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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杜
法祖）元朗公
路昨凌晨1時
許發生火燒車
意 外 ， 一 輛

「 迷 你 谷 巴 」
私家車沿元朗
公路往元朗行
駛途中，突失
控狂撼石壆，
車頭隨即冒煙 火焚燒，火勢異常猛烈，一時烈焰濃煙衝天，車上4名
男女在尾隨乘車而至友人協助下，及時跳車逃生，不致葬身火海。一
輛救護車途經見狀即通知上峰，消防員接報迅速到場開喉，20分鐘後
將火撲熄，惟私家車已燒成廢鐵，年僅19歲姓鄧司機右手輕傷，敷治
後已無礙出院。警方正調查肇事原因。

老的哥中風撞車 2乘客「嚇餐飽」

尼龍繩「打孖」上 僅受50磅拉力

不滿學會紀律調查 測量師申覆核被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婉琪 澳門報道) 澳門海關兩名便
衣關員昨凌晨4時許，在湖景大馬路截查1宗懷疑偷竊電單
車走私案時，被3名內地男子以開山刀及綁上鐵 長竹竿
襲擊。關員鳴槍兩響示警，但3人未有理會並不斷還擊，
其中1名關員手部受傷，遂再開2槍自衛，其中1人被流彈
擊中大腿，負傷跳海逃走，另外2人亦隨之跳海逃脫。海
關通知內地邊防部門，合力將其中2人，包括受傷的疑人
拘捕，即時送院救治，情況無大礙，海關現在追捕其餘1
名在逃者。
被捕2名男子同姓程，分別27及24歲，江西居民，報稱

漁民，非法入境。2人曾在澳門觸犯涉及偷電纜等罪案，
現正候審。澳門海關現以偷竊、傷人、抗拒及脅逼、違令
等罪名將兩人送交檢察院，並全力緝拿逃脫疑犯歸案。

3內地刀煞襲警
澳關員開槍中1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有多次案底的大學爆竊積
犯，於出獄不足1個月後又再次犯案，潛入中大及浸大等
校園偷取20多部手提電腦、電話及現金等，他早前承認7
項爆竊罪，昨被重囚6年。法官判刑時指，被告過去20年
多次犯案，使大學失去了多年教育的成果，法庭有責任保
護公眾利益，又勸被告要改過自新。

出獄月內再次犯案
法官判刑時指，35歲被告許儀龍在過去20年多次涉及入

屋犯法罪而被定罪，他最近一次於2009年時亦是因於大學
偷竊被定罪，本年4月出獄後不足1個月又再干犯本案，明
顯判監對被告來說是沒有效用。被告在本案中所在大學偷
取的都是手提電腦及電話等貴重物品，對於大學生及教職
員來說是重要的教材。此外，被告偷取的手提電話當中，
可能儲有他人的機密資枓。
法官續指，被告是一名專業的爆竊者，可一次過偷走15

部手提電腦，某程度上是有計劃的。而大學是最高的學
府，法庭要保障公眾利益，必須將被告重判，故判他入獄
6年。
案情指，本年5月14日，便衣警員於浸會大學附近反盜

竊行動期間，發現被告在浸大內遊蕩，上前查問時在他身
上搜出一部不是屬於他的手機，於是將他拘捕，被告在警
誡下向警方透露他於2008年10月至本年5月間潛入中大、
浸大等地方偷取財物。

偷大學電腦手機
爆竊慣匪囚6年

近年少年爬窗離家事件
日期 事件

2011-05-05 15歲巴基斯坦裔少年，在灣仔唐樓家中被母親禁離家，竟 背囊拿 滑
板，從4樓住所攀窗出水渠，直爬落街離去。

2011-02-18 16歲少女因家人不准她在元宵佳節外出，竟冒險於西環5樓寓所徒手攀爬水
渠落街，期間失手凌空墮下，幸跌落3樓簷篷救回一命，僅雙腳擦傷及臀部
疼痛。

