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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 一名南亞漢昨午夜乘港
鐵至金鐘站，疑追車時不慎跌出一副俗稱「孖葉」的手
銬，雖匆匆拾回卻已被其他乘客發現，有乘客暗中報警及
尾隨跟蹤，並一直與警方保持聯絡，疑人終在佐敦道被警
員截停，在其身上搜出小量毒品當場被捕。警方正調查疑
人藏有「孖葉」動機何在。

乘客睹斜孭袋跌出「孖葉」
被捕南亞裔男子40歲，因涉「藏毒」及「藏有違禁武

器」罪名被扣查。事發昨晚約零時20分，當時港鐵接近收
車時間，該名南亞裔男子乘港島線列車至金鐘站準備轉車
過九龍，疑見有荃灣線列車進入月台，遂匆匆跑至對面月
台轉車。其間一副「孖葉」卻於其斜孭袋中跌出，有人發
現後神色慌張，立即停下並急急將該副「孖葉」撿回斜孭
袋中，關好拉鏈繼續追車，過程卻被一名姓黃乘客目睹。
由於「孖葉」屬警方裝備，但黃認為該名可疑男子不似

警察，於是致電報警並暗中跟隨，沿途向警方報告位置。
及至列車到達佐敦站時，該名可疑男子落車，黃亦緊隨其
後，警方則派員在站外守候，在佐敦道近廟街將其截查，
發現其身上除一副「孖葉」外，更有2.2克懷疑冰毒，於是
以「藏毒」及「藏有違禁武器」罪名將其拘捕帶署。

南亞漢港鐵跌「孖葉」
醒目男報警保持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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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據中央社報
道，2名港女在台租屋搗亂案，台北地院昨天審
理，2港女當庭痛哭認錯，透露在港因家事不開
心，遂結伴來台散心，承認不應將不快建立於
他人的痛苦上，請求輕判。法官表示將不再開
庭，日後循簡易判決程序宣判。
2名港女被控謊稱來台讀書，在台北巿租屋卻

偷走房內液晶電視，還留下一屋子垃圾及毀損
馬桶等，後來2女轉往淡水後一度行蹤不明，其
後在台南遭警方逮捕，移交「移民署」收容。
檢方偵結後，認定2女以假身份租屋、侵佔電視
及偷竊帽子，依偽造文書、侵佔及竊盜罪起
訴。
台北地方法院昨午首次開庭，邱姓、曾姓2名

港女當庭認罪，邱女邊哭邊說請求法官從輕發
落，給個自新機會，以後會好好做人。曾女則
說，不應該把自己的不開心建立在別人的痛苦
上。

檢察官代求情 已與苦主和解
法官訊問2女為何來台？2女都表示在香港的
家裡發生不開心事，所以結伴來台。邱女說，
哥哥的女友懷孕而搬到家裡，對方會偷她東
西，因相處不來，所以想找個地方躲起來。曾
女則說家裡發生一些事，讓她有輕生念頭，想
出去旅行放鬆心情。
檢察官代求情，指2女因叛逆期而行事魯莽，

考量她們均坦承犯行，也與被害人和解，請求
法官從輕量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大嶼山北警署昨凌晨險發
生走犯事件。一名涉藏有小量「K仔」毒品的青年，被警
員帶返警署扣查期間竟乘機逃走，幸警員發覺立即追出將
其擒回，由於涉及有疑犯涉嫌「從合法羈押下逃脫」，警
方十分重視案件，交由重案組跟進。
涉嫌藏毒並在羈押期間企圖逃走的青年姓郭、21歲。現
場消息稱，前晚深夜有警員在大嶼山東涌逸東邨作高空巡
邏期間，於平逸樓梯間發現該名郭姓青年形跡可疑，於是
上前截查，果在其身上搜出小量懷疑K仔(氯胺酮)毒品，市
值約100元，郭涉嫌「藏毒」當場被捕，被帶返大嶼山北
警署調查。

逃離報案室 警署外被制服
疑人帶返警署後，先在警署報案室接受初步調查，至昨

凌晨時分，有人竟趁看守警員短時間離開身旁，即乘機逃
走。報案室警員發覺立即制止並追捕，疑人狂奔至警署門
外，已被警員追及制服，帶回警署內嚴密看管。疑人除涉
藏毒罪行外，更涉嫌「從合法羈押下逃脫」罪名被扣查。
警方發言人稱，十分重視案件，已轉交大嶼山警區重案組
跟進。

