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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市又降雀屍雨
路人驚叫忙走避
疑遇怪風撞牆亡 33隻橫屍馬路惹禽流恐慌

網上購物盜帳戶 警扮送貨擒1漢

醫生切線撞死人罰450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繼上周四觀塘鴻圖道發現22隻「白頭鵯」（俗稱

「白頭翁」），疑集體撞向大廈玻璃幕牆死亡後，事隔僅8天，港島上環昨發生同類事

件。一群「白頭鵯」在商廈林立的上環街道半空聚集期間，疑突遇怪風吹襲，雀群

受驚亂飛。其中，33隻懷疑不幸撞向商廈玻璃幕牆墮街死亡，一時屍橫遍地，觸目

驚心。在禽流感陰霾籠罩下，市民紛紛走避，並馬上報警。事後，漁農自然護理署

派出穿上全套防護裝備的外判工人到場，把全部雀屍檢走，以化驗其

是否帶有禽流感病毒。

迴旋處超速炒車害2命 九巴車長危駕罪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2009年，一輛由中環開

往將軍澳的九巴，在將軍澳唐明苑對開迴旋處因超速翻
側，導致2死34傷慘劇。涉案九巴車長昨被裁定1項危險
駕駛導致他人死亡罪成，還柙監房至本月31日宣判。法
官表示，法證顯示，被告當晚駕駛時，時速達59公里，
超過路段安全時速30公里；因車速太快，導致轉彎時翻
側，釀成慘劇。

時速59公里 超安全速近倍
主審女法官李素蘭昨在判辭中，引用法證專家證供，

指肇事巴士右後輪胎紋變形，膠粒向同一方向移位，顯
示巴士車速太快，入彎時產生離心力過大，終引致翻
側；推斷巴士事發一刻車速為時速59公里，超出該路面

50公里的限制。

官相信入彎安全時速30公里
法官續指，九巴車長訓練部經理黃國明的證供，也確

認若駕雙層巴士轉入唐明街彎位，安全車速應是時速30
公里。而辯方指除車速外，也有風向、重力分布等因
素，但卻沒有提出相關證據。法庭認為，專家及九巴訓
練經理的證供誠實可靠，兼具說服力。

官不信巴士入彎時速19公里
肇事巴士裝有車速讀數器，記錄意外發生前10秒的時

速，由65公里減至19公里。法官指被告堅稱入彎時速僅
為19公里之說並不可靠。因為事發時，一部尾隨私家車

司機稱，他當時車速為50公里，若巴士僅行19公里，豈
不是2車相距甚近，甚至私家車有機會撞向巴士。但依據
私家車司機證供，入彎一剎那，私家車和巴士距離漸
大，明顯巴士車速超出50公里。法官認為，被告因超速
才導致意外，乃裁定他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罪成。

辯方求情時指，36歲被告陳國輝任九巴車長已2年半，
駕駛692號線也有14個月。他因幾秒的錯誤決定引致慘
劇，自己雙手臂及背部也受傷。意外後，他一直自責及
內疚，精神受困擾。辯方又呈上九巴公司信件，證明被
告過往因良好駕駛紀錄而獲獎；而多名車長也聯署要求
法庭輕判。

案發於2009年11月9日，陳駕692號線雙層九巴由中環交
易廣場開出。至零時18分，巴士駛到將軍澳唐明苑近寶

順路迴旋處時，全車向右翻側，壓在路中花槽石壆上。
當時巴士共載有35名乘客，其中17歲女乘客葉君媛及24歲
女乘客廖卓苗重創死亡。車長及11名乘客受輕傷，其餘
22名乘客留醫2天至97天不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大群死雀突然
從天而降，觀鳥會發言人張浩輝相信，是意外集
體撞向牆隔所致，雀群集體自殺的可能性極低。
他指出，城市中的大廈玻璃幕牆，往往令雀鳥誤
以為前路無障礙。而當整群雀鳥密集飛行時，前
後只相隔1、2米。前排撞向牆壁，後排也很可能

