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外傭爭取居
港權案件將上訴至終審法院，其中第二宗菲
籍男外傭申請司法覆核獲勝個案，昨日上訴
庭指外傭一方與政府同意下，判處政府不須
上訴便可獲得勝訴，惟上訴庭同時批准男外
傭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許可。上訴庭解釋，若
終院維持《入境條例》沒有違憲的決定，則
已可處理本案的爭議。

案例判政府不須上訴可勝訴

昨日首席法官張舉能宣讀同意令，表示早
前首宗的外傭Vallejos Evangeline Banao爭取居
港權官司案，政府上訴後推翻《入境條例》
牴觸《基本法》的裁決，所以將來案件到終
院審訊後若維持原判，則可有效處理本案的
爭議，申請人遂跟政府同意，政府不須上訴
便可獲得勝訴，同時亦批出申請人到終院上
訴的許可。

申請人Domingo與妻子早前申請司法覆
核，推翻入境處不發出永久居民身份證的決

定。
兩夫婦於2006年作出有關申請失敗，至

2007年10月，律政司代表入境處跟申請人達
成協議，只要他們終止上訴，便容許他們無
條件暫留香港，處方並以當時開始計算，若2
人符合各種資格，便能於7年後成為永久居
民，但他們認為早已合乎申請資格。

惟原訟庭林文瀚法官於判辭指出，當時入
境處向2人提供的協議文件，並沒有表明將2
人在港「通常居港」的日子由同年11月14日
重新計算，遂判處Domingo勝訴，但其妻子
因期間曾離港，未有連續居住7年以上，所以
未能獲判勝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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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大道塌15米古樹 壓傷5人
連根拔起毀店舖櫥窗 樹底現蟲蛀疑「病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
理工大學護理學院前女助理教授聲
稱，在1998年遭上司系主任汪國成性
騷擾，但校方未有公平處理，更反指
收到學生投訴她教學差劣，將她解
僱，女教授指控理大違反性別歧視條
例，索償20億美元。汪國成（見圖）

昨應召出庭，承認確收過學生投訴，
惟沒有記錄。主審法官表示詫異，指
汪處理投訴為何只憑記憶。

稱二度投訴方開檔案
原告人李妙玲Alice（譯音）於1992

至99年間受僱於理大。她指控理大違
反性別歧視條例，索償20億美元。她
昨在無律師代表下質疑，汪曾於1999
年稱收到學生對她的投訴，但為何沒
有投訴人署名記錄。汪表示，校方如

收到初次投訴，
通常即時內部處
理，再有投訴才
開檔案處理。

汪稱他記得分
別於1992及93年
收過瑪嘉烈醫院
及7名學護對李
的投訴，但承認沒有投訴人的記錄。
李當庭指責汪罔顧程序。

李續指，在1998年6月26日，汪曾問
她是否願意與他同參與北京協和醫院

（PUMC）的教育項目，一起到北京視
察場地，最終李以有其他同事前往為
由而婉拒。李說完更在庭上示範，指
汪當時一邊說，一邊用膊頭撞她膊
頭，動作令她嘔心，恨不得摑他一
巴。但汪否認曾提出這樣邀請。

7學護投訴教授 理大無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
洗衣公司中年董事，疑不堪生意失敗
困擾，昨在新蒲崗的公司內上吊自
殺，被職員上班發現已氣絕多時，警
方事後在現場檢獲一封遺書，相信案
件無可疑。

死者黃×華、49歲，在大有街36號
華興工業大廈內經營一間洗衣公司，
為公司董事之一。其妻事後接獲警員
通知趕到現場，目睹丈夫遺體一度情

緒激動，哭
得 死 去 活

來。
事發昨晨約8時20分，該公司一名職

員如常上班，甫入公司即發現黃姓老
闆上吊昏迷，大驚之下立即通知大廈
59歲姓林保安員協助報警。救護員趕
至將黃解下，惟已證實明顯死亡，警
員隨後在現場檢獲一封相信是黃寫下
的遺書，內容大意透露因生意問題尋
死，相信事件無可疑，死者遺體事後
由仵工移送殮房。

