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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上水發生外傭遭蜂螫
昏迷事件。石湖新村一名女印傭昨晨在戶外工作時，
懷疑手被蜜蜂螫傷，初時傷口僅紅腫不適，其後懷疑
產生過敏致休克昏迷。女僱主發現事件，立刻報警求
救，幸女傭送院救治後已甦醒，無生命危險。
懷疑被蜜鋒螫傷休克昏迷的女傭名Arianti（23

歲），在上水北區醫院留醫，情況穩定。
現場為石湖新村某號一村屋單位。昨晨約11時，當

時Arianti在村屋室外工作，突感手部疼痛，發現已被
蜜蜂螫傷。據悉，Arianti手臂傷口很快紅腫起來，初
時不以為意，不久即懷疑出現過敏症感到不適，繼而
休克昏迷。幸Arianti姓吳女僱主（59歲）在場，見狀
大驚報警。救護員接報趕至，將Arianti急送北區醫
院，經醫生救治後無性命危險，但需要留醫。
蜜蜂通常不會主動襲擊人類，螫人後蜂針留在人

體，之後蜜蜂會死亡。急症室專科醫生表示，被蜂螫
傷出現疼痛是自然反應，出現休克可能性有二，一是
對蜜蜂毒素敏感；二是被蜂螫後恐慌過度。醫生續指
出，若被蜂螫傷，最好盡快求診。醫生會為傷口清洗
消毒，以防受細菌感染，並會提供藥物消炎。

印傭遭蜂螫 過敏休克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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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前日突
擊搜查港島西區皇后大道西一單位，拘捕一名
涉嫌與本月初旺角區2宗劫案和一宗襲擊案有
關的青年，即晚把他押到旺角其中一處案發現
場重組案情。
被捕青年姓張（20歲），相信有三合會背

景，涉嫌「行劫」和「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
害」等罪名，仍遭扣查。
警方透露，5月2日凌晨約1時許及5月5日

凌晨3時許，警方接獲報案指，2名分別22歲
及17歲的男子，途經櫻桃街一公園附近時，被
6名至9名男子分別搶去一部約值5,000元的手
提電話及約值1,000元電子產品。22歲受害人
眼睛受傷，送院治理；17歲受害人沒有受傷。

14歲童遭10漢襲擊 暫拘5人
另一邊廂，5月10日下午3時許，一名14歲
男童在旺角彌敦道580A號一後巷，被10多名
男子以拳腳襲擊，受害人頭及背受傷，送院治
理。警方當日拘捕涉案2男2女（15歲至17
歲）。3宗案件均交由旺角警區反三合會行動
組人員跟進。前晚，警方再在西區拘捕該名20
歲青年。
警方呼籲曾在櫻桃街遭行劫而未有報警的人

士，致電：23986272與警方聯絡；亦呼籲夜歸
人士提高警覺，避免行走僻靜道路或炫耀財
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中年漢懷疑受情緒病
困擾，昨晨在土瓜灣下鄉道所住唐樓高處墮下，跌落
旁邊已列作三級歷史建築的天后古廟屋頂，當場重
傷，須消防員用升降台救下，送院命危。警方在現場
未有檢獲遺書，初步得悉中年漢有情緒病紀錄，相信
墮樓原因無可疑，列作「企圖自殺」處理。
墮樓男子姓陳（37歲），正在伊利沙伯醫院深切治

療病房留醫，情況危殆，警方指他有情緒病紀錄。
現場為下鄉道51號至53號一幢約10層高樓宇。昨

晨5時49分，陳被發現由4樓單位墮下，跌落毗鄰下
鄉道49號天后古廟屋頂，當場重傷痛苦呻吟。同住44
歲兄長發現胞弟墮樓，立刻報警求助。

尼姑疑為親友 陪同送院
警方接報與消防員趕到，由消防員用升降台雲梯上

廟宇屋頂搶救。擾攘一番後，以山兜救下傷者。其
後，傷者由兄長及一名相信是親友的尼姑陪同送院。
坐落下鄉道與落山道交界的天后古廟，於清朝光緒

十一年（1885年）由客家漁民籌建，當時建於海邊，
近當時土瓜灣村旁邊。建廟時所鑄銅鐘，至今仍然保
存。該廟於1888年曾重修，目前列作三級歷史建築，
由華人廟宇委員會管理。

