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裕華) 國泰和港龍兩班返
港客機本月中幾乎在本港機場上空相撞。該兩班
準備降落的航機共載有613人，當時在同一飛行
高度距離一度只有2公里，幸而兩機空中防撞系
統啟動才避過一劫。前民航處處長林光宇估計，
兩機只差6秒便相撞，形容事件「危險」及「嚴
重」。國泰和港龍發表聯合聲明，聲稱是一宗

「未符合標準航空飛行距離事件」，並無相撞風
險。民航處稱正作進一步調查。

事發在本月18日下午1時13分，港龍客機正在
空中盤旋等候降落指示，其後國泰客機進入同一
空域。民航處表示，當時香港國際機場周邊天氣

惡劣，阻礙返港航機降落，導致多班航機延誤。
當時國泰一班由紐約開出的CX841班機因燃油不
足，要求降落，控制塔發現它與港龍一班由高雄
返港的KA433班機處於相同飛行高度，而且愈飛
愈近，於是發出指示要求港龍班機轉向，但機師
沒理會，控制塔於是要求國泰班機攀升，懷疑因
機師聽不到而沒回應。

兩機啟動防撞警示避過一劫
17秒後，兩機的空中防撞系統啟動，港龍機師

依照警示攀升，國泰機師就下降，兩機一度最近
距離只有約2公里，比正常飛行間距約10公里為

短。
國泰和港龍航空已向民航處匯報事件，並發表

聯合聲明，指是一宗「未符合標準航空飛行距離
事件」，兩機機師當時根據實際情況，採取適當
步驟，恢復兩機的標準距離，故並無碰撞風險。

民航處循空管程序調查
前民航處處長林光宇根據兩機距離和正常飛行

速度推斷，相信兩機當時只差6秒便相撞，認為
相撞機會極高。他又表示，在任處長6年期間，
從沒遇過如此「危險」及「嚴重」的意外，認為
當局必須有人負責，並成立獨立小組調查，例如
空管人員工作量是否過多，訓練和經驗是否足夠
等。

民航處表示，空管人員是在鎮定和適時的情況
下，按既定程序採取適當糾正措施，會循空管程
序、惡劣天氣、人手安排等方面調查。

食安抽查200中式冷盤 九斗半海蜇拼白肉出事

小南國秘製素鵝
含菌全線停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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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涉腐液淋妻 稱遭欺凌迫飲尿

洗衫水開奶餵少主 菲傭表證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成績優異的16歲中
四女學生洪愷蔚，前日16歲生辰疑為會友慶祝，游繩
離家不幸跌死，有同窗在交友網站facebook設立「為洪
同學致上深切的哀悼及祝福」群組悼念，有不少同學
甚至不認識「洪愷」的網民留言，有網民留言罵「半
夜催人外出玩的人害死人家個女」。

昨晨，洪愷蔚父母在2名男女親友陪同下，到達葵涌
殮房辦理認屍手續，各人神情哀傷，認屍後未肯回應
傳媒查詢，匆匆離去。

同座學生告假 校方跟進
女校長黃惠庭昨晨再度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她不

知道前日是洪愷蔚的生日，是在閱報後才知道。昨日
有與愷蔚同班同座的一名學生告假，校方會跟進她是
否有情緒問題，同時亦會留意同班其他學生及認識愷
蔚的同學是否有情緒問題，隨時跟進輔導，並考慮為
愷蔚舉行追思會。

前晚深夜，有愷蔚的同級同學在交友網站fb設立「為
洪同學致上深切的哀悼及祝福」群組悼念，期間有不
少同學及不認識「洪愷」的網民紛紛留言以示悼念，
當中有網民認為她傻，亦有過路人留言說「唉，做咩
要咁傻呀，洪愷蔚安心離去吧！願一路好走⋯⋯。」