2011-01-03 梨木樹 一名14歲女童被鎖在家禁止外出，但仍趁母離家攀窗走出一樓寓所
外簷篷欲爬落樓，被保安員誤會跳樓報警，消防員將女童帶回安全地方，而
女童母因涉嫌獨留女兒在家被捕。

2009-09-11 小西灣 一名疑有情緒問題12歲男童，被母禁止外出，為落樓會波友，男童
竟從19樓寓所睡房攀窗沿冷氣機排水管游牆落樓，因手腳擦傷送院。

資源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母禁外出會友慶生 竟尼龍繩綁手4樓爬落街

中四乖女夜攀窗
游繩離家墮樓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繼早前
北角電器道鳳姐劫殺案上訴得直後，
2009年1月連環奪去2名鳳姐性命的裝修
工，昨日亦因原審法官引導陪審團指引
不當而獲撤銷定罪，上訴庭將案件發還
重審。上訴庭批評原審女法官給人一面
倒的感覺，鮮有分析辯方證供，甚至逐
層擊潰辯方案情，有欠公允。

青年殺妓囚終身撤銷定罪
昨獲判重審的鳳姐殺手康子賢(26歲)，

被控於2009年1月9日及31日，分別在觀
塘及紅磡的「一樓一」謀殺2名鳳姐，去
年被陪審團一致裁定2項謀殺罪成，判囚
終身。上訴庭昨撤銷2項定罪，辯方原本
要求直接以誤殺罪取代，但上訴庭最終
決定發還重審。
上訴庭法官夏正民於判詞裡特別撰寫

一篇「範文」，設身處地交代他會如何引
導本案陪審團，可謂重新指導原訟庭法
官向陪審團作總結的方法。夏正民法官
指出，每個被告在陪審團面前都有辯護
權利，就算其理由看來如何有違常理，

法官都應該在陪審團面前處理得公平準確。夏正民
法官續稱，本案爭議在於被告有沒有殺人的意圖，
被告沒有出庭自辯，完全依賴錄影會面的證供，無
奈他於4次會面交代的版本也前後矛盾、混亂而複
雜，因此法官更需要為辯方案情作出清晰的總結。

上訴庭批女法官欠公允
判詞指出，原審法官潘敏琦不只沒有把辯方案情

抽絲剝繭，更處處提醒陪審團，被告所說的版本存
有疑點。康子賢一方指出，潘官總結時多番列舉被
告會面的矛盾之處，然後在陪審團面前反問：「他
是否一致呢？」「他會否在虛構故事呢？」上訴庭
指出，被告無權要求法官隱惡揚善、避開辯方案情
的漏洞，但大前提是要表現公平，要分析證供如何
支持辯方案情，否則會予人一面倒的感覺。此外，
上訴庭亦指出，康子賢供稱他用毛巾「蘸(dip)」哥
羅芳，但法官引導時用「soak(浸)」的字眼，令不公
平的情況更嚴重。
控方案情指出，康子賢一個月內謀殺2名鳳姐，

皆備有沾上哥羅芳的毛巾上門，性交殺人後洗劫單
位，而死者被發現時被毛巾蓋臉，法醫指出2人因
口鼻受阻擋而窒息致死，與哥羅芳無關。康子賢在
警誡下強調他無意殺死者，大爆自己的變態性癖，
自稱他拿出哥羅芳毛巾掩 鳳姐的臉，務求見她們
掙扎以令自己更興奮。
除康子賢之外，另一鳳姐殺手林培峰(33歲)原被裁

定2008年3月16日於北角電氣道一單位謀殺27歲鳳
姐，但因原審法官對陪審團的指引不足，上訴庭判
上訴得直，稍後決定是否重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溫瑞麟、杜法祖) 九龍城一名兼職