警署險走犯 藏毒青年速就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觀塘翠屏北邨前日發生一
級火警，被困火場全身八成皮膚嚴重燒傷的女傷者，在沙
田威爾斯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延至前晚終告不治，警方
及消防調查事件後認為火警無可疑，正了解死者身份。

疑起火單位內有人「開餐」
女死者年約40歲，由於警方未尋獲其身份證明文件及家人，

暫未能證實其身份。現場消息稱，起火的翠屏北邨翠桃樓19
樓單位戶主是一名男子，女死者疑是其同居女友。據悉有人
涉及案件正在服刑，而單位經常有貌似有不良嗜好的陌生男
女出入，不排除單位內有人「開餐」。
前日火警之後，現場單位付之一炬，鄰近單位及走廊亦

受煙火波及燻黑，房署昨派員趕緊維修及清理。火警於前
日早上9時許發生，女死者因無法開鐵閘被困單位內，鄰
居王伯一度向其潑水救火救人，惜不敵高溫及濃煙無功而
退，女傷者由消防破閘救出，但她全身八成皮膚燒傷命
危，送院搶救延至前晚10時26分終證實不治。

翠屏住宅火 燒傷婦不治

憶亡母愧對父「宅男」燒炭命危

焗離場無癮 泳客怨擾民

救生員玩請假累維園關池
港九拯溺員工會插手搞事 泳客鼓譟與職員推撞

據了解，維園泳池救生員分2更當值，
2更共有30名救生員，每更如果不

足9名救生員當值，泳池就要暫停開放。
現場消息稱，有多名救生員昨晨當值期
間突一起表示身體不適，臨時請病假離
場。康文署遂於昨晨10時15分宣布，由
於救生員當值人數不足，為保障泳客安
全，維園泳池要暫時關閉直至另行通告。
有20多名泳客昨一早到維園泳池暢泳，
中途獲通知泳池關閉須立即上水並離場，
各人均感不滿鼓譟，其間有人與泳池職
員發生爭執及推撞，需警員到場調停。
直至昨日下午2時15分，當有足夠救生
員上班後，康文署始宣布維園泳池重開。
康文署表示，根據編制，維多利亞公
園泳池昨日早班時段(早上6:15至下午2:
45)共安排11名救生員當值，但有3名救
生員先後告病假。由於只有8名救生員當
值，根據規定，多用途池需要暫時關閉；
而主池則仍然能夠維持開放。其後於10
時15分再有5名救生員申告病假。由於
當值救生員人數不足，該署遂需要關閉
泳池設施，並於泳池張貼告示以及發布
新聞稿以通知泳客。

署方指資源不足拒增人手
港九拯溺員工會發言人郭紹傑說承
認，維園泳池昨日最少有10名救生員
集體請病假，工會向受影響市民致

歉。郭表示維園泳池救生員長期人手
不足，工作量又大，間接影響泳客安
全。他說工會近日與署方商討要求維
園泳池每更增加3名救生員至18人，
但署方認為無需要，又指資源不足。
郭又指出，長期以來全港救生員人數
不足，若當局拒絕磋商，不排除其他
同事亦會不滿。

康文署：與員方保持溝通
康文署就事件對公眾造成不便致

歉，指出不時就轄下康體設施救生員
人手安排事宜與員工溝通，署方去年
已成立工作小組，邀請員方代表提供
意見，檢討人手安排。署方會與員方
保持溝通，解釋署方立場，盡量不影
響對公眾的服務。康文署又稱救生員
因病缺勤時，會召喚休班同事及拯溺
總會的義務救生員協助。
維園新泳池去年10月亦曾有救生員不

滿長期人手不足，康文署又以駐場拯搦
會義工做替更，集體請病假抗議。
斥資8億港元興建的維多利亞公園新

泳館於2013年9月中啟用，新池可容
納多達2500名觀眾，屬全港之冠；泳
池設備均符合國際賽事要求，除有以
太陽能供電的暖水池外，泳池的池底
及浮橋均可自由調校，適合舉辦跳
水、長短池游泳等大型賽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近期天

