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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漢駕寶馬飆車 衝5燈撞房車

疑女友幽會夜歸 躁青扯髮圖毀容 抱病外籍遊客 酒店房間猝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男子疑受
酒精影響，昨清晨駕駛寶馬房車先在荃灣關
門口街違例衝紅燈，警方巡邏車見狀響號擬
截停，豈料對方不但不理會警方警告停車，
更繼續瘋狂加油逃走，連續衝越5組交通燈，
至2公里外的荃景圍交界，終因衝燈攔腰撞向
另一輛私家車始停下，司機涉嫌酒後及危險
駕駛當場被捕，無辜被撞私家車司機受輕
傷，送院敷治後並無大礙。

司機涉危駕衝燈被捕
涉嫌酒後及危險駕駛被捕男子姓張，45

歲，事件中並無受傷，惟即場接受警方的呼
氣酒精測試，證實超出法定標準，另外又涉
嫌衝紅燈，違反交通條例等多罪，被警員帶
署扣查後，暫准予5,000元保釋，本月30日再
返回警署報到。另外被撞傷的私家車司機姓
黃，27歲，頸痛，經送仁濟醫院檢查後，無
礙出院。

不理警車響號 加速圖擺脫
事發昨日清晨5時50分，一輛警方巡邏車駛

經荃灣青山公路近關門口街十字路口時，發
現前方一輛白色車身的寶馬房車違例衝紅
燈，立即 起閃燈及響號示意對方停車接受
調查，未料寶馬房車非但未有理會，反而加
速企圖逃走，警車立即尾隨追截，並要求上
鋒增援包抄攔截。期間可疑寶馬房車不斷加
速試圖擺脫警車，沿途更在多個路口接連衝
越5組交通燈，險象環生，至2公里外的荃景
圍交界處，寶馬房車再度衝越紅燈時，未料
路口突有另一輛私家車駛出，結果寶馬車攔
腰猛撼向對方左車身。

失事寶馬再衝前十米始停
現消息稱，肇事寶馬房車失事後，餘勢未

了，再衝前數十米始停在路中，尾隨趕抵的
警員立即跳車上前包圍寶馬房車，勒令司機
下車受擒，期間發現他滿身酒氣，遂替其作
呼氣酒精測試，證實超標，遂以涉嫌酒後及
危險駕駛罪名將其拘捕扣查。至於被撞私家
車，左車身嚴重凹陷，駕車男子因頸部扭
傷，身體無法動彈，一度被困車內，須到場
多名救護員小心抬出車廂，再送院敷治。

昏迷的的士司機李×財，63歲，撞車後初時仍能按腹
表示腹痛，但很快即不省人事，口角流涎，經送聯合醫
院搶救後情況穩定。由於車禍本身並不嚴重，院方正了
解事主是否有長期疾病或其他隱疾致昏迷。

勇客扭傷頸 被撞七人車離開
奮不顧身救車救人的士乘客姓李，45歲，報稱在將軍

澳區一間酒樓任職經理級職位，事發時正乘的士返酒
樓。同樣熱心救人的七人車司機吳×雄，39歲，事後向
警方提供個人資料後離開。
現場為將軍澳道近觀塘繞道支路，昨中午12時50分，

李乘的士沿觀塘繞道支路駛入將軍澳道上斜往將軍澳隧
道，前方七人車疑因閃避切線車輛突然急煞，的士卻收
掣不及，撞向其車尾。

2人力有不繼 被迫跳開保命

現場消息稱，李輕微扭傷頸部，卻見的士司機掩 腹
部稱痛及頭暈，他下車擬察看被撞七人車情況期間；的
士司機卻情況急轉直下，突然陷入昏迷，車輛無人駕駛
下沿斜路往後溜，李恐釀成更嚴重車禍，情急下立即奔
至的士車尾，企圖將的士阻停，同時間，七人車司機見
狀亦下車協助，用力拉住的士倒後鏡，惟最終2人力有不
繼，惟有跳開保命。
的士繼續沿斜路往下衝，其他車輛卻不斷駛近才閃