「收掣不及」，一齊喪命。

張浩輝又指出，不少候鳥本已在華南一帶找到
棲息地過冬，但由於當地天氣寒冷，甚至出現大
雪，因而需要另覓棲息地。不過，在過程中，可
能因飢餓及疲累，以致影響判斷，更難分辨玻璃
幕牆，釀成慘劇。張浩輝認為，如果屬集體自
殺，只會在雀鳥有驚人發現時才有可能發生，相
信昨日的事件與此無關。

觀鳥會：意外撼牆非自殺

尼漢遭警合法槍殺
遺孀申覆核敗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尼泊爾籍男子林寶

（Limbu Dil Bahadur）2009年3月在何文田配水庫遭警員開
槍轟斃，死因聆訊裁定為合法被殺。惟遺孀不滿裁決，
早前入稟申請司法覆核。高院昨頒下判辭，判遺孀敗
訴。

不滿沒有披露警受訓資料
判辭指出，原訴人遺孀Sony Rai一方律師不滿死因裁判

官沒有披露有關警員受訓資料，惟死因裁判官有責任不
讓警員受訓系統的調查資料過分地披露；而死因裁判官
也有權引導陪審團考慮那一個更有可能性的裁判，所以
只會向陪審團介紹合理的證據，而沒有建議「不合法殺
人」的裁決可能。判辭指，就算死因裁判官建議了該裁
決可能，陪審團也不一定選擇這個裁決。

另外，法官指，根據死者於案中不理會警員的指示，
不停襲擊及逃避警員的做法，死因裁判官是有理由讓陪
審團參考更多資料，所以才披露了他的案底。因此，法
官拒絕了原訴人遺孀Sony Rai的司法覆核申請，判她敗
訴。

遺孀Sony Rai與代表律師等人事後於庭外表示，對裁決
感失望和傷心。她強調，並非要案中開槍警員「填命」，
只是希望死因聆訊可以提供建議，避免類似事件發生。

稱安慰失戀女生
男師抱吻非禮罪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中學男教師藉口安慰失

戀女生，晚上駕車載她到幽靜的「拍拖勝地」開解。期
間，男教師主動提出擁抱及親吻。教師早前否認非禮等
罪開審，當昨日被裁定罪成時，被裁判官斥責他處心積
慮犯案，所作所為完全誤人子弟，不宜為人師表，把他
還押至下月11日，待索取背景報告判刑。

經歷2次婚姻、育有2名子女的被告曾永祥（46歲），自
1984年開始執教，月入4.8萬元。被告被裁定非禮及作出
嚴重猥褻行為3罪罪成。他遭法官斥責時，一直低頭。

裁判官謝沈智慧在裁決時，怒斥被告證供前後矛盾之
餘，又指被告處心積慮犯案，約出來關心的學生「碰巧」
全是女生，所作所為愈來愈大膽：「（你）叫人說不開心
的事，（對方）喊是預知會有！你就乘機擁抱！」

辯方求情指，被告一直是好老師及好丈夫。而任浸會
大學的物理系講師大舅莫榮基，也為被告撰寫求情信，
指今次事件與被告平日所為相違背。裁判官對此不表贊
同，認為被告濫用權力犯案，對學生毫不愛錫。

案情指，被告為16歲中四女事主經濟科老師。去年7月
1日，被告以關心事主失戀事情為由，駕車載她到鯉景灣
海旁。事主雖多番稱「沒事」推搪，但被告仍指事主說
謊，先後3次與事主擁抱及親吻，更指事主像自己女兒。
事主最後向朋友及老師投訴揭發事件。

「麥當勞叔叔」涉與人瑞打架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蔣焯文） 本港提
早進入流感高峰期，人
人聞咳嗽打噴嚏聲均避
之則吉。年前曾向街坊
大派漢堡包聞名的「深
水 麥當勞叔叔」周福
祥（見圖），昨晨偕紅
顏知己在保安道街市茶
檔品茗期間，疑因同
近百歲女人瑞打噴嚏不掩口鼻，雙方頓起爭執，互潑熱
水。結果，3人同涉公眾地方打架被捕，而紅顏知己與女
人瑞均灼傷送院。