網民「半夜催人去玩害死人」
網民Gary Tako更留言直斥「明知第二日要返學，都

仲要半夜四點催人出去玩，叫佢出去 人，你 要賠
翻個女畀人 阿媽，係你 害死人 個女！」

女生游繩離家跌死
同學fb群組悼念

國泰港龍客機飛太近 差六秒相撞

讀中醫壓力大 大專生燒炭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溫瑞麟) 一名正攻讀中醫

大專課程的21歲男生，昨日下午突被父親發現在
荔枝角寓所內燒炭昏迷，急送醫院搶救，惜已返
魂乏術，警員事後根據事主遺書內容，相信其因
讀書壓力問題而自殺，案件無可疑。

中秋節前剛完成實習課程
燒炭死亡男生盧偉傑，21歲，生前在一間大專

院校攻讀中醫課程，與家人包括父母及一妹同住
荔枝角華荔 喜荔樓一單位。據盧父表示，中秋
節前兒子才完成一個中醫實習課程，惟在家過節
時卻顯得鬱鬱不歡，惟未透露原因。

母痛泣「你為什麼丟下我」
昨日下午時4時42分，盧母返家赫然撞破兒子

在房內燒炭自殺，昏迷床上全無反應，慌忙報警
求助，消防員與救護員到場迅將事主急送瑪嘉烈
醫院搶救，惜不久後被證實死亡。母親驚聞愛兒
噩耗傷心欲絕，痛泣：「兒子，你為什麼丟下
我，一句話也沒留下，我以後怎麼辦啊⋯⋯」

隨後警員到場調查，除在房內發現一個炭爐
外，另外檢獲一封遺書，大意透露其對學業感到
困擾，很不開心，故此認為事件無可疑，列作自
殺案處理。

認不小心駕駛
張 芝罰款250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剛受離婚困擾的藝
人張 芝又犯上官司，早前於淺水灣道駕車撞傷
一名老伯，被票控不小心駕駛，案件昨於東區裁
判法院提訊。張 芝透過代表大律師張錦榮表示
認罪，共被罰款2,500元。張錦榮指 芝當日為了
趕赴兒子的家長會，才會不小心釀成今次事件。

稱趕赴家長會撞傷老伯
年滿30的張 芝，被控2項不小心駕駛，指她

於本年3月30日，分別在清水灣道及赤柱峽道不
小心駕駛，事件中一名老伯被撞傷。 芝昨因出
外公幹未有到庭應訊，然她聘請了陳芷菁丈夫張
錦榮作為她的代表大律師，並透過張大狀承認兩
項控罪。 芝透過律師呈遞親撰的求情信，信中
表示對事件中相關人士深感歉意，並承諾以後駕
車必然會小心，不會對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影
響。張大狀求情時指 芝有超過十年的駕駛經
驗，並沒有不良的駕駛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佩琪) 食安中心於本港著名連鎖上海菜館

「小南國」銅鑼灣分店的「自家製」素鵝樣本，驗出可引致嘔吐、腹

瀉的金黃葡萄球菌，每克含10萬個病菌。另一間上海菜食肆「九斗

半」杏花新城分店的海蜇拼白肉樣本，被驗出含沙門氏菌。「小南

國」負責人昨回應，稱收到報告後即時全線停售該款食品，現正調

查出事原因，惟相信屬個別事件。「九斗半」銷毀問題

食物後，現已如常售賣該款食品。

香港文匯報訊 颱風「納沙」橫
掃菲律賓後，昨晚進入香港800公
里範圍，天文台在晚上10時40分發
出一號戒備信號，預料「納莎」
於周四最接近本港，會為本港帶
來不穩定天氣，隨後1、2天風勢
頗大及有狂風驟雨。

颱風「納沙」已進入南海，預
計未來1、2天會橫過南海北部。

「納沙」昨日傍晚以西至西北偏西
路徑移動，趨向海南島及廣東西
部。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黎守德
表示，「納沙」昨晚進入本港800
公里警戒範圍，「我們預計颱風

『納沙』於今(昨)晚進入本港800公
里警戒範圍之內，有機會需要考
慮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一號
的戒備信號」。