避，險象環生，李擔心再釀嚴重車禍，連忙脫下西裝
褸，在路邊不斷揮動示警提醒駕駛者，結果的士溜後狂
衝約50米後，車尾撞及路邊石壆終於停下。
未幾，消防員及救護員接報到場，迅將昏迷司機救出

送院搶救。一度「螳臂擋車」的李姓乘客事後才感頸部
扭傷疼痛，在現場向警員提供資料後再送醫院檢查。至
於肇事的士事後被警方拖走檢驗，以追查意外是否涉及
機件故障。

「無人的士」溜後
勇乘客拚死擋車
脫西裝揮舞示警 司機昏迷險釀禍 衝50米撞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沙田廣
源 一公屋單位昨凌晨發生家庭暴力事
件。一名躁青疑不滿同居女友夜歸，動
粗狂毆女友兼扯頭髮施虐，更一度揮刀
威脅毀容，母親企圖制止亦被割傷手
臂，女友乘機逃出電梯大堂呼救，仍被
持刀男友窮追不放，幸危急關頭，屋苑
保安員及時趕抵制止，終驚動警員到場
拘捕躁青扣查。

母圖制止 被子割傷手臂
被捕躁青馬×榮(26歲)，涉嫌「傷人」

及「藏有攻擊性武器」罪名被警方拘捕
扣查。夜歸慘遭虐打女友陳×珊(26
歲)，雖遭連番毆打及扯頭髮，但事後
仍拒絕送院檢查；至於企圖制止兒子暴
行反遭割傷的婦人羅×頌(54歲)，因右
手臂及手指受傷，需送往沙田威爾斯醫
院敷治。
現場為廣源 廣棉樓一公屋單位，由

馬姓青年與母同住，早前馬結識同齡女
友，後同居上址。據悉最近女友不時夜
歸，且理由多多，馬感對方有所隱瞞，
懷疑她背 他與人幽會。

同居男亂拳狂毆喝罵問罪
前晚女友又再出夜街，至昨凌晨5時

許才歸家，甫返抵同居男友家門，一直
未睡等候的男友即興師問罪，雙方發生
爭執，有人突然情緒失控，撲前向陳女
一輪亂拳毆打，再扯 其頭髮不停喝罵
洩憤，並取來利刀威脅將她毀容，母親
見狀欲加以制止，未料混亂間亦被割
傷，女友則乘機逃出屋外電梯大堂呼
救，惟男友仍持刀追出，幸鄰居聞吵鬧
聲一早通知保安，一名黃姓保安員接獲
住客投訴噪音趕抵察看，眼見有人持
刀，立即喝止及報警。
未幾，多名手持盾牌警員趕抵，經調

查後，將涉嫌毆打女友的噪青拘捕，並
連同一把利刀帶署扣查，疑兇受傷母親
則由救護車送院敷治，至於遭男友毆打
兼被利刀指嚇的女事主，事後堅拒送院
檢查，案件目
前交由沙田警
署刑事調查隊
第8隊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 尖沙咀一間酒店及馬鞍
山 安 ，昨凌晨分別揭發
男子昏迷猝死事件。其中入
住尖沙咀棉登徑一間酒店房
間的抱病外籍男遊客，被到
訪友人發現昏迷房間地上，
經救護員檢查證實明顯死
亡，警方初步相信無可疑，
惟其死因須待法醫剖驗才能
確定。另在 安 一名37歲
壯漢，被母親發現在床上抽
搐後昏迷，急送醫院搶救無
效，證實死亡。

訪友拍門無人應通知職員
昨日凌晨1時許，一名男子到達尖沙

咀棉登徑7號一間酒店，擬探訪租住上
址房間的外籍友人Paul(55歲)，詎料拍門
良久無人應門，致電亦無人接聽，擔心
出事，遂向酒店求助。其間一名吳姓酒
店職員利用後備鎖匙啟門擬入內察看，
惟發現大門防盜鏈鎖上，由於一直無人
應門，認為有可疑，於是報警求助。
警員與消防員到場立即破門入內，赫

