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保安局禁毒處早於去年
5月已表示會為「社區為本
驗毒計劃」進行公眾諮詢，
惟至今仍只聞樓梯響。社區
藥物輔導會一項研究發現，
絕大部分受訪市民均對港府
加大力度打擊毒品問題表示
支持，但有63%受訪者認為
在欠缺詳細諮詢文件及執行
細節下，計劃存在很大爭議
性，不贊成現階段全面推
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
強表示，希望當局在推行計
劃時，盡量釋除公眾疑慮，
以及避免出現「選擇性執法」
的情況。
社區藥物輔導會今年6月

至7月以深入訪談形式，訪
問了24名家長、青少年、社
工及醫護人員等不同界別人

士，了解他們對「社區為本驗毒計
劃」的意見。研究發現，88%受訪
者認同政府加大力度打擊毒品問題
的大方向，惟63%受訪者認為在欠
缺詳細諮詢文件及執行細節下，計
劃存有很大爭議性；更有75%受訪
者表示，從未聽聞當局有意就計劃
展開公眾諮詢。96%受訪者建議當
局在諮詢文件內清晰列出計劃的目
標、執行細節及跟進配套工作。

此外，83%受訪者對計劃涉及的
人權及私隱問題、計劃成效、有機
會因而出現的標籤效應及跟進措施
等表示極大關注。有曾濫藥的受訪
者表示，有關計劃令人覺得只為加
強執法起訴濫藥者，而非為協助他
們戒除毒癮。該名受訪者認為，即
使推行計劃，部分人亦會抱「驗唔
中自己」的心態，繼續濫藥，無助
減低吸毒情況。

郭偉強倡3步驟 手

社區藥物輔導會資深社工黃寶文
建議當局加強計劃的宣傳工作，提
高社會大眾對計劃的認知，同時向
公眾澄清計劃的目的，避免公眾誤
解。郭偉強則指出，毒品問題應由
各政府相關部門互相配合，打擊毒
禍。他又認為，應從3個步驟
手，「首先是將濫藥人士轉介至禁
毒機構，讓他們接受自願戒毒；其
次是感化；若仍是無效，便將他們
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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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迷「私家匙」闖東鐵駕駛室
14歲男童自拍放片上網遭起底 港鐵已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有鐵路迷懷

疑用不明來歷的專用鎖匙，偷偷啟門進入行駛

中港鐵列車駕駛室，更自拍片段上載互聯網。

近日片段在分享網站廣泛流傳，有人將拍片者

起底，指是一名14歲鐵路迷所為。港鐵昨日表

示暫未能確定片段真偽，但已報警調查。

菲姊妹扮水客 行李藏千萬冰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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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跳樓壓中安徽青年 女死男重傷

流傳的片段顯示，有人用一條列車車長專用的「方
頭匙」，開啟一部正行駛中列車車尾的駕駛室大

門，進入後可見室內的控制面版及按鈕，但室內未見有
車長，由窗戶外可見列車正在高速行駛中。有港鐵職員
估計，相信該列為東鐵列車。該名人士雖未有啟動匙開
動駕駛控制台，未能操控列車，但室內的煞車掣卻毋須
啟動匙都可操控，幸他未有嘗試煞停列車，否則情況不
堪設想。

「方頭匙」東鐵西鐵馬鐵通用

港鐵職員又指出，該條「方頭匙」可通用於東鐵、西
鐵及馬鐵的列車駕駛室門、電路箱門、及車站部分職員
設施。
港鐵發言人表示，已於昨傍晚7時許正式於東鐵旺角

站向警方報案，但強調尚未能證實該片段來源及真偽。

發言人透露，啟門的「方頭匙」主要由車長保管，若遺
失要即時通報，但近年都未有接過遺失「方頭匙」報
告。發言人補充，若有人啟動車尾駕駛控制台，車頭駕
駛室會有警示，同時列車會自動煞停。

匙由車長保管 遺失即時通報

港鐵發言人警告，根據港鐵附例，任何人不當管有鐵
路處所內任何門或閘的鑰匙、通行證或進入證，須立刻
將其交回港鐵公司，違者最高罰款港幣5,000元及入獄6
個月。
至於涉嫌自拍並上傳片段的人士，經網民「起底」，