中年漢跳樓 跌落天后古廟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葵涌大窩口邨富泰樓
一名19歲青年，昨午2時許，被25歲兄長發現長時間
反鎖房內，敲門無人應。兄長撞門而入，發現弟弟在
房內上吊，立刻將其解下報警求救。救護員馳至，證
實青年氣絕身亡。
死者姓金（19歲），無留下遺書透露厭世原因。警

方初步調查，懷疑有人為情自縊，相信事件無可疑，
暫列作「屍體發現」處理，死因有待剖屍確定。

弟情困自縊亡 兄撞門睹慘劇

■男子跳落天后古廟屋頂，消防員用升降台救人。

大膽賊潛香燭店偷「關公錢」
嫌錢少留低10蚊利是 老闆娘：做賊點會驚報應

遇竊香燭雜貨店位於瑞和街61號，
昨晨7時許，負責人梁太返店開門

準備營業，發現店內一片凌亂，收銀機
亦被撬開，懷疑遭爆竊，立刻報警。警
方到場調查，估計賊人爬上店舖閣樓，
再撬開氣窗行事。點算後，發現約4,000
元現金被偷走，供奉關公的神枱上16封
利是不翼而飛，只剩一封已被拆開「露
餡」的10元利是沒被偷走。梁太表示：
「做賊點會驚報應吖？」她相信對方只
是嫌錢少。

開業22年首遇竊 撞正「天眼」壞
匪徒爆竊時翻箱倒篋，更把8箱拜神
用的瓦杯和多個神像弄毀，損失約7,000
元。店舖全部損失共約1.1萬元。梁太
又表示，店舖開業22年來一直相安無
事，今次首次遭爆竊。原本收錢櫃位裝
有閉路電視錄影，但剛巧壞掉。經過是
次教訓，稍後會在氣窗安裝窗花，加強
保安。

富安花園遇賊 偷首飾餅卡現金
至於馬鞍山恆信街2號富安花園，昨
凌晨1時許亦發生爆竊案。一單位30歲
男住客返家，發現大門反鎖、窗戶損
毀，懷疑遭爆竊，於是報警。警方到場
調查，經初步點算後，證實失去總值約
1.1萬元首飾、價值約5,000元的餅卡及
約3,000元現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觀塘一間開業已22年的香

燭雜貨店昨晨首度遇竊，竊賊懷

疑撬開氣窗潛入搜掠，連同現金

及被弄毀的貨物，損失總值逾萬

元。賊人連放在店內神枱的16

封利是亦不放過，最後只剩一封

金額最小的 10 元利是未被掠

走，店舖負責人相信對方嫌錢

少，日後會加強防盜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山頂柯士甸山道22號
一個低密度豪宅屋苑，前晚發生爆竊案。屋苑懷疑因進
行維修外牆工程搭有棚架引來竊匪。其中一單位被撬開
窗門入房爆竊，損失約2萬美元現金（折合約15萬港
元），其他損失仍在點算中。
前晚深夜11時，上址屋苑其中一單位58歲姓梁女戶主

夜歸，入屋發現其中一房間內有搜掠痕跡，立刻報警。
警方到場調查，發現單位客廳有窗戶被撬開，懷疑竊賊
沿外牆棚架爬上樓，再撬窗入內爆竊。姓梁女戶主初步
點算後，發現約2萬美元現金失竊，其他損失仍在點算
中。案件交由中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調查。
據現場消息稱，同一屋苑上月中險釀盜竊案。一名女

