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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45句鐘山火 一度逼近迪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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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新蒲崗及荃
灣昨晨及前晚分別揭發懷疑強姦案，2名21歲
少女先後報警聲稱遭到強暴，其中在新蒲崗昨
晨報案的女事主，事後獲送往醫院檢驗，警方
拘捕一名涉案男子扣查，至於另一宗懷疑強姦
案，警方正設法通緝女事主的前男友歸案。
在新蒲崗疑遭強姦的21歲女事主，聲稱早

前與1名27歲男子在中區相約會面後，被對方
帶到新蒲崗六合街一個單位，其後被強姦，至
昨晨當她離開現場單位後，立即聯絡朋友，經
商量後於早上7時46分報警求助。警方接報後
立即按址到現場調查，拘捕單位內一名涉案的
27歲男子，並將女事主送往醫院檢驗，暫列
強姦案，交由黃大仙警區重案組第二隊跟進。
另前晚10時46分，警方亦接獲1名居於荃

灣荃景圍的21歲少女報警，聲稱早前在將軍
澳尚德邨一單位被24歲胡姓前男友強姦。警
方暫列強姦案，觀塘警區刑事調查第六隊探員
正設法追捕女事主的涉案前男友歸案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員知法犯法收工
兼當毒販？警方反黑組前晚在上水執行掃毒行動，掩
至彩園邨截停一名男子，在其身上檢獲約5.7克K仔
毒品，經調查赫然揭發對方原來是休班同袍，遂公事
公辦將其拘捕帶署扣查。

警：必嚴正處理調查
疑涉藏毒被捕的休班警36歲，據悉是現役軍裝警
員。警方表示，非常重視警員的操守，任何人員干犯
違法行為，警隊絕不容忍和姑息，定必嚴正處理，進
行刑事調查及紀律覆檢。
前晚6時許，新界北總區反黑組探員掩至上水彩園
邨一單位外埋伏，其間一名36歲目標男子現身，當場
被截停搜查，結果在其身上檢獲約5.7克氯氨酮（K
仔）毒品，他涉嫌藏毒被捕，當探員進一步核對其身
份時，竟發現他是現役休班警務人員，遂將他帶署通
宵扣查。
據知，新界北總區反黑組探員於早前根據線報調
查，共鎖定3名疑涉上水區毒品活動的目標男子，除
前晚拘捕涉藏毒同袍外，隨後再根據線索搜查同區另
外2個住宅單位，惟無任何發現，目前正追緝另外2
名在逃的目標男子歸案，他們年約18歲至25歲，瘦
身材，身高約1.7米。

休班警藏K仔 遇反黑組斷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輛警方機動部隊
小巴，昨凌晨途經西貢公路大涌口路附近時，突然有
一隻4呎長野豬衝出馬路，司機收掣不及將其撞倒，
野豬負傷狂奔逾300米後終不支倒地，警員上前查看
發現野豬肚腹被撞破，內臟溢出，死狀恐怖。
事發昨凌晨3時許，隸屬警方機動部隊的24座小

巴，由一名警員駕駛，途至西貢公路近大涌口路附近
時，一隻野豬突然從路旁衝出，駕車警員忙扭軚閃
避，仍然收掣不及將其撞及，牠受傷流血，但仍能負
傷奔跑約300米，最終不支倒地，沿途遺下長長血
路，而警車車頭泵把則告撞凹。

西貢野豬亂闖 遭警車撞爆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在將
軍澳堆填區搜尋九龍城「拐B疑案」中，失
蹤的半歲大女嬰俞凱晴屍體能否尋回漸露曙
光。警方證實昨午已翻尋到小凱晴被棄當日
的垃圾，相信搜尋的位置及方向正確，會加
強隨後的搜索仔細度，望能盡快尋回小凱晴
的遺體，以確定她的致死原因，但因周日協
助警方搜索的環保署工人需要休假，故警方
的搜尋工作今日會暫停，周一再繼續。
年僅半歲大的小凱晴，疑在上月17日於新