生意失敗 洗衣店老闆上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熱愛
小型賽車活動的貿易公司東主姓張

（39歲）、已婚，昨晨被發現在屯門龍
鼓灘村其私家車內疑酒後燒炭畢命，
未有遺書透露厭世原因，警方調查後
發覺事主有債務問題，懷疑他因財困
厭世，事件並無可疑。

現場為屯門龍鼓灘村劉氏祠堂對開
空地，據村民稱，前晚已發現一輛白
色私家車停在爛地上，但不以為意。
昨晨7時許，有村民發現車內一名男子
長時間無動靜，覺有可疑走近查看，
赫見車內後座有一個金屬器皿滿是炭

的灰燼，懷疑
有人車內燒炭

自殺，連忙報警。警員接報到場打開
車門將男子救出，惟救護員證實事主
明顯死亡毋須送院，屍體由仵工舁送
殮房。

警員在車內發現一樽威士忌酒飲剩
小半，疑事主酒後在車內燒炭自殺，
惟沒有發現遺書。警方證實張的身份
後聯絡其家人，稍後張妻，張的大舅
和一名友人先後到場認屍及協助警方
調查。據張的大舅稱，其妹夫沒有向
他商借，相信沒有經濟問題。不過，
警方則發覺死者有債務問題，正調查
是否因財困厭世。

小型賽車東主酒後燒炭亡

港 聞 拚 盤

外傭爭居港權 獲准上訴終院

「陀槍師姐」上彈 佩槍走火

「快閃黨」爆二手店 掠百萬手袋名錶

地盤技工墮斃 奪命工傷6日2宗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鄺福強） 香港著名旅遊購物區、古樹林立的尖沙咀 麗購物大道昨晚發生古樹倒塌。

一株逾百年古樹突連根拔起倒塌，壓落平日遊人如鯽的行人路，有5男女路人被壓傷送院，連店舖櫥窗亦被壓

毀。現場所見，大樹底部疑出現蟲蛀，倒塌原因有待樹木辦人員到場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亞皆
老街九龍城警署昨午發生警槍走火事
件，一名「陀槍師姐」在槍房領取佩槍
準備出更當值，當她在子彈區上彈期
間，佩槍突意外走火鳴槍一響，幸並無
傷人。警方列作「意外走火」處理，正
調查肇因。

發生佩槍走火女警隸屬九龍城巡邏小
隊，事後被「繳械」，協助九龍城分區
探員調查意走火原因。

發生走火現場為九龍城警署內的上彈
區，昨中午12時半，一名隸屬巡邏小隊
女警，到槍房領槍準備當值，當她在上
彈區為佩槍上彈時，佩槍突意外走火一
響，幸子彈未有射中附近同袍，無人受
傷，亦無財物損失。事發後警方一度大
為緊張，將子彈區封閉搜尋彈頭及調查
走火原因。

女警佩槍走火最少發生3宗
連同昨日一宗，女警佩槍走火事件近

年最少已發生3宗，2008年7月，一名駐
守新界北總區重案組女幹探，晚上在元
朗住所為佩槍退膛時突走火，子彈誤傷
家中印傭，女幹探事後被勒令休假接受
調查。另在去年5月，深圳灣口岸行動
基地一名女警在當值期間，身上配有裝
備的腰帶意外跌下，女警在拾起腰帶重
新戴上及整理時，佩槍突走火，幸無人
受傷。

本港在1995年前只有男警才須佩槍，
由於在1992年發生多宗嚴重械劫案，警
隊開始考慮女警佩槍的需要，直至1995
年7月女警才開始佩槍，1996年後警隊規
定所有新入職的女警都要佩槍當更，而
之前入職的女警仍有權選擇是否佩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杜法祖）一
名勤奮顧家的水電技工，昨在將軍澳一興建
公屋地盤內，登上一個廢料收集站頂準備安
裝灑水防塵系統時，疑失足踏空墮落約5米下
地面，當場爆頭重創身亡，家人驚悉噩耗傷
心欲絕。今次是6日內第二宗奪命工業意外，
勞工處及警方正深入調查肇事原因。建造業
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表示，現場並未發現有
固定的安全帶，呼籲僱主要為僱員提供安全
工作環境，並需評估風險才許僱員開工。

