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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貨車剷行人路 的哥心臟病猝死

瑪麗醫
院麻醉科男醫生 今
年2月 21日在西環西
尾徑與般咸道交界
以手提袋暗藏3部攝錄
機 放近女學生裙底
偷攝時遭便衣警員發
現 截查時拒絕合作
逃跑 但被警員制
服 男醫生昨承認在
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
序的行為和拒捕兩
罪 裁判官指被告或
因而失去牌照完全是
咎由自取 又指他不再
適合做醫生 暫先索取
被告精神科 心理醫生
等報告再判刑

被告蔣智深(34歲)於
瑪麗醫院任職麻醉科
男醫生 院方透露被
告仍未辭職 但已暫
停所有職務 辯方求
情透露 被告母親原
為中醫 因去年遇上
交通意外已無法再執
業 另心理醫生報告
指被告患上適應障
礙 辯方又向法庭呈
上多封由被告上司同
事所寫的求情信 均
指他樂意協助同事和
勤奮工作 被告亦花
12年時間才成為麻醉
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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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周耀正(61歲) 職業的士司機20多年 為早更司機 家住西區 據
悉 他生前有高血壓紀錄 需定時服藥控制病情 警方經初步調查

不排除其因高血壓引發急性心臟病昏迷死亡 更因此釀成交通意外 所幸
未造成他人無辜重傷枉死
事發昨晨9時許 周於霎西街南洋酒店附近接載一名外籍男遊客後 沿

霎西街東行至堅拿道西交界燈位前 因遇上紅燈遂將車停在一輛貨車後
未幾 當交通燈號轉為綠燈後 周擬再度開車之際 卻突告昏迷伏在軚盤
上 的士隨即失控飆前 先撞向前面貨車的尾部 再向右剷上行人路始停
下
據現場消息稱 當時剛好有2名巡警經過目睹事件 立即報告上鋒要求

增援 並上前將昏迷的士司機救出即場進行心外壓急救 其間昏迷司機一
度恢復知覺 惟當救護員到場接手後 事主又再陷入昏迷 及被送抵律敦
治醫院延至早上9時55分證實死亡 至於肇事的士男乘客 事後證實無受
傷 並自行離開

警方發覺的士左邊車頭輕微損毀 相信意外的撞擊力度不足以導致司機
死亡 由於死者生前患有高血壓紀錄 不排除事主是因高血壓致急性心臟
病發 隨後死者家人包括妻子及女兒 連同2名男親友趕到醫院了解情況
及認屍 各人神情哀傷 死者遺體則被轉送殮房安排剖驗死因

港島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組列作 有人暈倒及交通意外無人受傷 跟
進 警方呼籲目擊意外人士致電3106 8849與調查人員聯絡
本港每年逾6,000人因心臟病死亡 有研究發現高血壓人士的心臟及頸

動脈壁肥厚 會增加患心腦血管疾病風險 有專科醫生建議 20歲起每3
年做身體檢查一次 至40歲時就每年1次

英冠球會伯明翰班主楊家
誠涉洗黑錢案 辯方早前指控方延遲披露文件 在調查可疑
存款者方面失職 以審訊不公平為由第二度申請永久終止聆
訊 昨遭法官游德康拒絕 審訊昨踏入第五十二天 楊家誠
出庭作供13天後終完成自辯 案件押後至下月12日續審
讓控辯雙方結案陳詞 傳聞有意大利富商有意洽購伯明翰
楊散庭後笑言 意大利佬吹水最叻 但能否促成交易仍視
乎對方資金多少 被問對方是否開價太低 他只形容伯明翰
是 無價寶 (球會)蝕都蝕咗咁多 啲錢唔係好似倒水
咁 他呼籲公眾留意伯明翰公告 又希望傳媒高抬貴手正
面報道本案 強調自己是 殷實商人

由邱德根家族持有的兩間公司
荔園遊樂花園有限公司及Cornhill Enterprises Limited 指一
家王姓居民霸佔其位於九華徑鍾山台附近的七幅地皮 入稟
要求他們遷出 惟王氏一家指自祖先移居在此已有70年光
景 遂以逆權侵佔為由反申索 昨被高院頒下判詞判處勝
訴 惟同樣申請逆權侵佔的維修店東主為地皮租客 遭法庭
駁回
首名原訴為遠東酒店實業 0037 全資附屬荔園遊樂花園
有限公司 根據公司註冊處顯示 公司董事有邱德根 其妻
邱裘錦蘭以及邱的子女等 次原訴Cornhill Enterprises Lim-
ited也是由邱德根家族成員任職董事 而兩名答辯人則為王
昌彬及梁振生 前者已去世 由現年70多歲遺孀陳月明(譯
音)肩負訴訟的責任 後者則是曾經租用王家涉案地皮的租
客
暫委法官孫國治於判詞中指 根據空中圖片 證明涉案地
段的農耕活動自一百年前明顯一直進行和擴展 而由日佔時
期開始的圖片 至2010年期間土地上的轉變 都顯示王家
的活動沒有被干擾過 所以裁定王氏成功逆權侵佔 而法庭
認為另一名答辯人梁振生只是租用王氏的土地 並沒有逆權
侵佔的資格

