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日期

照顧者

雙老

2012/02/01 旺角老夫婦同死屋內

雙老

雙老

2014/06/28 割頸放血 父殺智障兒

59歲父親

失業變退休預告自殺
抑鬱爺爺攬孫13樓墮
2015/02/23 下雙亡

68歲爺爺

情人節後 患病夫疑勒
2017/02/15 斃腦退化妻墮樓亡
雙老

筲箕灣耀東邨發生老夫
2017/06/06 殺妻案
雙老

結果/判刑

被照顧者

石硤尾老夫救老妻同失
2010/07/14 救亡
雙老

大坑西邨一對年約70歲的夫婦，老妻疑於單位內撞傷頭部，行動
不便丈夫上前協助時疑體力不支暈倒，2人同失救死亡。
居於旺角新填地街嘉富大廈的76及74歲夫婦，丈夫疑於大廳失救
致死，患腦退化症行動不便的老妻疑無人照料於房間餓死，兒子登
門始揭發慘劇。
元朗東頭圍新村發生倫常慘案。一名父親疑長年照顧現年十五歲
的智障兒子，心力交瘁下壓力爆煲，昨晚因教仔問題失控，涉嫌用
生果刀施襲，兒子慘被劏頸放血，父親冷靜下來後悔疚萬分，復揮
刀自刎，但自殺未果，負傷報警稱：「我殺咗個仔！」，惟兒子傷重
不治，父親涉嫌謀殺被捕。現場消息指案發時，疑兇的十歲幼子亦
在場，被血腥場面嚇呆。

祖父母健在時負責照顧兩孫，但數年前離世則聘請外僱看顧兄弟，
由於兩童患病關係，多名外傭先後離職，父親於四個月前菲傭離開
後，亦辭職留在家中父代母職，專心照顧兩兒起居生活。母親經常
15歲長子患嚴重自 在內地工作，故由父親獨力照顧兩名兒子，遺書透露「自己年事已
閉症，10歲幼子則有 高，養不到兒子，解決辦法對家庭是最好！」而父親在報警前，第
二度致電內地妻子稱「我搞掂咗個仔」。
輕度智障。
六旬爺爺失業逾年成「湊孫公」，最近曾向家人透露死念，加上照顧
十三個月大患病男孫感壓力「爆煲」，昨晨在牛頭角寓所分別向妻
子及致電媳婦發出最後「死亡預告」後，打開窗花抱男孫攀窗跳樓。
爺爺跌落一樓平台，孫兒則反彈跌落地下羽毛球場，爺孫送院搶救
13個月大的男孫
同告不治。
今早7時許，鑽石山瓊山苑一名中年男子倒臥在花槽上，昏迷送院
搶救後不治，警員登上男事主寓所調查時，發現其妻子倒斃屋內，
懷疑她遭人勒斃。另外，男事主墮樓前曾傳短訊予家人道別，警方
不排除有人畏罪自殺，案件交由黃大仙警區重案組接手調查。據
悉，男事主患皮膚病、妻子患腦退化症，兩人並無子女。政府化驗
雙老
化人員到場撿取證物。警方交代案情指，兩名死者皆受病患困擾。

雙老

0歲老翁黃國萬涉勒斃中風的76歲妻子林美琴，其後自首。涉事家
庭早年喪子，女事主晚年中風致行動不便，黃國萬疑不堪老伴受病
魔折磨勒斃對方。19年1月初獲法官輕判囚2年，由於黃伯已還柙 19年1月初獲法官
18個月，扣去假期於19年初獲釋。
輕判囚2年