胞弟：疑踏腳用木板突斷裂
死者雷錫基、56歲，與同在地盤工作的妻

子育有1子2女，一家5口居住慈雲山慈安
苑，雷是家庭經濟支柱。據事後趕到醫院的
雷胞弟表示，其二哥無不良嗜好，非常勤奮
顧家，3子女仍在求學，故每月都將近2萬元
收入作家用，但他毫無怨言，是一名不折不

扣的好爸爸、好丈夫。
胞弟續稱，其二哥10多歲開始便隨父做木

工，又做過吊機操作員，工作一向小心謹
慎，不明他為何會出事。胞弟引述其他工人
稱，其二哥是在地盤視察環境，準備安裝灑
水系統的水泵時，疑作踏腳用的木板突斷裂
出事。現場為將軍澳唐俊街11號近寶盈花園
側，一個屬房委會的公屋建築地盤，擬興建3
座公屋，事發在建至8樓的第2座，在樓下建
有一個高約5米有蓋的廢料收集站，頂部有2
個巨窿安裝垃圾槽，以便工人將樓上廢料及
垃圾瀉下。

事發廢料站頂部裝灑水系統
昨晨10時33分，雷在該個廢料收集站頂部

勘察如何安裝灑水系統，以防止傾倒廢料時
塵土飛揚，突不慎跌入大洞，直墮5米下地
面，疑頭部 地當場重創昏迷，工人見狀慌

忙報警。
消防員到場迅將傷者救出，由救護車急送

將軍澳醫院搶救，惜不久證實傷重不治。警
方及勞工處派員到場調查意外原因，以確定
現場工作環境是否合符規定。

工會：現場未發現有固定安全帶
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表示，死者是

電工，3子女仍在求學，工會已協助其家人向
關懷基金申請10萬元以濟燃眉之急。周指現
場並未發現有固定的安全帶，呼籲僱主要為
僱員提供安全工作環境，需評估風險才許僱
員開工，並需監察工人是否有適當使用安全
措施。

上周六（14日）早上10時48分，香港仔黃
竹坑道14號一座工業大廈亦發生奪命工業意
外，一名59歲工人在15樓外牆搭棚時，意外
失足飛墮天井慘死。

發生倒塌大樹位於彌敦道 麗購物大
道111號對開的細葉榕大樹，估計有

百年樹齡，有14至15米高，被列入古樹名
冊。根據樹木辦資料，對上一次巡查在今
年1月30日，當時有改善措施，需適當修
剪樹木枝條及治理病蟲害。有樹木專家表
示，2年前已發現有俗稱樹癌的褐根病。

目擊者：聞樹木撕裂「沙沙聲」
事發昨晚9時半，大樹突發生倒塌，徐

徐壓下，塌落 麗大道行人路，有多名路
人走避不及被壓傷，並有店舖櫥窗玻璃被
壓毀。有在對面馬路的目擊者黃先生表
示，事發時聽到樹木撕裂的聲音，大樹之
後慢慢倒下，再聽到樹葉磨擦的「沙沙
聲」，以及玻璃碎裂的聲音，並見一名女
子被壓在樹下。

警方接報與大批消防及救護員到場救
援，共發現有5人受傷，當中有人被困，
由救護車分批送入伊利沙伯醫院治理。

4女1男傷者送院 全部港人
有受輕傷的女傷者送院後表示，事發時

行經 麗大道，壓住多人，場面混亂；亦
有傷者由附近店舖職員拉出，有傷者送院
時要戴頸箍，亦有人手部輕微擦傷。事故
令約十間店舖受影響，彌敦道北行的慢線
要封閉。

4女1男傷者全部是香港居民，分別女子
吳×香（36歲）、黃×棋（29歲）、梁×欣

（27歲）、洪×怡（23歲）及男子余×恆（44
歲），5人同清醒，但有2人需臥床入院。

百年細葉榕 花槽圍封易患病
處於 麗大道外的彌敦道兩旁古樹均為

細葉榕，由1906年彌敦道落成栽種至今已
逾百年，全部已列入古樹名木冊內。過去
部分古樹除受颱風等影響倒塌外，枯毀多
為遭白蟻蛀食或遭褐根病病菌侵蝕有關。
後者又稱為「樹癌」，狀況會出現樹葉脫