另外，黎守德又表示，預料
「納沙」在周四最接近本港，會為
香港帶來不穩定的天氣，不排除
到時會發出更高的颱風信號，

「當『納沙』在周四最接近我們
時，沿岸的風會普遍增強，風勢
可能受強風影響，甚至離岸及高
地有烈風程度，所以有機會(發出)
三號強風信號」。

天文台預測今晨大致天晴，稍
後時間漸轉多雲及有幾陣狂風驟
雨，氣溫介乎攝氏25至31度，海面
有湧浪，吹和緩東至東北風，稍
後風勢增強，隨後1、2天風勢頗
大及有狂風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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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保安員涉於去年6月向
妻子淋潑通渠水導致對方死亡案，被告昨於高院辯
稱，自妻子揭發他以詩句與女友人交往後性情大變，
自爆有年輕情人，除強迫他簽訂「奴隸契約」，禁止
他跟胞姊和胞弟來往，又在酒醉後在他口中小便，憶
起以往被妻子欺凌的片段，被告只能在庭上不斷哭
泣。

60歲被告黃志誠昨於高院自辯稱，他與死者於1994
年相識，當時前妻移民加拿大，自己則留港做「太空
人」，期間到深圳認識在卡拉OK任公關的死者宋子
琴，很快便包養她。至1997年回歸前夕，被告向死者
表示要回加拿大，死者曾因此苛索20萬元，令被告感
到她「有少少貪心」，只給她3萬元。惟被告在加拿大
時，前妻不滿他曾有外遇，狠狠罵他「You Better
Die(你唔去死都冇用)。」被告遂於1998年底回流香港

與前妻離婚，遂跟死者再續情緣。

子稱見證父簽「奴隸契約」
被告續指，他於案發前任職保安期間上網結識一些

女網友，更在手機以詩句互贈。死者於去年4月15日
從被告手機發現有關短訊，先後以剪刀、利刀將他趕
出家門，被告曾到庇護中心暫住。同年4月26日，死
者准許被告回家，但威迫他要做「奴隸」，需跟親人
斷絕來往，自此死者會不時「發神經」般拍打被告。

被告形容死者自此性情大變，每晚在外飲酒，更自
爆在酒吧認識了一名30歲男朋友。一次他回家後竟被
強迫蹲下，她則蹲到沙發上，從高處排尿到被告口
中，被告至此一度泣不成聲。惟死者的親子余小龍的
口供指，被告與母親的感情一直都不錯，但他曾於去
年5月18日和妹妹Yoyo見證父親簽下「奴隸契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年輕女菲傭相信將
洗衫水和爽身粉混入食水，供女僱主、女僱主母親及
開奶給5個半月大的男幼主飲用，可起「宗教神效」，
獲僱主一家善待，但最終令3人腹瀉。女僱主起初不
以為意，及至為幼兒開奶時發現食水混濁惡臭，有如

「坑渠水」始報警揭發。被告早前否認1項疏忽照顧兒
童及3項施用有害毒物的罪，昨在荃灣法院受審。

被指「加料」害主的女被告Acosta Teresa Asuncion
（29歲），報稱大學畢業，曾任教小學，去年11月25日
正式受聘，本年1月19日開始在事主家中工作。她被
控於本年5月14至17日，在青衣柏麗灣女僱主家中，
對5個半月大的男嬰違反1項疏忽照顧兒童及1項施用
有害毒物的交替控罪，又對女僱主與其母親違反各1
項施用有害毒物罪，昨被裁定表證成立。

僱主一家飲「坑渠水」腹瀉
女僱主張寶萊（32歲）庭上供稱，早在5月14日晚

上8時，她下班回家在飯桌上倒了杯水來飲，但入口
即覺有「坑渠水」的異味。她問過被告何故，但對方
稱不知，遂叮囑被告洗淨所有水瓶，然而1小時後，

她開始肚痛腹瀉4、5次，仍猜想是早上吃錯東西所
致。及至5月17日下午3時，她在公司收到母親電話，
說幼兒肚瀉，至晚上回家9時半晚飯準備開奶給幼子
時，又發現食水非常混濁，異味陣陣，比上次更為嚴
重，與丈夫商量後報警。

