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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經紀港鐵拉客 遇阻發惡打職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溫瑞麟) 「大哥，收東西啦
⋯⋯」在大廈外牆安裝「狗臂架」意外墮樓死亡的
31歲裝修工人，其家人包括父母與女友等一行數
人，昨在法師引領下，返回 魚涌發生意外的大廈
天井進行拜祭招魂儀式，各人神情哀傷，期間哭泣
聲連同法師的搖鈴聲，在天井內回蕩，令人倍感神
傷。

弟泣叫「大哥，回來啦」
昨早11時20分，死者李文健的父母、胞弟、女友

及舅父，在一名法師引領下，帶備香燭冥鏹及生果
祭品等，到達英皇道1032號福昌大廈天井進行拜祭
及招魂儀式，期間家人焚點香燭冥鏹，不停飲泣，
法師則揮動死者生前曾穿 的衣服，搖動銅鈴，死
者的胞弟泣叫「大哥，收東西啦⋯⋯」、「大哥，回
來啦⋯⋯」一時間鈴聲、哭聲在天井內回蕩，連同
焚燒的煙霧，令現場瀰漫 一片愁雲慘霧。據死者
舅父表示，31歲的外甥前日早上墮樓後一直陷入昏
迷，由於盆骨碎裂需即時做手術，惟至晚上因嚴重
內出血，兩度輸血亦無法控制病情，至當晚10時許
終告不治。事發前日早上11時30分，李文健與舅父
及表弟在上址11樓單位進行裝修，期間李攀出外牆
安裝「狗臂架」，未料卻告失足直墮1樓天井昏迷，
送院搶救10個多小時終告傷重不治。

裝修工墮天井亡
家人招魂哭斷腸

女浮屍掌心「遺言」
「但願做香港鬼」

■墮海女子由消防蛙人救起後證實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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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溫瑞麟) 一名年約20歲、
身穿黑衣黑褲的妙齡女子，昨午被發現在尖東海
傍國際郵件中心對開海面飄浮，消防撈起女事主
證實已死去多時，她並無身份證明文件，但已僵
硬的手掌心寫有「做不成香港人，但願做香港鬼」
字句。警方初步相信無可疑，正追查女屍身份。
事發於昨日下午3時25分，一對情侶到尖東海

傍散步談心，步至梳士巴利道80號國際郵件中心
對開時，發現岸邊一堆海面垃圾中，似有一名背
部朝天的女性物體飄浮，立即報警求助。
消防與水警輪接報迅速到場，其間由消防員小

艇將該具女屍撈起，證實其已身體僵硬，明顯死
去一段時間，身上並無身份證明文件，其左手仍
戴 手錶，掌心更見寫有「做不成香港人，但願
做香港鬼」的字句，警方經初步調查，相信無可
疑，但其墮海原因及身份包括是否內地人等，仍
須進一步調查才能確定。

百厭童「篤」抽風機扇葉傷手

「採花婦」跣腳滾落10米坡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溫瑞麟) 將軍澳寶琳南路

山頭坡白蘭花盛放，花香四溢，昨午吸引一名中
年婦登山採花，豈料婦人攀樹採花時，意外跣腳
墮地，再滾落約10米下山坡，頭部及身體多處受
傷，需消防員救起送往醫院敷治，目前情況穩
定。現場為將軍澳調景嶺寶琳南路160號普賢佛
院對開山坡，摘花墮坡受傷的「採花婦」姓朱、
43歲，送院時除頭部受傷外，手腳及身體亦多處
擦傷，仍然清醒。

獨自登山負傷致電報警
據悉，朱婦居住健明 ，平日喜歡行山，近日

白蘭花盛放，昨午3時許，朱婦趁假日獨自到山
坡摘花，但攀上一棵白蘭花樹採摘花朵時，突告
跣腳墮地，再滾落10多米下山坡，頭部及全身多
處擦傷，無法動彈，猶幸朱婦仍然清醒，負傷致
電向家人求助及報警。警員、消防員與救護員接
報迅速登山，尋獲受傷朱婦，將她救起，送伊利
沙伯醫院留醫。

怪漢球場亮刀 搶走一對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屯門湖景 昨日

發生罕見劫足球奇案。2名青年在球場踢波之
際，突遭一名男子走近亮刀行劫，但卻只掠去2
個足球。警員接報到場兜截，迅在附近截停怪漢
「人贓並獲」，警方正對其犯案動機展開調查。

被捕男子張×偉(31歲)，警員除起回2個足球，
並在其身上搜出一柄利刀，疑是涉案利器。案件
暫列作一般行劫案處理。
事發昨日上午11時54分，2名青年王×業(23歲)