蒲崗的寓所身亡後，屍體被32歲吳姓母親當
垃圾丟棄，事隔7日至11月23日晚，吳婦手
推嬰兒車在九龍城賈炳達道報稱女兒疑被佯
裝問路的「拐子婆」拐走，警方及後經10日
調查，終以涉嫌「非法處理屍體」罪名將吳
婦拘捕，並相信小凱晴的屍體已被運往將軍
澳堆填區掩埋。
本月5日，警方經環保署確認，小凱晴可
能被埋在堆填區一處約足球場般大、深約6
米的垃圾堆底部，涉及垃圾量逾8,000噸。
警方即出動逾百機動部隊警員，身穿全套防
護裝備進行挖掘搜索，但連日來一直無發
現，至昨日已進入第三日。

料位置正確 增仔細搜索
昨午午膳過後的2時許，警員終於翻尋到
大量標示11月17日的食物標籤、單據及報
紙等，相信已挖至小凱晴被棄當日的垃圾
堆，相信連日搜尋的位置及方向正確，重燃
尋回小凱晴屍體的希望。警方表示將加強隨
後的搜索仔細度，期望盡快尋回小凱晴的遺
體，以便能確定其致死原因。

不堪惹官非 保安當值跳樓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土瓜灣益豐大廈一
名夜班保安員，昨凌晨當值期間突被發現由14樓天
台直墮平台簷篷頂昏迷，由消防員救下證實死亡。由
於死者近日官司纏身，警方經調查，不排除有人因此
精神不堪困擾而輕生，事件無可疑。
現場為土瓜灣浙江街24號益豐大廈，死者是受僱

任職夜班工作的劉姓32歲保安員。
昨日凌晨1時許，突有住客發現一名中年男子倒臥在

大廈地下一間食肆的平台簷篷頂，懷疑有人自大廈高處
墮下，立即報警求助。警員與消防員場證實男子已明顯
死亡，大量鮮血更滴落地下染成一片紅色，場面恐怖，

屍體隨後需消防員抬下再交由仵工舁送殮房。

疑壓力爆煲 事件無可疑
警員事後在場調查，證實死者為上址一名當值的
保安員，初步相信他是由14樓天台墮下死亡，經聯
絡其家人了解後，不排除他近日有官司纏身，因受此
壓力困擾而輕生，事件無可疑。
另昨日在深水埗清晨6時許，亦有一名任職保安工作
的53歲休班保安員，突被發現由住所飛墮樓下花槽邊
重傷昏迷，救護員到場將他送往醫院搶救，惜最終返魂
乏術。警員相信他只是因病厭世，事件無可疑。

不忍貓屍當垃圾 3善婦自費葬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一隻花貓昨凌晨被發現伏屍
香港仔華富邨一幢大廈對開地
面，警方調查認為無可疑，擬召
來食環署人員檢走處理，3名充
滿愛心的女子得悉，不忍花貓被
當局當作垃圾處理，願花錢替花
貓搞火葬，讓其有尊嚴地走上最
後一程，警員亦受感動，遂讓3
婦將貓屍撿走處理。
昨日凌晨1時許，該3名愛惜

貓隻的女子途經華富邨華賢樓對
開時，赫然發現一隻花貓伏屍地
面，於是報警求助。警員到場經
調查，發現貓隻沒有可疑傷痕，
亦沒有被毒殺迹象，不排除牠由
高處意外墮下死亡，認為無可
疑，擬召來食環署人員檢走處理。3名愛貓女子獲悉後，不忍花貓會
被食理署當作垃圾般處置，經商議後願自費將貓屍送往有動物善終
服務的機構火化處理，警方遂其所願，讓3人用膠袋將貓屍撿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16歲少女本月5
日在其上水清河邨住所，
被警員搜獲約80克冰毒，
其中70多克藏在睡房內一
個Hello Kitty「吉蒂貓」
盒中，另外約3克藏在身
上。報稱無業的少女吳樂
霖早前被控販毒，案件昨
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她
暫毋須答辯，還柙看管。
案件押後至下月20日於粉
嶺裁判法院再訊，其間等
候提取化驗報告。
控方在庭上透露，警方