現場為深水 保安道市政大廈3樓熟食街市內一茶檔。
受傷的周福祥紅顏知己姓古（52歲）；女人瑞姓葉，高
齡98歲；2人送院無大礙。而周福祥（57歲）並無受傷。

因茶客打噴嚏不掩口鼻口角
事發昨晨8時29分，周福祥偕紅顏知己在上址茶檔與人

「搭 」品茗。期間，同 葉婦疑因天冷不時打噴嚏，但
每次都沒掩口鼻。周有感本港正處流感高峰期，恐知己
受感染，遂出言埋怨。雙方一言不合起爭執。期間，有
人發難，把杯中熱水潑向周2人，2人也向對方反潑熱
水。期間，古、葉同被灼傷，茶客見狀報警。警員到場
調查後，以涉公眾地方打架罪名拘捕3人，並把2名傷者
送院。

周福祥經營成衣買賣，於2008年7月，因不滿元州街麥
當勞分店職員歧視，及驅逐老弱傷殘的基層顧客，遂斥
資8,060元，狂掃1,300個漢堡包，並在該店門前免費向街
坊派發抗議。由於他一頭紅鬈髮，樣貌與快餐店門外的

「麥當勞叔叔」紙牌公仔相似，遂被街坊冠以「深水 麥
當勞叔叔」稱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輛滿載
泥頭的泥頭車，昨晨10時許，沿西貢清水灣道往清水灣行
駛，途至銀線灣迴旋處前落斜時，疑因腳掣失靈，沿斜路衝
行約300米，撞毀防撞欄及燈柱後向左翻側。車斗泥頭散滿馬
路，疑車底油缸漏油，車尾冒煙 火，由附近居民協助救
熄。63歲姓盧司機僅受輕傷，自行爬出車外逃生。

車翻泥瀉

現場為上環永樂街與禧利街交界一段路面。事
發昨中午12時許，據一名在永樂街經營小食店的
店主表示，當時目睹大群雀鳥在附近大廈之間飛
來飛去，又一同停在永樂街89號、正進行翻新工
程商廈外牆面向禧利街的棚架。

期間，突然颳起一陣怪風，雀鳥受驚爭相亂
飛。不料，大批鳥兒意外撞向對面永樂街87號另
一幢商業大廈玻璃幕牆。

屍停馬路遭車輾駭人 檢走化驗
店主表示，當時眼見大量雀鳥如雨般從天而

降，墮落禧利街行人路及馬路上。有的當場死
亡，有的則跌至重傷不停掙扎。之後，牠們被車
輛輾過，屍橫遍地，觸目驚心。多名路人受驚尖
叫，慌忙走避。

不久，警員接報到場，發覺有大批雀鳥集體死
亡，恐雀屍帶有禽流感病毒，大為緊張。警員迅
速把現場一帶路面封閉，並通知漁護署派員處
理。警員向目擊路人查詢後，懷疑雀鳥誤撞玻璃
幕牆墮下致死。漁護署專家到場視察，其後派出

穿上全套防護裝備的外判工人，把雀屍檢走化
驗。及至食環署人員清洗路面後，現場始獲解
封。

上周22「白頭翁」群死 無染禽疫
漁護署證實，昨在現場共檢獲33隻雀屍，全都

是本港常見俗稱「白頭翁」的「白頭鵯」。署方
將安排禽流感測試，如化驗證實感染禽流感，會
即時向市民公布。至於上周四（本月13日），在
鴻圖道26號威登中心對開，發現的另外22隻「白
頭鵯」屍體，化驗結果顯示並無感染禽流感，相
信牠們全是意外撞向大廈玻璃幕牆致死。