懷疑是一名14歲姓何的男童，他曾拍攝多段關於港鐵的

短片，並在網上與同好分享，相信他是一名喜愛火車的
「鐵路迷」。

警方表示，於昨傍晚7時26分接獲港鐵一名劉姓職員
報案指，經查看網上的短片後懷疑較早前曾有人擅闖一
輛往落馬洲方向的東鐵列車駕駛室。警方會跟進了解事
件，暫列作求警協助處理，暫未有人被拘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中電昨晚發生供電故障，晚上7
時21分，中電供電網絡曾出現電壓驟降現象，雖然歷時僅少於
0.1秒，但就有多達152宗升機機困人求助報告，消防員疲於奔命
解救被困人士。
中電發言人表示，在電壓驟降期間電力供應並無中斷，但部分

用戶可能會遇到燈光轉暗或閃爍的情況。初步調查，懷疑事故與
慈雲山一輸電設備出現故障有關，詳細原因仍有待調查。
中電故障期間，令到九龍和新界多處地區都發生升降機故障困

人事故，包括黃大仙、旺角、寶琳及馬鞍山等地。消防處表示，
由昨晚7時至8時半，全港共接獲152宗市民被困升降機的事故。
除了九龍及新界，有家住港島的網民亦聲稱由港燈供電的北角及
西環，同樣出現類似事件。港燈發言人表示，在兩電聯網下，港
燈亦受到影響，包括港島及南丫島。

電壓降0.1秒 釀152宗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上水一對中年兄弟昨午結伴踩單
車，在文錦渡華山徑遇上局部地區性雷暴，2人同冒雨推單車上
路，其間疑遭到雷擊，殿後的弟弟慘叫一聲後昏迷倒地，兄長亦
手部受傷，2人事後由直升機到場救起，送往柴灣東區醫院救治。

弟胸口有灼傷痕兄手部麻痺

疑被雷劈暈倒弟弟盧×宏（53歲），頸及胸口有灼傷痕跡，他
其後甦醒，但情況仍嚴重；其兄盧×良（55歲）手部麻痺，情況
穩定。天文台在昨午2時40分發出雷暴警告，至4時15分才解除。
其間全港錄得13次「雲對地」閃電，其中9次發生在新界西，4次
在新界東。昨日下午，盧氏兄弟在上水結伴由馬會道經山路踩單
車擬往文錦渡，途至華山的山徑時天色突變，雷雨交加，2人冒
雨推單車上路。下午3時許，盧兄感到有一股電流傳至，手部頓
感麻痺，與此同時，殿後的弟弟慘叫一聲後人仰車翻倒地。盧兄
馬上意識可能遭到雷擊，驚見陷入昏迷弟弟身上有被火燒傷痕
跡，馬上報警求救。當局接報後馬上派員上山搜索，到 現其中
一名傷者情況危急，心跳和脈搏微弱，在急救之餘，要求政府飛
行服務隊協助，幸好傷者稍後回復知覺，其後由直升機到場將2
名傷者直接送往柴灣東區醫院救治。
有急症科醫生指出，雷電釋出的電壓可高達數千甚至數萬伏

特，人體被擊中不單會遭灼傷，還可能因胸部肌肉收縮導致呼吸
困難和心臟停頓；另有資深攀山人士指出，在野外遇上行雷閃
電，應立即遠離山頂及大樹，隨身攜帶的金屬物品有可能成為導
電體，應將之藏起或丟棄。

冒雨推單車兄弟遭雷劈

警方首破「代客探監」公司案，其中3名受僱探監的主婦
承認串謀欺詐罪，已被判囚2個月。而「代客探監」公司東
主及其餘5名僱員否認控罪，案件昨開審。懲教事務監督供
稱根據監獄規則，只有親友才能探監，但辯方指出候審囚犯
與定罪囚犯有別，有權接受「訪客」探監，《人權法》保障
候審囚犯的權利不被剝奪。雙方同意案情指出，首被告溫皓

峻（45歲）為曙光用品公司的東主，公司向公眾提供探監服務，
底價以120元起，其餘5名被告關巧用（38歲），馬倩芬（49歲），
梁耀長（45歲），鄧志紅（33歲）和潘定基（34歲）均曾受僱，
探訪31名被收柙人士。警誡下溫承認「曙光」是他設立，但他不
知道代探服務犯法，並指「我都係打份工」。

