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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山景邨染疫個案增 恐爆疫
「為食火鍋」群組累計 11 人中招



源頭不明的本地個案。觀塘「為食火
新增
•第五波疫情累計確診：
鍋」群組昨日新增 7 宗個案，累計
總確診個案：
1,235,484宗
11 人染疫，患均曾於上月 24 日
•新呈報死亡個案：1 宗，患者為 88
2,318宗
（
包括
晚上在該店進餐，其後分別在上
歲女子，患有腦退化及多次中風
153宗輸入個
月 26 日至 30 日出現病徵及確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9,189宗
案）
診。防護中心人員已到該食肆
調查，提取環境樣本，並透過
新增群組
「疫苗通行證」了解當晚有
◆再多4間安老院舍爆疫，涉及5宗個案
多少食客在場，所有員工和
食客均需進行強檢，查看有
新變異病毒 BA.2.12.1 群組
無更多新增個案。該餐廳須暫
◆再多31宗個案，包括19宗源頭不明；另有6宗為有關患者的家人，以
停營業，全面清潔及消毒。
及6宗與早前個案患者住同一大廈
歐家榮表示，香港至今錄得
63 宗 BA.4 或 BA.5 本 地 感 染 個
新變異病毒 BA.4 或 BA.5 群組
案，且近日發現的本地感染個案增
◆再多36宗個案，6宗源頭不明本地個案，及3宗為患者家人
多，當中近一半未能追查源頭。據
◆觀塘「為食火鍋」新增7宗個案，群組累計11人染疫
世衞資料推斷，該病毒的傳播力較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強，防護中心預計香港或如外國情況般
逐漸流行 BA.4或BA.5個案，惟目前未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有證據顯示該病毒引起的病情較嚴重，
而疫苗對該病毒有預防重症或死亡的作
用。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
家榮昨日在疫情記會上公布，

香港再多31宗BA.2.12.1新變異病毒個
案，包括 19 宗源頭不明及其 6 名家
人，患居住全港各區，餘下 6 宗是
與早前確診相關聯的個案，包括屯
門山景邨景華樓有一個家庭，昨日有2
人確診，該大廈早前另一單位曾有居
民確診；同邨的景安樓有一個家庭，
昨日有 2 人確診，而該座大廈早前有 5
個單位出現個案。另外兩宗分別居於
樂富邨樂翠樓及石硤尾邨美亮樓，早
前均有確診個案。
歐家榮表示，山景邨個案屬於屯門
海港酒家群組，有確診食客住在山景
邨景華樓和景安樓。由於涉及新變異
病毒，防護中心謹慎起見，所有個案
住處均需強檢，希望盡量找到所有關
聯個案，將確診與家人隔離，壓制
新變異病毒傳播。
香港昨日再新增 36 宗 BA.4 或 BA.5
個案，其中 19 宗是輸入個案，6 宗是

(

香港昨日新增 2,318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包括
153 宗輸入個案），是連續 3 天單日新增個案破二
千。新變異病毒 BA.2.12.1 及 BA.4 或 BA.5 個案持
續增加，爆疫的屯門山景邨兩座大廈再多 4 宗
BA.2.12.1 個案，全邨累計逾 10 宗個案，恐成為今
年初葵涌邨連環爆疫的翻版。衞生防護中心表示，
香港至今錄得 63 宗帶有 BA.4 或 BA.5 病毒的個案，
近半無源頭，以感染 BA.5 的個案居多，病毒基因
排序顯示，個案的感染源頭不一，顯示香港社區存
在多條不同源的 BA.5 傳播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瑜伽女教練遭斬30刀伏屍酒店
▲警方在酒店
房間檢走涉案
兇刀。
兇刀
。

◆ 閉路電視拍
攝到女死者生前
於 6 月 29 日 下
午與前男友離開
深水埗的寓所。
深水埗的寓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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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練周慧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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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案發
酒店房間內檢
走一批證物。

周慧賢遇害時序
6月29日
16：30 周女原定 30 日凌晨乘機飛美國，親友到深水埗寓
所幫她收拾行李後離開
16：34 周女的姓勞前男友登門拜訪
16：40 周女和勞男一同離開大廈
周女母親與女兒失聯