傭當晚8時許於寓所工作時，發現一名可疑黑衣人於附
近山坡攀爬有所企圖，女傭大叫將其嚇走，屋苑幸未有
單位失竊。

豪宅搭棚招賊 2萬美金被盜
■香燭雜貨店遇竊，賊人懷疑嫌放在神枱的10元利是錢少，未有偷走。

■山頂柯士甸山道22號一個低密度豪宅屋苑遇竊，懷疑因搭棚
引來竊賊。

搗公屋毒品中心 警拘2少年1中年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前日在油塘邨
搗破一毒品分銷中心，當場拘捕2名涉嫌販毒的16歲
少年及一名中年女子，搜獲460克俗稱「K仔」的懷
疑氯胺酮毒品，總值5萬元；另查獲電子磅等毒品包
裝工具。警方正調查毒品來源及銷售對象，以及背後
是否有集團操控。
被捕3人分別為35歲姓黎女子和2名16歲少年，涉
嫌販毒被扣查。觀塘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根據線報，
獲悉有人用油塘邨貴塘樓一公屋單位，闢作毒品包裝
分銷中心。經深入調查後，警方掌握可靠線索，前日
下午4時，突擊搜查目標單位，查獲約460克俗稱「K

仔」的氯胺酮毒品、電子磅等包裝工具。同時，涉嫌
販毒的一名中年女子及2名16歲少年被捕。屋內一隻
雪橇犬乏人照顧，一併帶返警署。

搜樓上吧及公廁對開擒2漢
另一邊廂，警方油尖警區特別職務隊警員，昨凌晨

零時許，根據線報突擊搜查棉登徑13號一間樓上酒
吧，於一名23歲姓魏男子身上查獲約12克俗稱「K
仔」的氯胺酮，以及約15克可卡因，市值共約2.5萬
元，該男子涉嫌販毒被捕。
昨清晨5時，屯門警區特別職務隊警員採取掃毒行

動，根據線報，在屯門青楊街一個公廁對開，截查一
名26歲姓傅男子，在他身上搜獲2包共重約30克懷疑
「冰毒」，市值約1.3萬元，男子涉嫌販毒被捕。
至於深水埗警區特別職務隊警員，前日下午4時
許，亦在區內掃毒。探員於福榮街50號截查一名40
歲姓趙可疑女子，在她身上搜獲60粒懷疑海洛英，隨
即把她押到石硤尾邨美賢樓住所搜查，再搜獲90粒懷
疑海洛英、少量懷疑冰毒和氯胺酮及一個冰壺，截獲
毒品共重約42克，市值約3.2萬元。她涉嫌「販毒」
及「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當場被捕，帶署通
宵扣查。

3行山友拖擱淺海豚落海施救2港青澳門販毒遭羈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施虹羽 澳門報道）澳門檢察
院日前完成一宗販毒案初步偵訊工作，涉案2名嫌疑
人被羈押，案件交警方進一步調查。據悉，涉案2名
香港男子均姓黃，年齡分別20歲及22歲。
警方根據情報，得知有人專在澳門夜場出售毒品。
經多日調查，探員於本月14日凌晨1時許，在新口岸
區一間網吧內，發現上述2名男子開始活動。經跟蹤
並截查後，在其中一人身上搜出一包75粒「可卡
因」，連包裝約重17.03克。探員在其居住單位內，再
搜獲18粒「可卡因」，連包裝約重4.26克，以及2個
膠碗內「可卡因」碎塊，淨重分別為10.25克及23.35
克，尚有部分吸毒與販毒工具。

認助賣毒品 日賺600元
2人承認毒品共同所有，作販毒之用。其中一名疑
犯得知另一人在澳門販毒，故於本月8日入境澳門，
收取每天600元報酬，協助另一嫌犯向他人出售毒
品。
承辦檢察官分析案情及證據後，認為有強烈跡象顯
示2名嫌疑人行為涉嫌觸犯不法販賣麻醉藥品及精神
藥物罪，遂向法官建議並獲准對2人採取羈押的強制
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鐵東鐵線昨午有人
闖入路軌，列車服務受影響逾1小時。昨午1時許，一
列由上水站開往羅湖站的列車，車長行車途中發現有
人在路軌附近行走，於是通知控制中心，安排職員到
場及報警。沿路軌搜索均無發現，列車行駛至該路段
時須減速行駛，延誤約4分鐘。一個多小時後，列車
服務始回復正常。
港鐵發言人表示，昨日下午1時20分，東鐵線一列