氣和暖，加上昨為復活節長假期最後一

天，不少市民選擇到泳池嬉水。但維多

利亞公園游泳池因救生員當值人數不

足，昨晨開放中途一度關閉4小時，至

下午始重開。其間有泳客被迫中途離場

而不滿鼓譟，與泳池職員發生爭執推

撞，驚動警員到場調停，亦有不少泳客

望門興嘆。港九拯溺員工會總幹事郭紹

傑指事件是因救生員集體請病假，抗議

康文署長期漠視人手不足所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前日
都有到維園游水，昨日再來就遇上救生
員集體告病假暫停開放，真係無癮！」
昨晨獨自到維園泳池游水的葉小姐，到
達後不得其門而入，極為不滿。她希望
康文署早日與救生員妥為協商，不要影
響市民。
而家住香港仔的泳客張先生表示「到

維園游水因公共交通可直達，且公園內
有其他康樂設施，今日在籃球場打完籃
球再過來游水，料不到遇上救生員集體

請病假，要改往摩士泳池」。

152人已入場須離開
此外，亦有泳客不滿康文署的安排，

認為如果救生員不足，可以考慮局部開
放泳池，毋須全部關閉。康文署發言人
表示，維園泳池昨上午關閉時，有152
名已入場的泳客須要離開，根據署方規
定，泳客於入場後由於泳池須臨時關
閉，署方會向受影響泳客免費派發一張
入場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劉友光、杜法
祖)荃灣大窩口邨一名不事生產、長期
與電腦為伍、僅用便條與家人溝通的
「宅男」，只靠相依為命父親任保安的
微薄薪金過活。「宅男」昨疑因憶念亡
母，又愧對父親，反鎖房內燒炭輕生，
獲救送院性命垂危，其父自責「真係唔
知點做人老竇！」
輕生命危「宅男」姓張、33歲，乳
名「文仔」，與父母及妹妹一家4口同
住大窩口邨富碧樓一單位。其母在4年
前因肺病去世，妹妹則在澳洲工作，故
他只與57歲父親相依為命。張父為房
署退休員工，退休後在荔枝角當夜更兼
職保安，月入約9,000元。
張父透露，文仔中二輟學後只做過數
年倉務員，後因經濟不景被裁，之後曾

轉職到麵包店及壽司店工作，但均開工
數天便因不適應而辭職。文仔甚少朋友
亦無拍拖，只沉迷動漫及打機。

足不出房 用便條溝通
多年來文仔賦閒在家足不出戶，長期

在家與母親溝通較多，但自母病逝後其
性格更為孤僻，除如廁及逢周末與祖母
吃飯外，便足不出房，常鎖上房門在內
不停打機，最近正沉迷線上遊戲《群龍
默示錄》。張父平日只能在其房門外貼
便條與他溝通，但大都只是提醒「阿仔
雪櫃有飯」等，父子有如陌路人。
昨晨9時許，張父放工返家發現留下

的便條原封未動，拍房門亦無人回應，
大驚破門硬闖，赫見兒子在房內燒炭，
已昏迷床上口吐白沬雙眼反白，但仍有

微弱呼吸，立即報警。救護員趕至將他
急送院搶救，現仍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情況危殆。據悉，文仔即使日後醒來，
腦部也可能因缺氧受損影響智力。

警方在現場檢獲遺書，內容透露思憶
亡母，亦提及多年來不工作，對不起父
親。張父獲知即不斷自責「我真係唔知
點做人老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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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尖沙咀棉登
徑昨凌晨發生傷人案，一名酒吧職員在酒吧
門前遭20名大漢圍毆，幸拚命突圍僅腳部受
傷，眾惡煞四散逃走，警方正調查事主遇襲
原因並追緝兇徒歸案。
遇襲受傷酒吧職員姓鄭、27歲，送院治理

幸無大礙。事發昨凌晨3時許，20名分持利刀
和木棍大漢，走到棉登徑22號至26號一間酒
吧，向門前一名職員襲擊，職員見對方人多
勢眾，拚命反抗突圍逃走，僅腳部被打傷，
大漢逞兇後四散逃去。警員接報到場，召救
護車將傷者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其後在
現場附近街頭兜截兇徒並無發現，現場遺下
大批雜物，事主表示不明遇襲原因，警方將
案列作「傷人」處理，交由油尖警區刑事調
查隊第二隊跟進。