賺取生活費品學兼優中四女生，昨日16歲生日，凌晨下

班回家後，疑欲再外出會友慶生辰被家人阻止，至清晨

竟以纖幼尼龍繩綁手，在所住唐樓4樓寓所越窗欲沿外牆

游繩地面，惟中途尼龍繩不勝負荷折斷，女生當場凌空

墮樓頭部重創身亡，生日竟成死忌。警方調查後認為事

件無可疑，列作「有人從高處墮下」處理，

正深入了解死者冒生命危險游繩落街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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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資深測量
師陳超國被指專業失當，接獲投訴的香港
測量師學會展開紀律調查；但陳認為測量
師學會的內部規則不可凌駕《測量師註冊
條例》，有關事件應先由測量師註冊管理
局 手處理，而且學會也曾錯過了「合理
時間」通知他被投訴的內容，故早前向高
院申請司法覆核推翻學會成立調查委員會
的決定。惟法官認為陳早前加入學會，便
是自願受有關條款約束，故撤銷他的申
請。
申請人陳超國，1988年成為答辯人香港

測量師學會的產業測量組會員，後於1995
年獲測量師註冊管理局批准，註冊成為專
業測量師。他於去年6月收到學會的通

知，指有人投訴其專業操守，遂成立委員
會處理有關投訴。
法官芮安牟裁決時指，申請人早前加入

學會時，便應知道學會有權根據《專業操
守規則》成立調查小組及紀律委員會處理
投訴，他自願加入學會的性質，便即是預
料到有合約的形式受到會方的約束，所以
申請人認為他會否同時受到學會，以及測
量師註冊管理局以《測量師註冊條例》進
行紀律聆訊，是作出了「重複調查」，法
官指是沒有關係的；另外，雖然申請人不
滿學會遲遲未通知他被投訴的內容，但事
實上學會仍未發出起訴罪名，法官認為事
件仍未超過「合理時間」通知他有關的投
訴內容，所以拒絕他的司法覆核申索。

「迷你谷巴」撞壆起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近八旬高齡的士司
機，昨凌晨載客在旺角上海街轉彎時疑突中風昏迷，
的士頓變「無人駕駛」失控，撞及停泊路旁車輛始停
下，猶幸當時車速不高未釀巨災，車上一對男女乘客
亦無受傷，但已飽受驚嚇，昏迷老司機事後由救護員
救出送院。疑營業期間中風暈倒年邁的士司機姓黃、
79歲，送院搶救後情況嚴重。

司機伏 盤「無人駕駛」滑行
昨凌晨1時許，黃駕的士在牛頭角淘大花園接載了2

名男女乘客前往旺角。至凌晨1時50分，當的士抵旺
角沿山東街左轉入上海街時，黃疑中風突暈倒伏在
盤上，的士失控滑行，2男女乘客欲救無從，的士撞
及停在路邊一輛7人車車尾才停下。
猶幸當時的士車速不快，2名乘客僅受驚嚇，連忙

報警。救護員到場將老司機救出，當時他仍有呼吸脈
搏，將其急送廣華醫院搶救。
肇事的士姓梁車主聞訊趕至助查，警方列作「交通

意外有人受傷」處理，將的士交回車主駛走。

高齡司機續牌要醫生證明
目前法例規定，年屆70歲或以上的司機，要有醫生

證明才可續牌，且續牌時間只有1至3年。但有部分職
業司機為了生計，往往不理自己患病危險，在驗身時
仍哀求醫生「放他一馬」。針對職業司機的身體健康
問題，運輸署近年已引入免費驗身計劃，但業界曾批
評計劃有不足之處，包括舉辦次數太少及驗身地點偏
遠等。運輸署較早前回應表示，驗身計劃已引入「流
動車」，方便職業司機參加。
近期高齡的士司機行車期間疑病發暈倒以至猝死意

外並不罕見，上月3日晚便有一名81歲高齡的士司

機，在尖東麼地道一酒店地庫停車場疑病發，的士失
事撞牆受輕傷，送院後不治。

有長者每周做3日消磨時間
市區的士司機聯委會長郭志標承認近年長者駕的士

情況十分普遍，目前的士司機的平均年齡約50多歲，
主要原因是少了年輕人入行，部分長者的士司機並非
有經濟問題，部分更是車主，退而不休主要是生活圈
子窄，每周開工2至3日消磨時間。