接到線報後到少女的住所
搜查，在她身上搜出3.8
克冰毒，之後再在她的睡
房檢獲76.1克冰毒、量磅
及膠袋，該批冰毒被分成
多個小包。警誡下少女稱
身上的冰毒為自用，房內
的冰毒只是替人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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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蟻 （Ter-
mite）除會入

侵家居、蛀空木材及對傢具或建築
物造成巨大破壞外，更是「古跡殺
手」，例如本港被列作法定古蹟的
粉嶺龍躍頭松嶺鄧公祠、九龍寨城
衙門，甚至大埔許願樹均曾白蟻為
患。但白蟻其實不是蟻類，屬翅目
科，由於本港位處亞熱帶，氣候潮
濕多雨，最宜白蟻生長，故家居發
現白蟻並不出奇。

逢雨季繁殖 入屋後患多
滅蟲專家指，蛀蝕木材為生的白蟻

全年都有，蟻巢深入地底，蟻巢的白
蟻數量可達百萬隻以上，而每年4月
雨季前至10月是繁殖旺季，每逢下雨
天，數以千計的雌性及雄性繁殖蟻
（俗稱飛蟻）便會破土飛出，尋找新
居繁殖，若有一對雌雄繁殖蟻飛入民
居，牠們便會脫掉翅膀鑽進陰暗木
罅、門縫交配及產卵，孕育下一代白

蟻軍團，後患無窮。
專家續指，白蟻本身無眼睛，但卻
是掘隧道高手，即使地面建有石屎大
樓，但白蟻卻能循大廈牆身裂縫及去
水管爬到樓上入侵民居。由於白蟻王
國靠工蟻侵蝕木材，再將木材的纖維
素運回蟻巢餵養蟻后及兵蟲等，部分
工蟻更會在樓上單位設分巢。故此有
效的滅殺白蟻方法，可在白蟻出沒的
地方放置特製藥餌，令工蟻吃了藥餌
後不能脫皮以致大量死亡，結果亦令
整個白蟻王國，包括蟻后在內全部因
斷糧而餓死滅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受傷戶主陳×平（68歲），頭部多處被玻璃碎片
割傷，送院時需躺在擔架床上；2名受傷工人

分別吳×健（52歲），其雙手前臂被火焰灼傷，工
友張×成（36歲）則頸部被碎片割傷。3人送往東區
醫院治理時全部清醒，敷治後幸無大礙。

玻璃碎濺客廳 戶主工人浴血
現場為西灣河太康街37號鯉景灣怡坤閣18樓一單
位。昨日上午10時，2名滅蟲公司工人受僱到上址進
行滅殺白蟻工程，據悉，其間有工人在廚房內將門窗
全關上，再使用壓縮氣體向座地櫥櫃噴射滅蟻藥劑以
清剿白蟻，另一名工人與男戶主則留在客廳。未幾，
廚房突然發出隆然巨響，廚房門玻璃爆裂，大量碎片
飛濺向客廳，男戶主與身邊工人當場被碎片割傷，血
流披面。
意外後，在客廳輕傷的工人立即將男戶主攙扶到
沙發上坐下，再進入廚房察看情況，發現同事雙手手
臂被爆炸火焰灼傷，仍然清醒，廚房一扇玻璃窗連窗
框更被強大爆炸氣流震飛落樓，直墮樓下平台，幸未
擊途人，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住客嚇破膽 保安忙報警
大廈多名住客聞爆炸聲受驚，又見有單位的玻璃

窗飛墮落樓，立即報警或通知大廈當值的姓陳（33
歲）女保安員報警。
大批消防員趕抵，證實現場單位曾發生爆炸，幸

未釀成火警，遂將3名傷者送往醫院敷治。經初步調
查，消防員不排除有人滅蟲時使用的殺蟲劑遇着火花
導致爆炸，事件無可疑，警方列作「工業意外」，交
工處及相關門追查肇因。

