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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嚇機」遇氣流急墜20傷
乘客拋離座位頭撼天花 港急降7白車分送3醫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中年女補習導師與女助手於去年1
月至11月期間，疑因一名8歲女童在計算時犯錯，一怒之下涉嫌用
手或間尺打她，又要求她自我掌摑，其中一次女童自摑40巴。兩名
涉案女子昨共被控6項普通襲擊罪及4項虐兒罪。辯方申請案件暫毋
須答辯，以押後索取文件及指示，以及聯絡律政司，兩名被告最終
獲准保釋至8月5日再提堂。
據悉，兩名被告，即補習導師梁碧君（48歲）及其助手、托管員

葉慕儀（52歲），疑因涉案女童在補習數學時計算錯誤，便以間尺
或手打她的手掌，梁又涉嫌要求女童自摑面頰，其中一次次數高達
40巴，學校其後發現女童似有不妥，最終報案揭發事件。
梁被控4項普通襲擊罪，控罪分別指去年1月1日至7月31日及10月1日至

11月21日期間的某幾天，梁在其位於香港仔慧景閣的住所中襲擊一名8歲女
童。梁另被控4項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她涉於去年10月1
日至11月22日期間，在其住所內，作為對該涉案女童負有管養、看管或照顧
責任的人，故意導致或促使該女童受虐待或受襲擊，其方式相當可能導致她
受到不必要的健康損害。

女助手被控兩項襲擊罪
葉則被控兩項普通襲擊罪，控罪指她於去年1月1日至7月31日其

中2日，在梁的住所內襲擊同一名8歲女童。

罰女童自摑40巴 女補師被控虐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一架載有

165名乘客由南非來港航機，昨日中午抵港前經歷九

霄驚魂。飛機在半空遭遇氣流一度急墜，釀成20名乘

客及空中服務員受傷，部分乘客更被拋離座位頭撼機

艙天花，傷勢較重。機長向本港機場控制塔發出要求

緊急降落訊息，消防員出動戒備，幸客機最終安全降

落，傷者分送3間醫院治理，最少其中1人傷勢嚴

重。機管局指，事件未有影響機場航班升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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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資深機師估計，今次
出事的航機可能遇上突變

「亂流」。由於天氣難測，航機在氣流平穩
的空域突遇強烈氣流，最難防範。前民航處
處長樂鞏南建議，乘客在機上應全程扣上安
全帶，確保安全。
氣流其實是大氣湍流的簡稱，航機飛行期
間遇到不穩定氣流時，便會出現強烈顛簸，
甚至失控及失速，這種不穩定的氣流稱為
「亂流」，亂流通常分為四個級別：輕度、
中度、強度和極度亂流。

法例禁飛近有亂流空域
有資深機師指，經常乘飛機的巿民總有聽

過機長廣播提醒乘客，因受氣流影響，應扣
緊安全帶以策安全。一般民航機通常只會經
歷輕或中度亂流，甚少會遇上極度亂流，航
空法例規定，嚴禁飛近已知有亂流的空域。
他續說，目前的航機雷達足以探測前方是

否有強烈風暴及極度亂流，但天氣難測，航
機在氣流平穩的空域突遇強烈氣流，最難防
範，機身會猛烈搖晃，沒有繫上安全帶的空
姐或乘客容易因此受傷，估計今次意外或因
突變氣流而造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專家意見

近年遇氣流釀市民受傷事件
日期 事件
2014.02.18 國泰航空由三藩市來港航班經過日本上空時遇氣流強烈顛簸，釀12人傷。
2013.08.30 香港航空由布吉來港航班，將近飛抵赤鱲角機場時遇突發氣流，釀6人傷；同日泰國航