晚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原定前
日赴美國深造的 23 歲「網紅」瑜伽女教練，
於離港深造前與前男友一起離開深水埗寓所後
不知所終。親友網上發帖尋人，女教練的前男
友一度向警方聲稱全不知情，其後又向警方投
案及交出佐敦一間酒店的房門卡，探員在房內
發現女教練遭劏胸割喉身中 30 多刀倒斃浴缸
內。警方以涉嫌謀殺拘捕前男友，懷疑有人
「箍煲」不遂租定房買定刀，誘舊愛入殺局，
正循感情和金錢糾紛追查殺人動機。
女死周慧賢（23 歲），英文名 Aqua，生
前是一名瑜伽教練，獨居深水埗海壇街愛海頌
一單位，其社交媒體專頁有大量展示練瑜珈及
性感的生活照，吸引逾 5.2 萬人關注。疑兇
勞×銘（28 歲），報稱無業。據悉，勞曾是
香港武術代表隊成員，在青少年界別奪取不少
獎項，包括青少年世錦賽的金銀牌。

6月30日

疑犯年初曾威嚇公開裸照逼復合

22：00 警方在柯士甸道西一酒店房間揭發周女身中逾 30
刀倒斃浴缸，遂拘捕姓勞男子

勞和周女去年4月相戀，至11月分手，但勞
追纏不休。周女今年 1 月報案指被前男友威嚇
復合，否則公開其裸照，警方以涉嫌刑事恐嚇
拘捕勞，並准他保釋候查。

周女家人發現其行李仍留家中，航空公司也證實周
女未登機

上午

13：15 周女母親到黃大仙警署報案
14：00 警方到姓勞男子寓所調查周女行蹤，勞聲稱不知情
15：00 警方在周女住所大廈閉路電視發現，周女和勞男29
日下午一同離開
19：00 周女的友人在Facebook發帖尋人
20：50 姓勞男子由律師陪同到黃大仙警署投案和交出酒店
房門卡，只稱與周女失蹤有關

7月1日
04：00 探員押解疑兇搜查藍田康雅苑住所和私家車

發現周女無登機 母報警
周女於早前計劃到美國深造 3 個月，並定於
6 月 30 日凌晨 2 時上機。6 月 29 日下午，周女的友人和父
親在愛海頌助她收拾行李，並於下午約 4 時半離開。周母
晚上致電女兒，但無法聯絡得上。至 6 月 30 日早上，周母
發現女兒行李在家中原封未動，遂致電航空公司查詢，證
實她並無登機。
由於事不尋常，周母在下午約 1 時 15 分到黃大仙警署報
案。
警方下午 2 時派人到姓勞男子的藍田康雅苑住所查問，
但勞聲稱不知道周女行蹤。警方其後翻看周女居住的愛海
頌的閉路電視，發現 6 月 29 日下午約 4 時 34 分，勞自行
「拍卡」進入大廈，約 6 分鐘後與周女手拖手乘升降機落
樓，並一同離開大廈。同日晚 8 時許，姓勞男子在律師陪
同下到黃大仙警署投案，聲稱與失蹤案有關，並交出一張
屬於柯士甸道西一間酒店的房卡，隨後保持緘默。

昨日疫情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室內布滿打鬥痕跡及血跡
警方在酒店協助下進入房間調查，甫開門即見室內滿是
打鬥痕跡和血跡，浴缸滿載血水，浸泡一具被大毛巾包裹
的女性屍體，抬出後證實是失蹤的周慧賢，並在浴缸內檢
獲一把長 27 厘米利刀。經法醫初步檢驗，周女全身有逾
30 處刀傷，當中左胸有約 20 厘米長傷口，喉嚨被割開，
相信是致命傷，估計在29日晚上遇害。
警方以涉嫌謀殺拘捕姓勞男子，發現他在 6 月 28 日經網
上訂 29 日房間，但 29 日又到酒店櫃台續訂一日房，相信
他事先買刀並收藏在酒店房內，再到深水埗接周女到酒店
房。昨日凌晨約 4 時，警方將他押往藍田康雅苑的住所搜
查，再帶到德田邨停車場搜查一輛私家車。警方正循感情
和金錢糾紛調查犯案動機。

昨晚掛八號波 多區塌樹冧棚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受強烈熱帶風
暴「暹芭」逼近影響，香港昨日在三號風球下狂
風大雨，發生多宗塌樹及危險棚架意外，天文台
在昨晚改發八號風球，按照其移動路徑，預測
「暹芭」在深夜至今晨最接近香港，並在香港西
南 300 公里附近掠過。其間，本港多處地區吹烈
風，高地間中達暴風程度，並逐漸由東風轉吹東
南風，今日仍有狂風驟雨，雨勢有時頗大，海有
湧浪，預計下周初至中期天氣持續不穩定。
受到「暹芭」外圍強雨帶影響，天文台前晚
10 時 40 分發出三號強風信號，並於昨日零時 50
分發出黃色暴雨警告，至凌晨2時10分取消。昨
日香港大部分時間有狂風驟雨及雷暴，上午 6 時
許，大圍顯徑邨停車場外一棵大樹不堪狂風吹襲
倒下壓中一輛的士。中午時分，屯門兆康站對開
巴士站有大樹倒塌壓中67X線巴士；石硤尾大坑
西街路邊有大樹被強風吹至連根拔起倒下；黃大
仙鳴鳳街一地盤有棚架被強風吹至搖搖欲墜；旺
角亞皆老街有外牆危險物。
昨日中午 12 時許，港鐵屯馬線大水坑站附近
路段有外來物件影響架空電纜，導致屯馬線列車