85歲老翁與82歲妻子居於彩蒲苑彩碧閣單位，老翁於屋內猝死，
其妻伴屍多日未有出門，鄰居聞到惡臭報警，警登門發現老翁死於
床上、屍體腐爛，行動不便的老婦則昏迷於客廳，疑捱餓多天致身
雙老
體虛弱。
中午約12時，一名年約30多歲的男子在葵盛東邨盛安樓16樓墮
下，壓毀大樹樹枝並倒卧山坡，遺下黑色襪及拖鞋，墮樓男子清醒
77歲母親，身形瘦 送往瑪嘉烈醫院救治。警方接報調查期間，揭發一名老婦在墮樓
削，患有多種長期
單位內倒斃，頭部被至見喉骨及氣管，警方將案件列謀殺案處理，
病，包括心臓病、腎
34歲兒子，父 病、糖尿病，膽功能 正在現場調查事件。
親早年已離
亦有問題，更有嚴重
男子葵盛東邨墮樓送院 世，餘下他與 痛風，行動不便需要 現場消息指，男子疑因照顧病母感太辛苦而尋死。有鄰居透露，男
警揭單位內倒斃老婦幾 母親相依為
子平日較內向，經常戴著口罩，推著坐在輪椅上的同住病母出入，
坐輪椅，與兒子同
2017/10/08 近被斬甩頭
命。
住，由兩名外傭照顧 並指他為人頗孝順。
警方接報有人從高處墮下後趕至龍逸邨康龍樓現場，揭發一名63
歲婦人倒斃單位客廳，頸部有約5厘米長刀傷而旁邊有一把約8吋
長利刀，客廳其中一扇窗打開，66歲丈夫相信由該窗戶墮下斃命。
醫院紀錄顯示該對夫婦患有精神病，消息稱他們經常爭吵及有領
2018/01/14 屯門龍逸邨倫常命案 雙老
雙老
取綜援，但無家暴紀錄。
6歲外孫，懷疑孫兒
有過度活躍症，脾氣
大、說話粗魯且行為
暴力。臨床心理學家
謝殷正認為沒有證 有抑鬱症狀的外婆，為女兒照顧6歲外孫仔時，聲稱懷疑孫仔患有
抑鬱症狀55歲 據顯示死者有過度 精神病，兩年前帶孫仔到數碼港遊玩後，把孫仔帶到灣仔一間酒店 認誤殺罪。法官宣
2018/03/18 外婆涉殺6歲孫案
判被告入獄5年。
外婆
活躍症及行為問題。 的房間內，並用背包帶把外孫仔勒死。
上水彩蒲苑「老妻伴夫
2017/08/26 屍」多日悲劇
雙老

23歲女濕疹困擾生不
如死 殺父母後吸氦氣
2018/06/18 自殺亡
23歲女兒

老翁林志雄（76歲）被發現昏迷後，送院證實死亡。老翁女兒翻查
老人院閉路電視後發現老翁疑曾被人推跌，吳雄（74歲）被控誤
殺。吳雄患有腦血管病變和心肌梗塞等疾病，同年11月15日還押
76歲老翁
期間因多重器官衰竭等去世。
屯門揭發「女弒父母」復自殺三屍倫常慘劇。一名剛大學畢業女
生，長期飽受濕疹折騰，感到生不如死，竟萌生與父母攬住死念
彭（60歲）男戶主、其 頭，疑在「父親節」在屯門寓所內，涉嫌以「穿心刀」弒殺父母後，她
姓李（56歲）妻子
復以自製毒氣袋笠頭自盡。

天水圍天恩邨恩樂樓雙
2018/11/19 老在家中燒炭俱亡
雙老

雙老

將軍澳善明邨善禮樓殺
2019/02/23 子案
23歲兒子

一對相依為命的母子疑因母親（55歲）精神病發，凌晨以混有老鼠
藥及安眠藥的毒湯給23歲兒子喝下後再以充電線將兒子勒斃，再
55歲母親，有精神病 留下遺書、器官捐贈卡及上吊自殺但不成功，伴屍兩天後向管理員
紀錄
揭發案件。警方以涉嫌謀殺將母親拘捕。