空由曼谷飛抵本港的航班亦遇氣流，至少34人受傷。
2011.09.17 港龍客機由香港飛往泰國布吉途中遇氣流，3名空姐疑未及時坐好扣上安全帶受傷。
2011.05.13 港龍由北京來港客機降落赤鱲角機場前疑遇氣流急墜，釀7人傷。
2011.01.08 國泰航空由香港飛印尼泗水客機飛行途中遇氣流，釀6人受傷。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南非航空有3名空姐受傷入院。
■乘客Robinson無礙出院時表示，滿意航空
公司安排及醫護人員照顧。

■救護員在遇氣流客機安全着陸後登機為傷者分流送院治理。 網上圖片

■南非航空遇上氣流顛簸有20人受傷，有傷者因頸傷
臥床入院。

強吻3歲女少主臀 菲傭：I like it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去年一艘往澳門客輪的螺旋槳內發
現女裸屍案，揭發已婚舞女慘被同居男友誤以為身亡，被推下海致溺
斃。4男3女陪審團昨於高院退庭商議不足一小時後，一致裁定同居男
友誤殺罪名成立。法官斥被告毫無悔意，判其入獄8年半。
已婚舞女死者鍾明芳（37歲）疑與被告男友吳容根（44歲）酒後

於躉船上起爭執，雙方發生推撞，舞女一時失足頭撞地下暈倒。男
友辯稱當時誤以為女友沒有呼吸，遂將對方拋下大海，因而溺斃，
翌日屍首被發現於一艘客輪的螺旋槳之中。被告其後報警稱同居女
友失蹤，最終被警方揭發真相。

船底女裸屍案 男友誤殺囚8年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因患高血壓而結束「肉枱」生意，
過退休生活的一名六旬翁，昨清晨在酷熱天氣警告下，如常獨往
粉嶺畫眉山遠足，詎料其間疑不堪酷熱，身體出現不適，至近8時在
蝴蝶山涼亭坐下休息時突告暈倒，有山友發覺立即報警，惜事主由
直升機送院搶救無效死亡，警方不排除事主中暑或病發致死，死因
有待驗屍確定。
行山猝死老翁姓郭、64歲，家住粉嶺，是上水石湖墟街市退休豬
肉檔檔主。事發後多名親友趕到東區醫院了解情況，郭妻驚聞噩耗
傷心欲絕，需由親友攙扶離開。

退休豬肉佬疑中暑 遠足猝死

劉吳惠蘭：西九督委會均無申報涉利益衝突
許仕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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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山頂加列山道近日成
為爆竊重災區，繼金至尊主席黃英豪的大宅及鄰近嘉麗
園有兩個單位接連遇竊後，昨日再有獨立屋大宅發現被
賊人剪破圍網再撬窗圖入屋爆竊，幸證實沒有損失，今
次是加列山道4日來第四宗入屋爆竊及企圖爆竊案，警
方正調查連串案件是否同一爆竊集團所為。

管家報警 揭圍網有洞窗被撬
昨日險遭爆竊的獨立屋位於加列山道73號，資料顯

示物業在2010年以4.8億元易主。大屋樓高3層並附
有天台，樓面面積約10,500平方呎，地下連花園，屬
5套房設計，其中2個套房連廳，眺望南區海景，屋內
設有電梯。
昨晨10時許，大屋管家發覺向海一扇窗門有被撬
痕跡，疑被賊人光顧，馬上通知52歲姓譚保安員報
警。警員到場調查，發現大屋鐵圍網有一個約半米乘
半米大洞，一個客房的窗被打開，但房內並無搜掠痕
跡，屋主初步點算並無財物損失。
金至尊主席黃英豪位於加列山道29號的獨立屋，本

周日（13日）晚發覺被賊入屋爆竊，損失財物總值約
300萬元；另加列山道65號嘉麗園兩間英式洋房，本周

一（14日）晚及周二（15日）先後發覺被賊入屋，一戶沒有
損失，另一戶因戶主外遊未返，損失有待點算。
另外，西貢銀線灣道銀海山莊一間獨立屋，昨晨9時許
亦發現窗戶遭人撬開，屋內有搜掠痕跡，損失有待點算。