◆「暹芭」吹襲下，小童無懼風雨玩水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需要額外行車時間。直至下午約1時30分，大水
坑站附近影響架空電纜的外來物件被移除後，屯
馬線列車服務逐步回復正常。
天文台昨日下午3時15分再次發出黃色暴雨警
告，至下午5時15分取消。不過隨着「暹芭」逐漸
接近香港，天文台昨晚7時10分改發八號風球，市
區風勢及雨勢增強，不少商店也提早關門。

亞太餐飲 3 品牌 9 分店突倒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擁有 12 個不同品
牌食肆的亞太餐飲（控股）有限公司，旗下 3 個
品牌包括「麻辣娘子」、「Mee Lemongrass」及
「九井壽司」合共 9 間分店昨日疑似突然結業，
逾百名僱員被拖欠 6 月薪金及代通知金等，合共
涉及 200 萬元，受影響員工陸續向飲食業職工總
會求助。香港文匯報昨日嘗試聯絡亞太餐飲，但
電話長期無人接聽，連公司官網亦無法登入。勞
工處表示關注事件，會向有關公司的僱員提供適
切協助。
接獲受影響員工求助的飲食業職工總會名譽
會長郭宏興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工會前日起接獲有關公司員工的求助，至
今累計逾 100 人，並引述求助員工稱，於 6 月 30
日晚突然接到通知，翌日（即昨日）不用上
班。
員工嘗試聯絡僱主詢問原因，但僱主一直沒有
現身，令眾人懷疑公司倒閉，有個別求助員工更
指，僱主已長期沒有為員工繳納強積金供款。有
員工則透露，部分食肆昨日仍有食材送抵，顯示

資方是倉促決定結業。

拖欠逾百僱員 200 萬工資
郭宏興指出，雖然受疫情影響，本港餐飲業市
道不算景氣，不時有小型食肆結業，但社交距離
措施放寬以來，結業潮有一定緩解，亞太餐飲今
次疑似關閉多間分店，未必與經營環境有直接關
係。
工會其後發聲明指，「麻辣娘子」、「Mee
Lemongrass」、「九井壽司」等多間分店突然倒
閉，拖欠僱員 6 月份的工資、代通知金及多月的
強積金供款等，涉款 200 多萬元。工會已知會勞
工處介入跟進事件，又呼籲僱主現身交代遣散安
排，及發放拖欠的補償。
香港文匯報記昨日嘗試撥打亞太餐飲總公司
電話，但無人接聽，其公司官網亦無法瀏覽，顯
示「503 Service Unavailable」。
勞工處回應表示關注事件，指若受影響僱員對
其僱傭權益有疑問，可到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各分
區辦事處查詢。

懲教署職員訓練院正名為香港懲教學院
香港文匯報訊 懲教署職員訓練院昨日正名為
香港懲教學院，標誌着懲教署在人才培訓上邁向
新里程。為提升懲教人員的專業水平，學院近年
致力為職員開辦獲資歷架構認可的課程，並於去
年成功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確認為第五
級營辦，具備資格舉辦香港資歷架構第五級
（與本地學士學位屬同一級別）或以下級別的課

◆懲教署職員訓練院正名為香港懲教學院。

程。
署方目前共提供 7 個獲資歷架構認可的課程，
分別為員佐級及主任級人員提供的入職訓練課程
「懲教事務專業文憑」（資歷架構第四級課程，
與本地高級文憑屬同一級別）及「懲教管理專業
文憑」（資歷架構第五級課程，與本地學士學位
屬同一級別），更已經獲得個別大專院校認可作
學分豁免，從而鼓勵人員持續進修，達至終身學
習目標。
為進一步提升學院的專業培訓水平，學院將於
本月中與本地一所大專院校合作，舉辦亞洲首個
與懲教工作有關的香港資歷架構第六級「懲教管
治及領導深造證書」課程（與本地碩士學位屬同
一級別）。
懲教署會繼續開辦更多獲資歷架構認可的課
程，以持續提升懲教人員的能力及專業質素。另
外，懲教署二級懲教助理職位全年接受申請，歡
迎有興趣人士投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