小瀝源萬福老人院老翁
2018/06/09 誤殺案

【牛頭角伴屍】相愛40
年 64歲妻疑猝死 68歲
2019/04/26 夫不捨 伴屍一個月
雙老

雙老

75歲老翁與87歲妻子同住，老翁行動不便須坐輪椅出入，老婦則
有精神問題，夫婦在家中燒炭，消防破門入屋發現2人已死亡。據
知，老夫婦向子女透露有尋死念頭。

牛頭角發生「夫伴妻屍」的感人悲劇。花園大廈一對結婚40載的六
旬夫婦，月前女方懷疑於睡夢中離世，丈夫不捨下遲遲未有報警求
援，連日來伴隨妻屍如常生活。直至昨晚（26日）保安員難忍惡臭
報警，始揭發男方伴屍一個月，現正調查事主死因。

一名73歲姓潘男子及一名50歲姓甘女子從西營盤干諾道西一大廈
天台墮下亡。據了解，男死者有多種病痛，女死者則患有末期癌
症，報稱商人，女死者經營古玩店，兩人為情侶關係。男死者與前
25歲300丐智障男子 妻育有一名現年25歲有智力障礙兒子，而女死者與其前夫則有一
13歲中二學童
名13歲就讀中二兒子。現時四人同住上址一單位。
大家姐66歲, 長期病 大坑三名相依為命年長姊妹，其中六旬智障幼妹昨凌晨在家中突
患, 患有纖維瘤及脊 然失常，以手狂抓行動不便熟睡長姊雙眼，其中左眼球被挖出僅皮
肉相連恐失明，胞姊呼救驚醒二妹制止幼妹再傷害她。
椎病, 需要輪椅出
入。
被幼妹挖出左眼球的66歲長姊姓馬，患有纖維瘤及脊椎病，經救
治後，目前情況穩定，惟因眼球幾被挖出，雖施手術搶救，仍有可
三妹64歲, 中度智
能失明；涉傷人幼妹59歲，患有中度智障，沒看醫生。
三姊妹的二姐 障。

男73歲:長期
長年照顧智障兒 情侶 病患
不堪病痛墮樓亡 曾稱 女50歲:末期
2019/04/29 想安樂死
癌症

疑腦退化致精神失常
59歲智障妹襲66歲姊
2019/05/01 挖出眼球

吳（50歲）父
西貢龍尾村131號屋命 親、其姓吳（52 21歲患有學習障礙
2019/09/02 案
歲）母親
的女兒

一名85歲姓張婆婆因事與人爭執並大打出手，其間被人用拖鞋襲
擊，送院後不治。警方以涉嫌誤殺拘捕一名89歲姓駱婆婆
患有學習障礙的女子吳恩宇（21歲）被發現倒斃於一間貼滿靈符的
村屋內，其屍身全身有瘀傷。警方在現場發現一個用筆寫上「我已
被『惡魔』……」的布袋及貼有靈符的棍，不排除與不恰當對待及
「作法」有關。註冊中醫張子材（49歲）被控謀殺。據了解，張子材與
女徒弟、吳恩宇及吳恩宇父母同住

天水圍天恆邨恆健樓倫
2019/10/10 常命案

一名51歲有精神病紀錄的郭姓婦人爬出天水圍天恆邨恆健樓34樓
單位外牆企圖自殺獲救，警方進入單位調查期間，揭發其徐姓女
兒（16歲，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中四學生）昏迷屋內，身上有刀
傷，救護員經檢驗後證實她已當場死亡，姓郭婦涉嫌謀殺被捕。

2020/01/30 香港仔百良大廈燒炭案 癌病54歲陳婦 郭（56歲）丈夫

今日(30日)凌晨3時許，香港仔鴨脷洲利民道7號百良大廈一單位，
有一名患有癌病54歲陳婦懷疑燒炭自殺亡，屋內男子仍清醒；警方
經調查後，認為女子死因有可疑，今晨11時許，將案件改列謀殺
案，並拘捕女死者姓郭（56歲）丈夫涉嫌謀殺扣查。