列車由上水駛往羅湖期間，車長發現一名男子在路軌
上行走，遂通知車務控制中心在該位置搜索，但無結
果。當時，列車途經該處時須慢駛，服務至下午約2
時25分恢復正常。

神秘漢闖東鐵路軌 列車減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西貢東灣發生海豚
擱淺事件，3名行山人士前日下午5時許，發現一條
約2米長、68公斤重的雄性海豚擱淺於西貢東灣沙
灘。他們立刻把海豚拖回海中施救，並報警求助。

海園小組施援 惜傷重不治
漁護署及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鯨豚擱淺行動組」

接報後趕到現場，證實該條為「條紋原海豚（Striped
Dolphin）」，發現其身上有多處傷痕，或是船隻車葉
造成。在海洋公園海洋哺乳動物部和獸醫團隊協助下，
逾4小時後，至晚上9時許，成功把該條海豚送往海洋
公園進行檢查、治療及通宵觀察，惜延至昨晨約11時，
海豚傷重不治。經剖驗後，證實海豚因急性肺出血致死，
淋巴結、肝臟和脾臟亦有發炎徵狀。
條紋原海豚是中小型海豚科動物，有明顯暗色條

紋，在海上極易鑑別。最顯著特徵之一為背鰭下方的

淡灰色手指狀圖案，某些個體腹部呈明亮粉紅色。條
紋原海豚體形較趨近流線型，嘴喙部較長，背鰭大且
較彎曲。
條紋原海豚主要生活於熱帶至溫帶海域，本來非

常普遍，於太平洋常見。但近年生態環境日益惡化，
種群劇減，急需保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九龍灣宏光道昨凌晨
發生刑毀的士事件，5名青年「破壞王」，用石塊扑爛
停泊路旁3輛的士車窗玻璃。警員接報到場調查時，
一眾「破壞王」逃去無蹤。警方把案列作「刑事毁壞」
處理，正聯絡3輛被破壞的士車主了解情況。秀茂坪
警區刑事調查隊接手調查犯案動機。

「嘭嘭」聲驚動住客報警
昨凌晨4時許，九龍灣宏光道80號麗晶花園一名

位61歲姓黃住客，聽聞街外傳來「嘭！嘭！」聲，
好奇望出窗外循聲查看，發現5名年約15歲至25歲
青年，用石頭狂扑停泊在上址對開路旁3輛的士車
窗玻璃，於是報警。
警員接報到場調查，涉案青少年已逃去。警員當

場發現路旁停泊的3輛的士，各有一扇車窗被打
爛，玻璃碎片四散地上，並在其中一輛的士車廂
內，查獲一塊拳頭大小的石塊，相信「破壞王」用
石頭扑爛車窗玻璃。

5「破壞王」持石扑爆的士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荔枝角美孚新邨昨
晨發生洗衣機引起的火警。屋苑一單位住戶，用洗
衣機洗衣時，因事離家。當時懷疑洗衣機機件過
熱，單位閉門失火，濃煙湧現，約20住客疏散。消
防員接報，列作「一級火警」處理，其後到場破門
入屋將火救熄，幸無人受傷。

戶主因事離家 濃煙湧現
現場為美孚新邨蘭秀道28號某樓一單位，女戶主

姓李（67歲）。昨晨事發前，她在洗手間開動洗衣
機洗衣後，因事離家。不久，上午7時許，上址突
閉門失火，濃煙湧現。55歲姓李保安員接獲住客通
知，立刻報警，大廈約20名住客自行疏散。
消防接報，列作「一級火警」處理，遂派員迅即

趕至現場破門入屋，發現單位內洗手間洗衣機起
火，開喉將火救熄，但洗衣機已嚴重焚毀。稍後姓
李女戶主聞訊返家助查，懷疑因洗衣機機件過熱引
起火警，並無可疑。

洗衣機焚宅 20住客疏散

■■海洋公海洋公
園等組織園等組織
在東灣搶在東灣搶
救擱淺海救擱淺海
豚豚。。

■發生印傭遭蜜蜂螫傷事件的上水石湖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