懲教署：帶口訊香煙影響保安

懲教事務監督王祖興稱，他案發時駐守荔枝角收押所，職級為
總懲教主任，監督探訪室工作。他代表懲教署立場表示，根據監
獄規則絕不容許非朋友、非親戚探監，並指代探服務不符監獄規
則。王又稱荔枝角收押所每天平均面對300宗探監，「代客探監」
會加重工作負擔，亦延誤親友探監，且代探服務包括傳遞口訊、
帶香煙會為收押所帶來保安問題。
辯方代表律師、香港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張達明盤問時向王

指出，候審囚犯尚未被定罪，應被假設為無罪，享有與平常人一
般的權利，而有關候審囚犯的探訪規則內，未有規限探訪者身
份，應有權利接受「訪客」探訪。辯方代表大律師郭憬憲指出懲
教制度在於讓囚犯重新適應社會生活，而親友身在海外的囚犯，
可透過「代客探監」作為家人或朋友的代理人，感受到自己沒有
被違棄，重建社交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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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柴灣昨午發生
跳樓女子撞傷途人罕見意外。小西灣 一名懷疑
情困中年婦人，昨在所住大廈高處墮樓，一名持

雙程證來港安徽青年剛巧與家人途經現場，只差
2步至3步便踏入大廈時，卻不幸被「女飛人」撞
中，「女飛人」當場身亡，青年則慘被撞至重傷
昏迷送院，其在場3名家人目睹慘況嚇得魂飛魄
散，其中祖母更因不適須送院治理。
不幸被「女飛人」撞傷青年姓謝（19歲），在

東區醫院搶救後情況嚴重；其祖母姓曹（68
歲）。出事後不久，謝的姑姐趕到醫院了解情
況，透露謝是安徽人，他早前趁暑假與祖母一起
持雙程證來港探親，並暫住姑姐位於小西灣 瑞
盛樓寓所。

陪祖母表兄妹外出 回家出事

據悉，謝的姑姐夫婦育有2多子女，分別9歲長
女及4歲幼子。昨日事發前，謝的4歲表弟因病需
外出覆診，謝於是與祖母陪同表兄妹一同外出，
不料回家途中出事。

青年差3步入簷底 死者頭撼地

事發昨日下午1時54分，謝等4婆孫覆診後從外
回家，途至瑞盛樓對開，謝取道兩邊有扶手的無
障礙通道小斜坡步入大廈，在僅差2步至3步便踏
入簷底時，一名女子疑由大廈高層走廊跳樓自
殺，不偏不倚撞中謝頭部再反彈 地。
墮樓女子疑因頭部先 地當場爆頭慘死，無辜

被壓傷青年亦撞至半昏迷倒地街坊見狀慌忙報
警。救護員到場發覺墮樓女子明顯死亡毋須送
院，而青年身體多處受傷，恐其頸骨移位馬上為
他戴上頸箍送院搶救。
在場3婆孫目擊經過飽受驚嚇，其中外祖母感

不適，稍後由在場9歲外孫女陪同送院。警方其
後證實女死者姓鄭（39歲），居於瑞盛樓低層單
位，家人透露她受感情問題困擾，相信她離家走
上大廈高層走廊跳下，事件並無可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新界上水發生歹
徒涉以人造電網偷羊事件。古洞鐵坑村一生態農
莊昨午放羊上山食草，其間有羊隻慘叫，女場主
老父聞聲上山視察，驚見一名男子手持電線匆匆
逃去，繼而發現有3隻山東羊暈倒，出手相救時
亦被山羊體內電流殛傷手，須送院救治，而3隻
被電殛山東羊，其中一隻已懷孕雌羊終死去，釀
成一屍3命。警方事後發現山上有人造電網，懷
疑有人用以捕羊，列作「企圖盜竊」處理，正追
緝偷羊賊歸案。