竹園北邨梅園樓雙屍命
2020/02/27 案
80歲母親
窩打老道護老院膠袋笠
2020/02/29 頭命案

盧(83歲)女院友

一名51歲傷殘男子疑因癌病厭世凌晨於睡房內燒炭自殺，胸口燒
至皮開肉綻，80歲老婦為其母親，疑吸入濃煙失去知覺，送院搶救
後不治。警方列謀殺及自殺案處理
一名83歲老婦在窩打老道86號二樓一間護老院凌晨疑被另一名老
婦用膠袋套在頭上，女院友昏迷，頭部有傷痕，送院搶救後不治。

雙老

老夫婦關係良好，惟同受病魔困擾，警方正循協定自殺方向追查。
鄰居表示，2名死者斯文隨和，有禮貌，平日出入無需輪椅代步，且
會與街坊打招呼，點頭說句「早晨」。

41歲長期病患女兒

一名71歲婦人與其41歲女兒，今早被發現由新都城一單位高處墮
下，救護員接報趕至證實兩人已死亡，警方調查後暫列作「自殺協
定」案。現場消息稱，41歲女死者為長期病患者，多年來一直由母
親照顧，現場初步未有檢獲遺書，警方正展開調查。

秀茂坪順天邨老人院命
2019/05/16 案

大窩口邨81歲及77歲
夫妻疑不堪病魔折磨，
2020/04/23 雙雙跳樓自殺亡。
雙老

2020/05/20 將軍澳母女同墮樓慘案 71歲母親

85歲老婦

51歲傷殘男子

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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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E7%88%B8%E7%88%B8%E6%95%99%E4%BB%94%E8%AE%8A%E6%AE%BA%E5%
85%92-215824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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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AE%BA%E5%A6%BB-%E6%B1%82%E6%83%85%E4%BF%A1%E6%8F%AD%E6%
AC%B2%E8%BC%95%E7%94%9F-%E7%95%99%E5%91%BD%E7%82%BA%E6%8E%
A7%E9%9B%99%E8%80%81%E5%93%80%E6%AD%8C
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495000/%E5%8D%B3%E6%99%82-%E6%B8%AF%
E8%81%9E-%E4%B8%8A%E6%B0%B4%E5%BD%A9%E8%92%B2%E8%8B%91%E5%96%
AE%E4%BD%8D%E5%82%B3%E6%83%A1%E8%87%AD-%E6%8F%AD%E5%85%AB%
E6%97%AC%E8%80%81%E5%A6%BB%E4%BC%B4%E5%A4%AB%E5%B1%8D%E5%
A4%9A%E6%97%A5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124344/%E7%
94%B7%E5%AD%90%E8%91%B5%E7%9B%9B%E6%9D%B1%E9%82%A8%E5%A2%AE%
E6%A8%93%E9%80%81%E9%99%A2-%E8%AD%A6%E6%8F%AD%E5%96%AE%E4%
BD%8D%E5%85%A7%E5%80%92%E6%96%83%E8%80%81%E5%A9%A6%E5%B9%BE%
E8%BF%91%E8%A2%AB%E6%96%AC%E7%94%A9%E9%A0%AD
https://www.am730.com.hk/news/%E6%96%B0%E8%81%9E/%E9%BE%8D%E9%80%B8%
E9%82%A8%E8%AC%80%E6%AE%BA%E8%87%AA%E6%AE%BA%E6%A1%88-%E5%
A4%AB%E6%B6%89%E6%AE%BA%E5%A6%BB-%E5%86%8D%E8%B7%B3%E6%A8%
93%E4%BA%A1-111540

https://hk.appledaily.com/breaking/20200731/SZ4VSBCPN5I26JADNMOBRE3IKI/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091662/%E6%B2%99%E7%94%B0%E8%80%81%E4%BA%
BA%E9%99%A2%E7%99%BC%E7%94%9F%E8%AA%A4%E6%AE%BA%E6%A1%88%
E3%80%80%E5%85%A9%E9%95%B7%E8%80%85%E7%88%AD%E5%90%B5%E4%B8%
80%E4%BA%BA%E8%A2%AB%E6%8E%A8%E8%B7%8C%E9%80%81%E9%99%A2%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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