落、樹枝枯萎的情況，病菌所形成的綑絲
網，會阻礙水分及養分傳送到樹幹及枝
葉，令其慢慢「病死」。有環保人士指，
現時 麗大道的古樹受花槽圍封，明顯不
夠泥土及空間，增加其「患病」風險。

本港大樹遭蟲蛀壞的例子，多與白蟻有
關，有滅蟲專家指，白蟻繁殖力強，蟻后
每日可繁殖數以千計蟻群，蟻群先會藏匿
泥土中，再鑽入樹幹中從內侵蝕樹木，但
樹木外表難以發現其已遭蟲蛀，蟻群更可
在3個月內將樹幹蛀至空心，大樹就會隨
時倒塌。大樹若遭白蟻嚴重蛀蝕，會出現
霉爛情況，但樹木表面未必有任何痕 ，
需要專家細心檢查才能發現。

滅蟲專家指出，通常用殺蟲水已可殺死
白蟻，但欲將整個蟻群殲滅卻無法辦到，
因蟻群數目成千上萬，且繼續不斷繁殖，
殺之不盡，若要杜絕，需要向蟻竇灌入杜
蟲藥，待大部分白蟻杜死後，再撬毀蟻
竇，將蟻群全數殲滅才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

日本二手名牌專門店「Brand Off」，繼太古城
分店3個月前遭「快閃黨」爆竊，損失350萬
元名錶後，位於銅鑼灣世界貿易中心分店，
昨晨亦疑遭同一幫「快閃黨」光顧，5匪與商
場保安員及警方鬥快，以閃電手法剪鎖開啟
電動捲閘入店內，掠去估計值逾百萬元名錶
及名牌手袋，保安員聞警鐘聲趕至時，眾匪
已得手逃逸。灣仔警區重案組第2隊已接手追
緝該幫「爆竊快閃黨」歸案。

昨日遇竊的「Brand Off」銅鑼灣分店，位
於告士打道280號世界貿易中心商場2樓，佔
用2個相連舖位，營業時間上午11時至晚上11
時，商場有保安員24小時巡邏，每晚深夜鎖
門至翌晨7時開門，不排除竊匪覷準商場清晨
人流稀疏落手。

疑匪清晨落手 保安趕到閘門半開

昨晨7時18分，商場2樓響起警鐘，保安員
趕往察看赫見「Brand Off」的閘門半開，店
內有搜掠痕跡，於是報警。警員到場檢獲一
個相信是竊匪遺下的油壓鉗，上址店門電捲
閘雖未被破壞，但捲閘電掣箱鎖頭被剪爛，
翻看商場閉路電視證實竊匪共5人，他們閃電
剪開閘掣箱，開閘後攜自備尼龍袋入店內搜
掠，逗留時間極短。

店員初步點算發現失去20個名牌手袋及16
隻包括勞力士與卡地亞等名錶，估計損失逾
100萬元，惟確實損失數字有待目前身在日本
的分店負責人返港確定。

3個月前分店遇竊失350萬
二手名牌「Brand Off」1993年於日本成

立，4年前覷準內地客消費力強勁而進軍香
港，至今已開設6間分店，並有意在港上市。
今年4月2日，位於太古城商場的分店清晨亦

遭2名「快閃黨」爆竊，掠去54隻共值350萬
元名錶。

近大半年已發生多宗類似「快閃」爆竊
案，港鐵尖東站商場一間鐘錶店及 魚涌康
怡廣場一間珠寶店，分別於今年5月及2月先
後遭「快閃黨」光顧，損失總值逾60萬元名
錶及珠寶，警方不排除連串「快閃」爆竊案
是同一幫賊匪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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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員在被爆竊「Brand Off」內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