專家：噴灑前須確保無火種
同類滅蟲公司的負責人韋志豪表示，一般處理白

蟻只是用高濃度殺蟲水或特製藥餌，甚少使用壓縮氣
體殺蟲劑，他形容事件罕見及不尋常。
韋志豪續指，滅殺白蟻是先在門框、木地板及地

腳線鑽孔，再用噴壼將殺蟲藥水注入，不涉及明火
或壓縮氣體，而噴壼的壓力相對罐裝殺蟲劑為小，
不會構成危險，不排除今次意外可能涉及其他原
因。
若要使用壓縮氣體滅殺蟲蟻，必須關閉所有門
窗，以免殺蟲劑外洩導致他人吸入不適，由於壓縮氣
體的滅蟲劑易燃，故在噴灑之前，應確保室內沒有火
種，即使是一般電器如雪櫃、洗衣機，亦可能於開動
時擦出火花，引起爆炸，所以必須全部關掉，以確保
安全。

壓縮氣滅白蟻 單位爆炸傷3人
疑氣體觸及電器搶火 玻璃窗飛街險殺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西灣河鯉景灣一住宅單位滅蟲卻釀成罕見爆炸意外，2名

滅蟲公司工人在封閉廚房用壓縮氣體殺滅白蟻期間，疑氣體充斥再觸及電器火花而發生猛

烈爆炸，氣流將一扇玻璃窗震飛落街，幸未擊中無辜途人釀成傷亡，2名工人及男戶主分別

頭及手腳被火焰灼傷或遭玻璃碎片割傷須送院。警方列作「工業意外」，交勞工處及相關

部門調查爆炸原因。有滅蟲專家指滅殺白蟻甚少使用壓縮氣體，今次意外相當罕見。

港潮濕多雨宜「古跡殺手」生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受乾燥氣候
影響，大嶼山竹篙灣發生今年以來最「長命」
山火，焚燒了3日2夜逾45個小時，更一度迫
近主題公園迪士尼樂園，經消防員及政府飛行
服務隊直升機不斷努力撲救，至昨日中午終被
救熄，幸樂園仍能如常開放給遊客，服務未受
影響。
天文台紀錄顯示，近日東北季候風一直為華

南帶來晴朗及乾燥天氣，濕度一度跌至不足
50%，天文台曾發出紅色及黃色火災危險警
告，表示火災危險性極高或頗高；至昨正午時
份，天文台錄得的相對濕度仍僅57%。

火龍350米 12架次直升機施救
山火發生位置在大嶼山竹篙灣山頭，上周四

（5日）下午4時許，山頭一處樹林出現煙火，
由於天氣乾燥，加上火乘風勢，火勢異常猛
烈，入夜時並出現2條火龍，向四周蔓延，火
龍一度長達350米，多批消防員手持火拍及背
泵登山撲火，政府飛行服務隊亦先後多次派出
直升機，到山火上空投擲水彈協助灌救。
山火更曾一度逼近迪士尼樂園，尤幸樂園最

終未受影響，可如常開放。
山火肆虐約45小時，經消防員及政府飛行服

務隊直升機不斷努力撲救下，終在昨午1時02
分被救熄，但樂園對上山頭已有大片林木被焚
毀，生態受損。
政府飛行服務隊表示，2日間共出動12架次超

級美洲豹直升機投擲水彈灌救山火，參與行動的
飛行人員共32人，飛行時數共約12小時。■竹篙灣山火頭一度出現長達350米的巨型「火龍」。

■墮樓現
場遺下大
灘鮮血，
情 景 恐
怖。

■仵工將
墮樓保安
員遺體舁
送殮房。

■身穿全套防護裝備的機動部隊昨日終於在堆填區尋
獲小凱晴被棄當天的垃圾。 鄧偉明 攝

■被警車
撞傷的野
豬 狂 奔
300米後
肚破腸流
亡。

■■33 名好心女子名好心女子
願意出錢為貓屍願意出錢為貓屍
進行火葬進行火葬。。

▲一名受傷的滅蟲公司男工人送院時仍帶上滅蟲
器皿。

單位男戶主頭部被玻璃碎片割傷送院敷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