「眼超超」口角 洋漢青年互毆
另外，昨凌晨3時許，一名身材魁梧滿身酒
氣23歲洋漢Patrick，在中環蘭桂坊飲酒消遣
後，走到德己立街及蘭桂坊交界時，與一名
27歲姓鄭男子因眼神接觸問題發生爭執，繼
而動武大打出手，結果兩敗俱傷，同被到場
警員制服拘捕，2人均報稱受傷獲送院治理。
警方將案列作「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
處理，交由中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六隊跟
進。

昨日清晨5時許，一名39歲姓李男子和一名22歲外
籍青年Louie，在中區德己立街26號一間酒吧內飲酒
消遣時，因身體碰撞問題亦發生爭執，其間李被人揮
拳打傷頭部。警員接報到場調查後，將涉嫌傷人外籍
青年拘捕，傷者則送院治理，案件同交由中區警區刑
事調查隊第六隊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旺角運動場道與
彌敦道交界昨晨發生車禍。一輛「綿羊仔」電單車
失控人仰車翻，險被駛至收掣不及雙層巴士捲入車
底，鐵騎士腳部被電單車壓住受傷，途人合力將他
救出脫困。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
事發昨晨7時許，一輛「綿羊仔」電單車沿運動
場道左轉出彌敦道時，疑因天雨路滑突失控跣胎，
當場人仰車翻，適時一輛沿彌敦道往深水埗方向行
駛的雙層巴士駛至，巴士司機收掣閃避不及，將失
事「綿羊仔」電單車撞倒並壓在車頭下，鐵騎士腳

部被電單車壓住受傷痛苦呻吟，多名途
人見義勇為，合力將傷者救出，交由救

護員送院治理。

「學神」客貨車鏟坡累封路
另外，昨上午11時許，一輛「學神」客貨車沿葵
涌青山公路往九龍方向行駛，途經華員邨附近突失
控衝上路邊撞倒交通指示牌後剷上山坡，繼而翻側
橫亘路中，19歲姓周「學神」司機受輕傷，教車師
傅則僥倖沒有受傷．但已飽受虛驚。救護員到場將
傷者送院治理，現場一段青山公路須暫時封閉，引
致交通一度嚴重擠塞。

「綿羊仔」翻車 險捲巴士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灣仔軒尼詩道熙
華大廈一單位，昨凌晨遭竊賊撬毀鐵閘和木門潛入
爆竊，失去一個內有價值70萬元首飾的夾萬。灣仔
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六隊接手調查，正根據大廈閉路

電視錄影資料蒐證，追緝竊賊歸案。
事發昨凌晨3時許，54歲姓何男子從外

返回軒尼詩道71號熙華大廈寓所，發現單位鐵閘及
木門遭撬毀，入屋查看發現一片凌亂，疑遭竊賊爆
竊於是報警。警員接報到場調查，事主點算後證實
失去一個夾萬，內有價值70萬元首飾。

賊入屋抬夾萬 戶主失70萬首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黑的」司機前晚由山頂載
客落中區，竟獅子大開口收取
250元車資，較正常高出5倍，
終被放蛇警拘捕。
濫收車資「劏客」的士司機姓

孫、53歲，由於行車沒有起錶，
共涉「兜客」、「濫收車資」及
「未有將的士計程錶指示器撥到
開始記錄位置」3宗罪被捕。
針對不良的士司機向遊客濫收

車資，警方山頂分區及中區警
區交通隊人員前晚進行一項打
擊的士濫收車資行動，晚上8時
許派員喬裝遊客，在山頂道128
號淩霄閣乘搭一輛的士前往中
區威靈頓街，當的士到達目的
地，司機開口收取250元車資，
較合理車資約為 50 元高出 5
倍，放蛇警員在付款後即表露
身份，與在場同袍一起將涉案
司機拘捕。該名司機之的士其
後曾被警方搜查，之後被拖走
扣留驗車。

山頂落中環收250元 黑的遇放蛇警斷正

■2名港女昨被帶到台北地院應訊，2人仍染金黃色頭髮
和粉紅色頭髮。

■維園泳池突以救生員不足暫停開放，泳客望門
興嘆。■發生救生員集體請病假的維園泳池剛以8億元重建。

▲維園泳池貼出因救生員人
手不足在上午10時15分暫
停開放告示。 ▶吃閉門羹的女泳客

葉小姐。

■在大窩口邨燒炭命危男子被送院搶
救。 劉友光 攝

■燒炭命危男子一幀釣得石狗公魚的照
片。

■「黑的」由山頂凌霄閣載客到中
環威靈頓街收2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