甫踏入2011年，世界各地發生連串雀鳥神秘集
體死亡事件。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先
後有大量雀鳥從高處墮下離奇暴斃，意大利更有
逾8,000隻鴿子集體死亡。此外，在瑞典及台灣，
也發現多達逾萬隻雀屍。禽鳥死亡原因眾說紛
紜，有人說是禽流感病毒蔓延全球，也有人說可
能與恐怖活動或有政府研發新武器有關；甚至有
人聯想是2012年世界末日先兆，引起恐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網上
購物近年日趨普及，連帶衍生的罪案也
上升，市民宜提高警惕。有消費者早前
在網上訂購貨物後，懷疑信用卡資料被
人盜用，前日發覺帳戶有不尋常交易，
於是報警。結果，揭發有人盜用其帳
戶，訂購蘋果iPhone 4手提電話及iPad平
板電腦各3部，總值4.2萬元。警方調查
後，派探員喬裝送貨員送貨，在葵涌石

籬 把疑犯拘捕。

訂iPhone4及iPad值4.2萬
被捕男子姓陳(28歲)，涉嫌詐騙。據

悉，有人被捕後承認，從互聯網取得事
主的網上購物帳戶資料，再利用該帳戶
訂購正熱賣的iPhone 4及iPad平板電腦。

案中事主姓劉(40歲)。據稱，他早前曾
以信用卡網上購物。前日上午，劉發現

名下信用卡帳戶有不尋常交易，懷疑被
人盜用，即時到就近九龍城警署報案。

九龍城警區刑事調查隊接手調查，並
根據資料，聯絡一間電腦產品公司，發
覺有人曾利用事主信用卡，向該公司訂
購3部蘋果iPhone 4手提電話和3部蘋果
iPad平板電腦，以及要求下載歌曲及影
片，總值4.2萬元。有關貨品，也被安排
在同日下午送貨到葵涌石籬 。

警方於是將計就計，前日下午5時，派
出探員喬裝電腦公司送貨員，按疑人地
址送貨上門，乘疑人簽收貨品時表露身
份，把他拘捕。

警方提醒市民，在互聯網上以信用卡
訂購貨品或服務時，應使用值得信賴及
認可的網站。在網上訂購貨品或服務
後，謹記退出登記，以免不法之徒有機
可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27歲兒科醫生
蘇頌良在高速公路切線時，疑未有謹慎觀察路面
情況，與從後高速行駛的電單車相撞，導致電單
車上40歲男乘客李國勤死亡。兒科醫生原被控危
險駕駛罪名，法庭昨突改控他不小心駕駛罪，被
判罰款4,500元。死者家屬認為裁決不公平。

辯方求情時指，此事已令到被告一生難忘。而
事發後，他也有嘗試為死者急救，並已非常後
悔。

官指被告有做足轉線程序
裁判官裁決時指，電單車司機庭上證供指，電

單車損毀程度與真實不符，故認為其證供不可

信。裁判官又認為，被告當時的行車速度是在限
制之下，而他也有做足轉線程序，例如打燈。因
為當時電單車正高速行駛，而導致縮短距離，致
令發生意外。

但裁判官又表示，被告因當時不夠專注力及謹
慎，才會導致意外發生。惟事件涉及多人的責
任，例如死者要扣緊頭盔、電單車司機應以正常
速度行駛、被告轉線謹慎等，即不會導致人命傷
亡。法庭認為，被告在本案中，不致於構成危險
駕駛，故改控他不小心駕駛罪名，罰款4,500元。

案發於2009年9月20日傍晚。被告於東區走廊
上駕車行駛，在切線時，與一輛高速行駛的電單
車相撞，導致一人死亡。

■法官相信將軍澳奪命大車禍巴士入彎時超速。
資料圖片

■地面遍布死傷白頭翁，途人走避。

大量受驚白頭鵯
疑由大廈外牆棚架
飛走時，意外撞向
對面商廈玻璃外牆
死亡。

▲漁護署人員穿上
全套保護衣到場檢
走雀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