港鐵壞輪椅升降台 議員助理受困句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須以電
動輪椅代步的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助理
葉榮，昨上午11時20分乘搭港鐵往金鐘
上班時，在港鐵通往金鐘廊的D出口，由
職員協助使用傷殘人士專用的輪椅升降台
擬升上出口路面時，遇升降台疑故障中途
停頓被困，港鐵職員花近小時為其解困不
果，惟有報警及通知承辦商派員到場，以
手動方法重新啓動升降台，終將葉送回安
全位置，其間消防員一度到場，葉在事件

中未有受傷，但被困約1小時。
葉榮事後批評港鐵的樓梯升降台非常殘

舊，而不少港鐵站出口仍未有升降機，對
傷殘人士造成不便，盼港鐵盡早改善情
況。他事後並將事件及照片上載個人社交
網站。

港鐵：儀器敏感非故障
港鐵回應指升降台安全感應器十分敏

感，運作時會受環境變化而觸動，令升降
台暫停運作，不排除是感應器當時偵測到
現場光線有變化，或者發現有物體在感應
器附近移動，因此觸動安全系統令升降台
停頓，事件不涉及機件故障。
發言人續指，有關輪椅升降台上周通過

檢查，註冊承辦商獲機電署認可，事後承
辦商已再次檢查系統。
27歲的葉榮為傷健人士，他曾涉於6月
13日，在立法會大門外參與反新界東北發
展示威活動期間，以輪椅撞擊立法會入口
玻璃門，意圖進入立法會大樓，張超雄其
後曾發聲明就事件向公眾致歉。至6月24
日，葉榮被警方以涉嫌干犯「非法集會」
罪名拘捕，及後獲准保釋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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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

■■前房屋及規前房屋及規
劃地政局常任劃地政局常任
秘書長劉吳惠秘書長劉吳惠
蘭出庭作供蘭出庭作供。。

遇氣流客機屬南非航空公司 A340 空中巴士，航班編號
SA286。據悉，航機當時載有165名乘客，周二（15日）離

開南非約翰內斯堡來港，在昨晨飛越吉隆坡領空時突遇氣流，導
致機上17名乘客及3名空姐受傷（13歲至65歲），包括非洲裔及
韓裔乘客。

多輛消防救護車機場跑道戒備
昨日上午11時許，赤鱲角機場控制中心接獲該機機長發出訊
息，指航機來港途中遇上氣流，機上至少有17名乘客及3名空姐
受傷，其中2人傷勢較重，並估計航機於中午12時25分抵港，要
求安排緊急降落。
機場控制中心隨即通報機場消防局及警方支援，多輛消防車在
機場跑道戒備，最少7輛救護車到場候命接載傷者。
中午12時30分，肇事航機安全陸，救護員隨即登機為傷者檢
查傷勢，再分批送往瑪嘉烈醫院、北大嶼山醫院及仁濟醫院治
理。

乘客熟睡無警示 機尾區「重災」
有受傷乘客透露，事發時航機正飛越吉隆坡領空，大家仍在睡
覺，而遭遇氣流一刻亦無任何警示，由於事出突然，大批乘客被
拋離座位，有人更被拋撞向機艙天花受傷。另一乘客則指當時飛
機上下搖動，他飛離座位頭撼行李架底部受傷。有來自英國的女
乘客亦指，當時全機上下晃動最少3次，前後過程不足一分鐘，傷
者大部分是坐在機尾位置，幸事件未引致驚恐及混亂，而餘下航
程都很平靜。