3年間失50羊 一直當走失

被人以電網偷羊的生態農莊位於古洞鐵坑村，
40多歲女場主姓晏，據晏表示該農場前身是豬

場，在養豬業式微後丟空，幾年前改建成有機生
態農場，並招待團體參觀。農場目前飼養有30多
隻山東羊供遊人觀賞。晏表示，過去3年估計無
故失去約50隻山東羊，一直以為只是走失或被大
蟒蛇吞噬，如今才發覺是被人以電網電暈其羊隻
偷走。

電死懷孕雌羊 釀一屍3命

昨上午11時，晏將其中3隻山東羊放上山食
草。至下午12時半，持雙程證來港的62歲晏父突
聽聞後山傳來羊隻慘叫聲，上山查看時赫見一名
可疑男子手持類似電線物體匆匆逃去，繼而見3
隻山東羊倒地掙扎，當晏父上前欲為其中一隻懷
孕雌羊急救時，被羊隻體內電流殛傷手部，驚動

女兒報警，其中被送院治理。
而3隻懷疑被人電暈的山東羊，其中2隻其後已

甦醒無大礙，惟已懷孕體內有2隻小羊的雌羊
「大咩咩」則死去，慘釀一屍3命。警方事後在現
場山坡上，發現敷設有2條離地約2呎高鐵線，被
人由山下接駁上山，有如人造電網，相信有歹徒
利用人造電網將羊隻電暈偷走。

偷羊賊布電網 農場主救羊殛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一對分別27歲及31歲菲律賓籍姊
妹花，持旅遊證件來港以「走水
貨」作掩飾，前日傍晚以3個行李
箱暗藏價值逾千萬元的冰毒，圖
由赤 角機場離境返回菲律賓克
拉克之際，被醒目關員識破當場
人贓並獲。由於冰毒在菲律賓售
價較本港貴逾3倍，利潤豐厚，海
關不排除有人圖趁暑假旅客流量
增加而混水摸魚犯險，這是海關
近2年半來在機場破獲的最大宗毒
品案。
被捕2名菲女共有3個行李箱，

內有多套簇新男士西裝，關員起

初以為她們是「水貨客」，其後察
覺行李箱較正常重，詳細檢查發
覺行李箱底層有暗格，共藏有9條
用膠袋包裝，共重14.5公斤的冰
毒，價值達1,090萬元。
香港海關毒品調查課監督許偉

明表示，由於暑假期間出入境的
旅客一般都會較平時增加，不法
分子多乘機混水摸魚闖關，故海
關加強各口岸風險管理抽查。根
據海關紀錄，今次截獲的冰毒數
量是近2年半來的最大宗，在2010
年海關亦搗破一個冰毒工場，當
時拘捕5人，緝獲70公斤冰毒，市
值逾5,3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系3年級男
生，涉嫌在親戚家充當補習導師
時，數度非禮2名分別8歲及9歲女
童，男生昨於區域法院否認2項非
禮罪受審。其中受害女童Y供稱，
每當遇有難題向被告詢問時，對
方便會「一邊教，一邊摸」， 更
慢慢加重力度按壓其私處。
被告陳 彤（29歲），否認於本

年1月5及13日，在上水一住宅非
禮女童X（8歲）及女童Y（9歲）。

女童Y在庭上透過視
像作供，表示去年9

月開始由陳替她補習數學，補習
期間遇有問題時，陳會蹲在她身
邊，邊教邊掃其私處，在1月5日
當日更接連4次非禮，一次比一次
加重按壓力度。女童曾在廚房
陳不要再摸她，惟對方應允後卻
又重施故技。控方開案詞亦指陳
於同月13日向另一名女童X非
禮。其後，陳於2日後由律師陪同
到警署自首。同日女童Y的母親得
知補習社有學生被非禮，繼而追
問，Y才如實告知。聆訊今續。

中大生涉補習摸2女童下體

■跳樓女子與被她壓傷男

子同倒臥在無障礙通道。

右圖為被壓傷青年送院。

■片段中有駕駛室內的控制台。 網上片段■透過駕駛室窗戶可見列車正行駛中。 網上片段

■片段中有人自拍用「方頭匙」開啟駕駛室大門。

網上片段

■有機生態

農莊一隻懷

孕山東羊被

電死，一屍

三命。

■郭偉強（左）表示，當局推行計劃

時盡量釋除公眾疑慮。 聶曉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