲逆子
周×亮，在2009年參與電影《3D玉蒲團》
選角，網上流傳一段有關影片，他對鏡頭
誇誇其談，坦言對性 「無乜負擔」 ，並且 「
好鹹濕」 。有豐富性經驗及很強的性能力，
不過在其網誌他卻埋怨自己個子矮小，識不
到女朋友，更因父母自小強迫他學鋼琴及看
英文報紙學英文表示不滿，甚至想 「糟質」
父母，反映其思想分裂，且相當憎恨雙親。

網上影片顯示他接受傳媒訪問，自稱為
Henry，2004年讀書不成從澳洲返港，覺得
自己對性方面 「無乜負擔」 ，而且坦言比較
鹹濕，對3D電影期望較高，不容易被翻版，
相信它會為香港帶來一個新的行業。

自稱對日本AV研究深
對傳媒的鏡頭，周×亮更誇誇其談，

揚言17歲就開始看日本AV片，聲言對該國拍
攝AV有深入研究，認為現實中做愛及拍色情
片是兩回事，因為要帶女主角入戲及就鏡頭
，而自己亦要唔怕醜投入拍攝。此外，他表
示10多歲時看過電影《玉蒲團》，印象中只
記得明朝 「十分恐怖」 ，反而忘記戲中色情
部分是怎樣。他還說自己性經驗異常豐富，
18歲起已經常「食快餐」，反之正常關係卻很
難維繫，並自誇做愛經驗及能力勝人一籌。

不過，周×亮在其網誌卻自稱身材矮小
，因而沒女性喜歡，更認為父母自小強迫他
學習鋼琴，沒時間運動是身材矮小的原因，
透露對父母的強烈不滿。

六歲被迫學琴致長不高
周在網誌說： 「我總是覺得，我6歲開

始學琴，根本就唔係我gee決定。」 他埋怨
自己矮細所以識不到女友： 「我今天身材過
分矮細……在我中學時間，女仔欣賞我彈琴
，但只是這麼多，她們只欣賞我彈琴的技能
，並不喜歡我。」

周又說： 「我好憎人睇唔起我高度，一
方面我又對自己高度好唔開心。就係因為呢
個原因，我中學和大學時，沒有選擇，到
最後，都係自己一個人度過。從中學4年級
開始，一路過埋澳洲的3年，我都係好孤獨
同憂鬱地捱過那些令人精神崩潰的時間。」

希望有機會糟質雙親
在網誌上，他透露對父母的不滿： 「試

想像，如果我父母畀我糟質，佢要去做佢
喜歡的事，我唔畀佢出門口做，要佢起份
南華早報日日睇學英文，睇唔掂就唔使旨意
出街行山，食飯。日日做最少兩三個鐘，仲
要年年一次考試，將一個人的人生尊嚴，自
由，走佢，迫佢坐係屋企做一佢唔
鍾意做gee日日幾個鐘，一個正常人會有
d mud反應？」

城大犯罪學教授黃成榮分析，疑兇與父
母的關係可能已經很疏離， 「這種破裂了的
關係，可能是日積月累的衝突。」 他說，當
一個人無論是衝動又或是錯手殺死親人時，
其實在那一剎那，犯案者已完全沒有人性，
靜下來時，會想辦法毀屍滅跡，盡量令到自
己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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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湖景綜援漢李官發（58歲）與
妻子黃惠珍（39歲）爭執後錘擊對方
，翌日企圖肢解屍體不成功，前往警
署自首，其後被判終身監禁
援交少女王嘉梅（16歲），在石硤尾
街1單位為嫖客提供性服務期間遭人掐
死，被斬頭，四肢遭削肉切骨，碎肉丟進
馬桶，殘骨棄於豬肉檔。兇手丁啟泰（24
歲）被判謀殺罪成，判囚終身
北大嶼山草灣石灘發現無頭及無肢人
體軀幹，法醫檢屍後證實是男性，迄
今仍未破案
舞小姐樊敏儀（23歲）遭多名年輕男
女禁錮在尖沙咀一單位，慘遭虐打致
死；屍體遭肢解烹煮分批丟棄，頭顱
被藏在一個HelloKitty公仔內，3名被告
判囚終身
男子梁錦榮（49歲），因窺見打劫集
團成員分贓，慘遭禁錮虐打致死，並
遭肢解成15塊放入8個黑色垃圾袋以鹽
醃屍
3名速遞員因無力償還逾50萬元 「貴利
數」 ，將放貸男子馬振武（24歲）殺
害，並將屍體肢解棄置在大埔屋苑的
垃圾房
女子陳蘭嬌（34歲）應邀與2男子往大
嶼山昂坪一間度假屋商談買保險事宜
，遭2人槍殺並肢解8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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