及馬×浩(18歲)，在湖景 湖月樓對開足球場內
與其他友人「跟隊」等候落場踢球之際，突有一
名非穿踼球裝備的男子現身，亮出利刀指嚇2
人，但對方並非覬覦2人財物，怪漢二話不說，
奪去2個足球即轉身逃去。
2事主見對方怪異舉動，亦摸不 頭腦，待稍

一回神後決定報警求助。警員接報到場即在附近
展開兜截，未幾見一名可疑男子仍拿 2個足球
徘徊，即上前截查，並在其身上搜出涉案利刀，
遂將其拘捕帶署，並調查其搶劫足球動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溫瑞麟) 西九龍海面昨晨發生撞船意外，新渡輪一艘由澳門返港的

高速雙體船，與公司另一艘駛往長洲的三層渡輪發生碰撞，2船船頭損毀，幸無入水危

險，事後仍可各自駛回尖沙咀中港碼頭及中環港外線碼頭，其間雙體船上4名乘客不適，

當中2名女乘客須送院檢查，兩班往來港澳的船期被迫取消。由於事發時天

朗氣清，海面視野良好，海事處正調查意外原因。

落吧消遣惹爭執 女子街頭遇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溫瑞麟) 港鐵大圍站發生惡地產
經紀襲擊毆傷港鐵職員案。一批地產經紀昨周日於站
內派發樓盤傳單招攬生意，2名港鐵職員向涉違例經紀
索資料擬票控期間，有人疑不滿發生衝突，混亂間一
名惡經紀揮拳打傷2名港鐵職員後逃去，警員到場將傷
者送院敷治，並設法通緝該名惡經紀歸案。
遇襲受傷2名港鐵職員，分別為張×權(37歲)，其

肩、頸及手腳受傷；雷×(47歲)則被抓傷左臉，2人經
送醫院敷治後並無大礙。在逃地產經紀年約30至40
歲，5呎7吋高，事發時身穿紅色短袖恤衫、牛仔褲及
白色鞋。

大圍站促銷新樓盤
事發昨午1時50分，一批分別屬於多間地產代理的經

紀，趁周日假期，齊集港鐵大圍站外促銷附近新樓
盤，期間不少經紀為捷足先登搶客，更不惜進入港鐵
站內範圍向乘客兜搭生意，一度引起混亂。港鐵公司
接投訴派出2名職員驅趕，並記下經紀資料擬作票控，

未料其中一名經紀不肯就範，與2名職員發生口角，更
揮拳施襲，打傷2名職員始轉身逃去無蹤。
2名職員負傷報警，警員接報到場，將受傷的2名職

員送院敷治，並在附近兜截，及向其他多名地產經紀
了解情況，惜各人均表示不認識逞兇經紀，警方列作
襲擊傷人案處理。

港鐵接投訴擬作票控
港鐵發言人表示，因早前接投訴，遂以港鐵附例

「未經許可展示資料以作廣告用途」擬作票控。另根據
《地產代理條例》執業指引中指出，地產代理在未經許
可下，不可在鐵路範圍、商場內派發價單及兜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
個老牌黑幫不同派系人馬為爭做
「龍頭話事人」，派手下搗亂對方地
盤，釀連串江湖風雨，警方大為震
怒，西九龍總區反黑組繼前日在區
內反黑打壓，拘捕12名黑漢後，昨
連續第2日聯同油尖警區反黑組探
員及機動部隊警員，凌晨掩至尖沙
咀及旺角娛樂場所查牌，行動中未
有人被捕，而前日拘捕的12名男子

全部獲准保釋。
警方西九龍總區反黑組，聯同油

尖警區反黑組探員及機動部隊警員
近百人，由前晚深夜至昨凌晨3時
許，兵分多路，持黑名單先後掩至
尖沙咀漆咸道南及金馬倫道，及旺
角紅燈區等疑涉該黑幫活躍的娛樂
場所查牌，其間出動警犬到場協
助，至昨凌晨3時許結束，未有所
獲，相信該黑幫部分高層已聞風不

敢露面。另上周五（24日）晚進行
的反黑行動中，共拘捕12名男子。
消息指，被捕者多為黑幫高層成
員，他們經調查後，昨獲准保釋候
查，1個月後返署報到。
據悉，該老牌幫會近期會推舉

「龍頭話事人」，有高層成員為爭任
「話事人」向對手地盤施刑毀破壞，
引發連場江湖風暴，日前旺角一家
新開張茶餐廳被撞舖，其後，佐敦
一家新開業麻將館及尖沙咀賭船售
票處亦先後發生刑毀及晒馬事件。