機管局：無影響航班升降
機管局發言人昨日表示，事件未對機場航班升降造成影響，20

名傷者包括9男11女，當中3名空姐及4男2女乘客被送往瑪嘉烈
醫院敷治，其中2名男傷者傷勢較重，須由擔架抬下救護車，其中
1人要戴上氧氣罩協助呼吸，另5女3男傷者被送往北大嶼山醫院
治理，當中1名女傷者情況嚴重，餘下2男1女傷者則被送往仁濟
醫院敷治，他們分別撞傷頭、嘴或手腳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菲傭 Tejor, Nerisa Prado（29
歲），被指涉嫌今年4月在僱主家中浴室為3歲女少主沐浴期間，不
顧女童意願，多次親吻女童背部及臀部不下數十次，女童不斷掙扎
及大叫，女童母親聞聲趕至浴室發覺喝止，惟菲傭遭責備後仍笑笑
口稱：「but I like it！」她被控在本年4月23日在九龍塘筆架山一號
一單位的浴室內非禮一名女童，案件於昨日在九龍城法院開審，她
否認控罪。

前政務司司長
許仕仁涉貪案昨

日踏入第四十三天聆訊，前房屋及
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劉吳惠蘭出
庭作供指，新地曾經「靠嚇」，
2005年以退出馬灣公園項目作要
脅，要求政府放寬出入馬灣的水陸
交通比例。她並供稱，許仕仁及西
九督導委員會成員，均無申報涉利
益衝突。
劉吳惠蘭於2011年退休時任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局長，2004年至2007
年期間出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
秘書長，負責西九文化區及馬灣項
目。她昨日在法庭上供稱，早年政
府以換地形式向新地批地發展整個
馬灣島，新地獲批的地皮比其交回
政府的土地多出3.2公頃，鑑於行政
會議於1996年的決定，這個安排當
年並沒有向外公布。

指新地要脅退出馬灣項目
她指出，新地一度建議在馬灣公

園興建以冰雪樂園為主題的公園，
但最終沒有實行。1998年迪士尼落
實會在香港興建，但新地於2003年
才申請更改主題公園的設計，並表
示建築成本會與原先的設計一樣，
並承諾第一期工程可於2006年6月
完工。
劉指，新地曾表示如果政府要就

馬灣公園興建所出現的問題請示行
政會議，新地便會退出項目及將用
作抵銷建築成本的補地價金額歸還
政府。她認為這意味新地有意再
更改公園的設計，及作為要求放寬
車輛出入馬灣的藉口。

稱許提及要力爭公眾支持
她續說，如果新地退出與政府簽

署的發展馬灣框架協議，會令人對
政府留下不良印象。2005年8月16
日，她與新地的郭炳江及陳鉅源開
會，會上新地表示可能會考慮退出
馬灣公園項目。控方問劉當時有何
感受時，她認為新地「靠嚇」，以

退出作要脅，要求政府放寬出入馬
灣的水陸交通比例，又表示需要40
個旅遊車停泊位，否則馬灣公園項
目無法繼續進行。
在西九文化區方面，劉表示，該
項目對政府而言非常重要，當時項
目極具爭議性，政府需要非常小心
評估公眾的意見，而作為西九督導
委員會主席的許仕仁亦提及應該盡
量爭取公眾支持。

許仕仁及督導成員無申報利益
她指，入圍的3個財團所提交的建
議書內包含敏感的財務資料，故評
審建議書的過程必須保密，負責評
審的評審委員會成員皆要填寫利益
申報表，至於西九督導委員會的成
員由於同時是行會成員，故需要遵
守行會的申報制度，據她所知，許
仕仁及所有督導委員會成員皆沒有
申報有利益衝突。
劉供稱，入圍西九項目的新地，

當時的主席郭炳江曾口頭詢問她發

展商是否一開始便要注資30億作為
西九文化設施的營運基金，劉向郭
表示所有問題必須按照程序以書面
形式向政府提交，但劉現已忘記當
日郭是在電話或是在其他場合見面
時向她查詢。劉又指政府以書面形
式回應入圍財團的提問時，會將答
案抄送予全部入圍財團，以達至公
平。 ■記者 杜法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