然發現該名外籍租客昏迷床邊地上，即
場由救護員搶救，惜不久已證實他明顯

氣絕身亡。警員事後調查，得悉事主一
直患病未癒，不排除是舊病復發失救致
死，案件無可疑，屍體由仵工舁送殮
房，待法醫剖驗確定死因。

壯漢床上抽搐昏迷猝死
另在馬鞍山 安 山樓一單位，昨

凌晨3時許，37歲壯漢周×達，被趙姓
65歲母親發現在床上不斷抽搐，痛苦呻
吟，未幾即陷昏迷，立刻報警求救，救
護員到場將昏迷事主送入沙田威爾斯醫
院搶救，惜已返魂乏術。由於家人指死
者生前健康良好，對其突然猝死感到愕
然，警方將安排驗屍以確定死因。

深布吉消遣遇伏
港漢挨斬險斷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到深圳布吉

消遣的港男，報稱昨凌晨偕友在街頭突遭神秘大
漢持刀襲擊，他伸右手擋格，結果右手腕幾乎被
斬斷，大漢逞兇後逃去無蹤，他獲送當地醫院接
受初步治療後，隨即負傷返港求醫。

同行友人嚇呆 負傷返港求醫
幾乎遭斬斷手腕的香港男子姓鄭（28歲），由

救護車送往北區醫院治療後仍要留醫，傷勢嚴
重。事發於昨凌晨4時許，鄭偕數名友人到深圳
布吉消遣，據悉，一行人在街上行走時，突有一
名持刀大漢走近，不由分說揮刀向他狂斬，鄭本
能地舉起右手擋架，右手腕即告中刀，幾乎被斬
斷，大漢再揮刀斬傷其背部，逞兇後拔足逃去，
同行友人嚇呆，事後將鄭送往附近醫院救治，經
初步治後負傷返港，在落馬洲邊境管制站報警求
助，由救護車將他送往北區醫院救治。由於案件
在內地發生，警方會將有關案情告知內地公安協
助緝兇，初步不排除案涉尋仇。

藥材店失火 薰壞百萬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中環結志街發生

煙火薰藥材事件，一間經營逾20年的藥材老店昨
凌晨閉門失火，消防員接報撬閘破門撲救，雖將
火警撲滅，惟舖內大批中成藥和乾貨已遭煙火焗
薰毀壞，連同舖面要重新裝修花費，估計失逾百
萬元，東主欲哭無淚，火警初步相信是電線短路
引起，並無可疑。

冬蟲草燕窩遭煙火薰毀
火警現場為中環結志街12號地下一間藥材舖，

姓鍾店東透露，他在該處開業已逾20年，今次火
警損失慘重，大批如冬蟲草、燕窩及人參等名貴
藥材及冬菇、紅棗和白果等乾貨，不是遭煙火薰
燒毀，便是被消防灌救時淋壞，加上焚毀店舖要
重新裝修費用，估計損失逾100萬元。
事發於昨凌晨2時許，藥材舖突閉門失火，烈

焰和濃煙從大門鐵閘空隙冒出，樓上街坊睡夢中
驚醒報警，10多名住客自行疏散到樓下暫避，消
防員接報場撬閘破門進入舖內開喉灌救，未幾將
火救熄，但飾櫃內外的名貴藥材及乾貨俱已毀
壞，店舖部分地方焚毀，火警中無人受傷，消防
員初步調查，相信是天花頂冷氣機有電線短路引
起火警，並無可疑。

的哥突減速釀4車「串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九龍塘窩打老道

昨凌晨發生4輛的士連環相撞意外。一輛的士疑
在行駛途中突然減速，結果導致緊隨而來的另外
3輛的士收掣不及，釀成4車首尾相撞，其中1名
的士司機及3名女乘客輕傷須送院敷治。
4名傷者，包括的士司機羅×明(48歲)，以及另