「新輪陸」號船頭凹陷
肇事其中一艘為新渡輪的高速雙體船「新輪陸」

號，船長40米，由澳門返港，意外中右船頭位置出現
一處約2呎直徑凹陷，2名不適需送院女乘客，分別姓
黃(38歲)及姓梁(52歲)，經送伊利沙伯醫院敷治後，並
無大礙。與其相撞的同公司三層船「新國」號，船長
65米，左邊船頭近錨位出現一道長約1米的刮花痕。
事發昨早9時38分，據悉，當時由澳門返港準備前

往尖沙咀中港城碼頭的「新輪陸」號，駛至西九龍以
北海面近尖沙咀海運大廈對出時，突與另一艘9時半
駛離中環港外線碼頭，擬開往長洲的「新國」號發生
碰撞，兩船船頭頓告損毀，幸兩船均無入水跡象，當
時亦無乘客報稱受傷，且屬同一公司船隻，船長向上
級報告後，兩船繼續各自駛回尖沙咀中港碼頭及中環
港外線碼頭停泊，讓乘客上岸離開或轉乘其他渡輪。

惟至早上10時35分，其中「新輪陸」號船上有2男2
女乘客報稱不適，新渡輪公司決定報警處理，其間
多輛救護車到達中港碼頭，救護員為4名不適乘客檢
查後，僅得當中2名女乘客需送往醫院作進一步檢
查。
隨後水警、消防及海事處船隻分別趕赴兩處碼頭登

船調查，海事處人員更在損毀的船頭位置即場拍照存
檔。

事發時天朗氣清原因待查
由於事發時天朗氣清，海面視野良好，新渡輪公司

發言人表示，目前仍未清楚撞船原因，為配合海事處
調查，肇事兩船事後已經停航。受意外影響，一班原
定早上10時開往澳門的船期，及一班原定中午12時30
分由澳門返港的船期取消，而港外線往來中環與長洲
航線，需臨時調動另一渡輪代替。

■警員於港鐵大圍站內調查傷人事件。 ■兩名受傷港鐵職員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遇襲女事主半躺
街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鄺福強) 一名7歲百厭男
童，昨傍晚6時48分，隨母步經深水 鴨寮街近
南昌街對開一個專賣各式抽風機及風扇的路邊攤
檔時，男童疑一時好奇，未理會「小心手指」的
警示，竟伸左手手指「篤」向一把正在高速旋轉
的抽風機，結果一聲慘叫，當場被扇葉打傷手指
流血，母親見狀大驚報警，幸救護員到場證實男
童左手尾指僅受皮外傷，包紮止血後再送明愛醫
院作進一步敷治。
據肇事檔主伍先生表示，打傷男童的是一把10

吋大，採用密葉式設計的抽風機。當時他剛低頭
處理其他事宜，未料男童會走近「手多多」而釀
意外。他又指店舖多處均已貼有「小心手指」的
警告字句，自己亦會不時提醒顧客小心，以免發
生意外。

黑幫內訌警震怒 連續2日掃娛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尖沙咀金巴
利道一間酒吧及大埔安泰路一間卡拉ＯＫ，
昨凌晨分別發生襲擊及毆鬥事件，其中一名
女子在酒吧消遣時與人爭執，結帳甫離開至
街頭即遭人從後用垃圾桶擲傷。另外2批青
年在卡拉ＯＫ內因碰撞引發群毆，警方到場
控制場面，以涉公眾地方打架罪拘捕17人。
凌晨4時許，尖沙咀金巴利道諾士佛臺，

同樣發生酒後碰撞事件，2名分別姓趙（37
歲）及姓陸（32歲）女子，在諾士佛臺一酒
吧與友人飲酒作樂後離開時，2女與其他客
人因阻路問題起爭執，稍後眾人行至美麗華

酒店附近時，突有7至8名男子從後偷襲，有
人隨手抬起路邊一個垃圾桶擲傷趙女，兇徒
傷人後即迅速逃去。趙女半躺路旁接受救護
員包紮後送院治理。
而於凌晨2時許，2批分別8及9名的青年，

各自到大埔安泰街大埔廣場內一間卡拉ＯＫ
消遣，其間有人在走廊與對方發生碰撞，雙
方由指罵演變成群毆，職員報警。大批警員
到場控制場面，證實無人受傷，調查後2批
青年(22至30歲)全部涉嫌在公眾地方打架罪
被捕，但2批青年仍須埋單結帳，才帶返警
署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