居民逆權佔地 贏荔園公司

楊家誠申終止聆訊失敗 下月續審

港安2次傳錯癌病人掃描報告
醫院管理局昨日公

布 荃灣港安醫院近期兩度錯誤傳送病人電腦掃描
報告 事件涉及兩名在該院接受電腦斷層掃描檢查
的癌症病人 初步調查顯示 原因可能與該院上月
中就新 放射服務資訊系統 進行壓力測試有關
醫管局表示 非常關注事件 並已要求港安醫院徹
底深入調查 然後提交詳細報告 並會繼續密切監
察港安醫院的表現和落實改善措施的情況 港安醫
院指 已將事件呈報衛生署
醫管局指 本月初收到瑪嘉烈醫院通報 一名護士

在本月4日檢視一名結直腸癌病人的電子檢查報告時

發現由港安醫院傳送的電腦斷層掃描電子報告 是屬
於另一名病人 該名癌症病人於上月底接受電腦斷層
掃描檢查 瑪嘉烈醫院察覺有關事件後 通知港安醫
院 院方同日將正確的掃描報告送返瑪嘉烈醫院 在
病人覆診前糾正檢查報告 未有影響臨床診治 瑪嘉
烈醫院已向病人交代及解釋事件
同時 港安醫院在跟進調查瑪嘉烈醫院事件期
間 再發現一宗錯誤傳送電子報告個案 涉及一名
於上月底在港安醫院接受電腦斷層掃描的屯門醫院
結直腸癌病人 屯門醫院即時獲知會 而院方亦立
即將正確的檢查報告傳送到屯門醫院 由於病人已

覆診 醫生事後再檢視個案 確定事件並無對病人
臨床診治有大影響 屯門醫院已向病人解釋並致
歉

根據初步調查顯示 事件的原因可能與港安醫院
於上月中開始就新 放射服務資訊系統 進行壓力
測試有關 在醫管局協助下 院方已全面檢視由10
月1日開始進行的所有電腦掃描檢查紀錄 證實並
無其他報告出現問題 以及已採取措施即時停止有
關壓力測試

深水埗長沙灣道一對同
居男女 昨凌晨疑為9個月大兒子的紙尿片用光問題起爭
執 其間女事主情緒激動 扑爆酒樽刺傷男友 惟混亂
間自己及兒子亦被玻璃碎片割傷 結果少婦為此惹上官
非外 一家三口同需送院敷治

扑爆玻璃樽傷人被捕少婦姓謝(30歲) 其手掌及手指受
傷 其姓蔡(45歲)的同居男友則告背部受傷 2人9個月
大兒子亦告頭部及額頭受傷 所幸3人傷勢並不嚴重 謝
經敷治後再被警員以涉嫌 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
罪名帶署扣查
現場為長沙灣道57號樓上一個分租單位 昨日凌晨3

時27分 少婦發現供兒子替換的紙尿片用完 更疑因男
友拒絕出資購買尿片問題 突然情緒激動 隨手拿起一
個啤酒樽將之扑爆 繼而刺傷男友背部 惟在混亂間她
的手部及9個月大兒子都被玻璃碎片意外割傷 一時不知
所措 負傷衝落樓向途人高呼 我傷咗人 未幾 多
名警員接獲途人報警趕到 先在樓下發現女傷者 隨後
再在樓上單位發現其同居男友及一名男嬰受傷 遂將3人
送往醫院敷治 其後經調查 再將女傷者拘捕扣查

沉寂多時的
茄汁黨 又再重現 2名內地男子 前晚

深夜在港鐵香港站準備入閘乘搭機鐵時中
伏 先被一名男子指他們衫背有黃色醬汁
當2人放下手提袋進行清潔時 詎料卻被歹
徒乘機盜走2個載有共值13.5萬元財物的手
提袋逃去
2名男事主分別姓張(36歲)及姓歐(41歲)

同為內地居民 被盜走的財物包括2個共值
1.5萬元的名牌手提袋 另加袋內的現金及
平板電腦等 全部總值約13.5萬元
前晚深夜約11時左右 2名事主帶備行李
到達港鐵香港站 準備乘搭機鐵往赤鱲角機
場乘夜機離港
當2人在閘口準備入閘時 突有一名男子

走近告知他們的衫背被黃色醬汁弄污 2人
立即將手提袋放在行李車上 並取紙巾進行
清潔 詎料未幾2人卻發現手提袋不翼而

飛 懷疑被人趁機盜走 馬上報警

警員到場經調查後 懷疑2人遇上沉寂多
時的 茄汁黨 相信歹徒看準他們的手提
袋內有貴重財物 遂先以茄汁之類的醬汁弄
污2人衫背 然後扮作 好心 提醒2人
再趁他們放下手提袋清潔衣衫時 盜走他們
的手提袋
警方已將案件列作 盜竊 案交由中區刑

事調查隊第五隊跟進 並通緝一名年約45
歲至50歲的可疑男子 他身高約1.7米高
中等身材及蓄短髮 案發時身穿深色衫褲
茄汁黨 多年前曾在港肆虐 早期歹徒

多是南美或南亞的 過江龍 後期本港和
內地歹徒也 有樣學樣 犯案 且專在中環
或尖沙咀選擇剛離開銀行或攜有貴重財物人
士下手 不過這手法近年已較為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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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遇 茄汁黨 2內地漢失財13.5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