一輛的士上的3名女乘客溫×碧(28歲)、李×雯(40
歲)和郭×珠(52歲)，4人經送伊利沙伯醫院敷治後
無礙出院。事發昨凌晨0時45分，羅駕的士載客
沿九龍塘窩打老道往新界方向行駛，途經浸會醫
院對開行車天橋時，因前面交通擠塞而減速，緊
隨其後的2輛的士亦相繼減慢車速，未料再尾隨
而來的第4輛的士司機倫×祥(45歲)卻收掣不及，
車頭狂撼前面的士車尾，再將該車推前終釀成4
車「串燒」，其中羅及另一的士上的3名女乘客同
告頸部扭傷。未幾，警員與救護員接報到場，迅
將傷者逐一救出車廂檢查傷勢，隨後再送住醫院
治理。由於發生意外後，4輛的士堵塞天橋，現
場往新界方向交通一度擠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觀塘將

軍澳道昨午上演一幕「螳臂擋車」救車

救人驚險交通意外。一輛載客的士撞撼

前面七人車後，6旬司機受傷昏迷，的

士無人駕駛下沿斜路溜後，任酒樓經

理、西裝畢挺的男乘客即跳車施「螳臂

擋車」，與被撞七人車司機企圖合力阻

停的士，惟2人終無法阻止的士溜後，

被迫跳開保命，但仍沿途脫下外套揮動

向其他駕駛者示警，的士最終溜後逾50

米撞壆停下，未致釀成更嚴重意外，司

機昏迷送院，勇乘客亦扭

傷頸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
輛由九龍駛往屯門的雙層巴士，昨凌晨
疑因乘客「踩過界」上演一幕車廂互毆
事件，有目擊乘客更拍下一段長達3分鐘
的罵戰及打鬥短片，一名中年惡漢與一
對夜歸夫婦扭作一團，有人除出手掌
摑，更施以「無影腳」連環踢向夫婦，
對方則以「迷魂鎖」箍頸回擊，結果
「三敗俱傷」，驚動車長將車停在屯門公
路報警，警員到場以「在公眾地方打架」
罪名拘捕2名男子扣查。

男乘客夜歸夫婦「三敗俱傷」
與「踩過界」男乘客衝突的夫婦，分

別為丈夫高×章(33歲)，腳及右手受傷；
其妻曾×楓(34歲)，則臉部受傷，2人同
送仁濟醫院敷治；一度施展「無影腳」
的男乘客楊×洋(52歲)，左手及前額受
傷，但拒絕送院敷治。高與楊同涉「在
公眾地方打架」罪名被捕，另外楊再被
加控多一項「襲擊」罪名。
據悉，昨日凌晨事發前，高氏夫婦在

九龍登上一輛由旺角東站開往屯門良景
的58X雙層巴士後，同坐下層右邊車

尾近太平門位置，梁則坐在其對面座
位，雙方「腳頂腳」而坐。

對罵3分鐘 乘客拍短片
至零時30分，巴士途至荃灣屯門公路近麗城花

園對開時，高出言不滿梁將腳「踩過界」，兩人
初則互罵，繼而動武打鬥，根據同車目擊乘客提
供的手機片段顯示，雙方對罵歷時近3分鐘；當
中有人突然出手掌摑高，曾婦護夫心切大叫：
「做乜打人呀？」並表示要報警，此時有人再連
環雙腳出擊，狂踢向夫婦兩人，混亂中高及妻子
遭踢傷，有人反擊撲前箍頸，雙方混戰一輪，車
長發現有乘客打架及有人受傷，於是停車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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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螳臂擋車」的李姓男乘客因扭傷頸部事後需送院檢
查。

■肇事的士車頭撞毀，事後被拖往車輛扣查中心
等候檢驗機件事否有問題。

■斜路撞車失事的士一度溜後逾50米撞向路邊石
壆才停下。

■發生的士撞車溜後意外後，現場一帶交通非常
擠塞。

▲肇事寶馬房車車頭
損毀，車牌飛脫。小
圖為涉嫌醉駕及危駕
的寶車房車司機被捕
帶署拘查。

被攔腰猛撞私
家車車身凹陷。

■沙田廣源
家暴血案中手
部受傷母親送
院敷治。

■尖沙咀棉登徑酒店外籍男子猝死房間內，遺體
由仵工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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