親友路祭 同學網設群組悼念
墮樓喪命少女洪愷蔚(16歲)，為農圃道新亞中學中四B班學生，被同

學暱稱「紅海」，昨晚有同學在facebook設立群組悼念她，揭露昨日是
她16歲生日。
洪女與父母及19歲姊姊同住九龍城道21號1幢5層高唐樓4樓一單位，

上址屬洪父自置物業。洪父昨拒絕記者採訪，只回應事件是意外。洪
姊偕親友昨午在現場路祭，表現哀傷。據鄰居表示，洪母是男戶主第
二任妻子，育有2女。愷蔚為農圃道新亞中學中四女生，19歲長女亦
在同一中學畢業。

兼職回家 換衫圖外出
洪女在讀中二時曾因出街問題與母不和，須由社工跟進。現場消息

稱，洪女課餘有一份兼職，昨凌晨零時許她下班回家後，曾匆匆換衫
欲外出，但被母親以夜深阻止，母女鬧得頗不愉快。料不到事隔數小
時即發生墮樓悲劇，估計她冒死外出，是急於會友慶祝生日。
事發昨清晨5時57分，愷蔚疑趁家人熟睡，以2條纖幼的綠色尼龍繩

併成1條，綁在窗口，另一端則綁住左手腕，將尼龍繩拋出窗外，再
游繩落樓，中途疑因尼龍繩不勝負荷折斷，愷蔚當場凌空墮下馬路，
發出慘叫。
同房19歲姊姊被慘叫聲驚醒，發覺愷蔚不在床上，房間窗門亦大

開，探頭下望驚見愷蔚倒臥在馬路上，慌忙報警。警方與救護員接報
到場，發覺墮樓少女已昏迷，左腕纏有一條綠色尼龍繩，呼吸脈搏微
弱，急將其送入伊利沙伯醫院搶救，惟延至清晨6時16分證實不治。
愷蔚母、姊在醫院驚聞噩耗情緒激動。而正在上班的洪父聞訊，馬上
乘的士趕到醫院。
警員事後在現場調查，發現洪家窗外繫有一條綠色尼龍繩隨風飄

揚，經調查後得悉死者昨凌晨下班回家後，曾被家人禁止再外出，疑
她急於外出會友，清晨以尼龍繩游繩落樓外出出事。

校長：啟動危機小組輔導同窗
愷蔚就讀的中學校方對其意外身亡感愕然，女校長黃惠庭表示，愷

蔚中一入讀該校，是中四B班學生，形容愷蔚是優良生，成績中上，
亦是校內領袖生，在中二時曾獲農圃獎勵計劃銅獎及在「數學快而準
比賽」中得獎。不過，愷蔚在中二時曾因不開心被轉介社工跟進，發
覺她因出街問題與母親不和，但經社工輔導後有所改善。校方已啟動
危機小組，與愷蔚同班數名同學有情緒問題，已即時輔導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理工大學機
械工程學系工程師盧覺強表示，涉及意外的
尼龍繩又稱尼龍草，一般用以綁西餅盒及禮
物等重量有限的物品，所能負荷的拉力有
限，就算「打孖」使用，最多亦只能承受約
50磅的拉力，假設事主體重110磅，超越尼
龍繩可承受的拉力，斷裂是無可避免。事主
從3樓跌下，時速約48公里墮地時產生500磅
衝力，如頭部先 地衝力更達747磅，僅1.4

秒便倒地。
家庭治療師潘偉儀指出，年輕人情緒激

動時，做事會失去理智。年輕人如果和家
人有爭拗，往往會將事件放大，以為不能
解決。她提醒年輕人千萬不要因為怕煩，
關上房門自困。她亦提醒家長，不要以為
子女躲在房內，不反駁就沒事，因為可能
他們情緒未平伏，建議家長在自己冷靜後
再與子女討論。

▲九龍城道墮樓女童家人協助
警方調查。

警方及救護員在現場搶救墮
樓少女。

▲

■疑是鳳姐
連環殺手的
疑 兇 落 網
後，曾被押
到土瓜灣兇
案現場重組
案情。

資料圖片

■司機駕駛期間疑中風昏迷，的士失控撞路旁7人車車尾。 ■疑中風近8旬的士司機送院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