女僱主64歲的母親勞少玉亦稱，她5月17日到女兒
家中之際，被告從廚房取水奉上，但她一向嗅覺不
靈，聞不到異味，卻見到水質帶黃。她下午替孫兒換
尿片時，赫見他頻頻肚瀉，但一直懷疑只是開奶的水
溫不合所致，遂一直留在女兒家中照顧孫兒，直到9
時多晚膳後，她又飲了一杯水，在深夜11時開始腹
瀉。

被告自辯水瓶意外掉進污水
被告自辯時表示，在警誡下，她曾向警員否認在食

水中「加料」，更聲稱只是意外，因為她習慣在廚房
洗手盆中清洗衣物，是水瓶意外掉進洗衣污水中，故
帶有異味。辯方稱，可能是被告英語能力不足，與警
員溝通不善而產生的誤解。案件押後至本周五陳辭，
被告須還柙監房。

食物安全中心今年7月至8月從不同食
肆、食物製造工場、超市及便利店，抽
取200個中式冷盤食物樣本，測試有否副
溶血性弧菌、沙門氏菌、金黃葡萄球
菌、蠟樣芽胞桿菌及產氣莢膜梭狀芽胞
桿菌等致病菌。結果有2個樣本不合
格，其中取自杏花 杏花新城「九斗半」
的海蜇拼白肉樣本，被檢出含沙門氏
菌；另一個取自銅鑼灣時代廣場「小南
國」的素鵝樣本，被驗出每克含10萬個
金黃葡萄球菌。

杏花新城九斗半：如常售賣
在本港有7間分店的小南國昨透過公

關公司回應，指該款素鵝由中央廚房製
作，收到食安中心的報告後，已即時全
線停售，現正調查食物含菌的原因。食
環署其後到有關分店視察，認為廚房衛
生狀況良好，職員處理該款食物的程序

妥當。公司已提醒員工須注意衛生。杏
花新城「九斗半」發言人吳先生昨表
示，接獲食安中心通知後，已經銷毀問
題食物及提醒職員須保持衛生，現如常
售賣該款冷盤。

食安中心發警告信
食安中心發言人昨表示，進食含過量

金黃葡萄球菌或沙門氏菌的食物，可能
引致腸胃不適如嘔吐、肚痛及腹瀉等。
中心已要求該2間店舖停售及銷毀問題
食品，並向有關販商發出警告信及提醒
負責人處理食物的衛生常識。中心其後
再次抽取樣本化驗，結果合格。發言人
提醒業界，製作中式冷盤食物涉及不少
人手處理工序，食物可能是預先配製及
在上菜前已存放一段時間，進食前一般
毋須翻熱，均會影響冷盤食物的衛生質
素，有關人員必須注意食物製作過程的

衛生。
該發言人說，為確保食物安全，業界

應向可靠供應商購買原材料，審慎估計
每天各項菜式的需求量及預先計劃工作
時間表，避免過量或過早配製食物。即
食食物應放於有蓋容器內，並與未經烹

調的食物分開存放。應以不同用具分開
處理生的、經煮熟及即食食物。

巿民應光顧衛生及可靠的持牌食肆購
買冷盤食物，並盡快食用或存放於雪櫃
內，冷盤食物應保持於攝氏4度或以
下。

■被控不小
心駕駛藝人
張 芝當日
在車內靜候
警員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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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和港龍兩班返港客機，本月中幾乎在本港機場上空相撞。
資料圖片

■銅鑼灣時代廣場「小南國」的自家製素鵝樣本，被驗出每克含10萬個金黃葡萄
球菌，該款食品已停售。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洪愷蔚游
繩落街會友
不幸跌死，
生 日 變 死
忌，雙親昨
在親友陪同
認屍後匆匆
離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