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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儀麵店煲燶湯閉門失火
閘隙冒大量濃煙 消防破門撲熄無人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保安員涉於上月打劫
位於牛頭角的永隆銀行，他當時向櫃枱職員遞上一張
寫有「快啲啦！俾三萬蚊我！」的字條企圖打劫，職
員見狀暗中按下警鐘，保安員發覺即逃離現場，至本
月4日終落網。昨日被帶上東區裁判法院應訊，被控
以一項企圖打劫罪。
控罪指，保安員麥超然（56歲）於上月21日在牛頭
角339號興達大廈地下，企圖搶劫永隆銀行。他暫時
毋須答辯，案件押後至2月3日等候法律意見及調查再
訊。他以需要處理財務問題，及要回鄉照顧同居女友
為由，申請以3萬元保釋外出，惟裁判官以案情嚴重
為由拒絕，並將之還柙候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台灣著名電影《新魯
冰花》製片人何瑞達，兩年前在香港遇上交通意外身
亡，何的遺產執行人林秀憶日前入稟高等法院，控告
肇事的士司機並要求賠償。

乘的士赴機場遇難 司機重傷
2012年1月11日，何瑞達乘的士前赴赤鱲角機場，
惟的士在東涌北大嶼山公路失事，撞上消防緊急通道
工字鐵閘門，車頭全損，何因此喪命，而肇事的士司
機蘇月嫦亦身受重傷，手腳骨折需即時做手術，情況
一度危殆。
何的遺產執行人林秀憶日前入稟高等法院，控告蘇

月嫦當日在東涌北大嶼山公路疏忽駕駛致意外發生，
要求對方賠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海洋公園海洋摩天塔昨
日傍晚發生訊號故障，在離地約65米停止運作，一度
有7名乘客被困，摩天塔要暫時關閉，待完成全面測
試和檢查後才重新開放。
海洋公園發言人表示，事發在下午6時47分，高峰

樂園內的海洋摩天塔因安全系統啟動，在離地約65米
時停止運作，公園按照安全程序，帶領當時在塔上的7
名乘客，由內置樓梯離開，他們到8時09分全部返回
地面，無人受傷。
經過初步檢查，發現海洋摩天塔因訊號故障問題導

致安全系統啓動，即時停止運作。摩天塔已暫時關
閉，待完成全面測試和檢查後才重新開放。海洋公園
已就事件通知機電工程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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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將軍澳富
寧花園發生墮樓輕生事件。一名婦人3年前
誕下幼女後患上產後抑鬱，禍不單行因不慎
意外跌傷，屢醫不果，至今傷患處仍不時隱
隱作痛，她疑因難抵長期傷患纏身，昨日下
午在寓所乘家人全部外出之際，攀窗墮樓身
亡，警方經調查相信事件無可疑。
疑因傷患纏身厭世女子姓林、32歲，已

婚，育有一對3歲及5歲子女，一家同住寶
寧路富寧花園第六座一單位。據悉，林婦本
來一向健康，但約3年前誕下幼女後，即患
上抑鬱症，須定期覆診。其間又因一次意外
不慎跌倒受傷，但治癒後卻仍不時感到周身
骨痛，又因受抑鬱症影響，終日感到痛不欲
生，不時向丈夫透露輕生念頭，家人曾作勸
慰，但仍難解婦人心結。

趁親人外出藉詞留家
昨日，其家人應約與親友外出，但林婦藉

詞不適，獨留家中。至中午約12時，大廈
地下突傳來墮物巨響，55歲大廈保安員聞聲
走出查看，於第六座對開空地赫見林婦已倒
臥血泊，懷疑她由高處墮下，立即報案，救
護員趕到將其急送醫院搶救，惟仍終告不
治。事後其家人接獲通知，舉家趕往醫院，
惜已無法見其最後一面，各人均傷心不已。
警方經調查後獲知林婦患有抑鬱病，又因

意外跌傷而長期不適，初步不排除有人因而
厭世，案件並無可疑。

現場為大角咀埃華街118號大英樓地下一間名為「麵麵
店」的車仔麵店。據悉，電台名DJ「小儀」早年與友

人入股投資佐敦一間主打懷舊車仔麵的「麵麵店」大收旺
場後，約半年前再於上址開設分店。
現場所見，分店外觀完全不似車仔麵店，因採用黑色磚

牆、Bar枱木椅的型格裝修，不少路人經過均誤以為是酒吧
Pub的食肆，至於食物則跟總店大同小異，自選50款懷舊
特色配料，另有小食如醉酒雞翼尖及炸蝦餅等。

疑有人臨走忘熄爐
昨日凌晨兩時許，上址麵店已打烊，緊閉的鐵閘空隙處

突然冒出大量濃煙，並夾雜着濃烈燒焦味，大廈保安員發
現立即報警。消防員到場動用1條喉及兩隊煙帽隊迅速破門
進入灌救，約14分鐘後將火救熄，惟店舖部分已被熏黑，
經調查相信是有人在廚房用一個電子爐煲湯，懷疑有人臨
走時忘記熄火，終因煲燶湯而引起火警，所幸未釀成巨
災，事件中無人受傷，大廈住客亦毋須疏散。

損毀微可如常營業
發生火警後，該店員工昨晨返回店舖善後，據職員向記

者表示，他們每日都自行熬製豬骨湯，估計前晚員工收工
時疑忘記熄火，致煲燶湯引起火警，所幸店舖無甚損毀，
仍可如常營業；至於老闆之一的「小儀」亦已知悉事件，
但她平日一般甚少落舖，故此不知道她稍後會否到店舖了
解情況。
原名阮佩儀，又名阮小儀的「小儀」(Kitty Yuen)，是電
台名DJ、電視節目主持及演員。據悉「麵麵店」是「小
儀」涉足飲食界的踏腳石，1998年在佐敦白加士街開業的
「麵麵店」，因主打懷舊車仔麵，吸引「小儀」經常光
顧，至2011年年底，她與友人正式入股，將店舖搞得有聲
有色。今年6月，她再於大角咀現址開設分店，當日王祖藍
及阮兆祥等均有致送花籃，著名堪輿學家蘇民峰亦有到場
祝賀，由於分店裝修別具一格，完全不似傳統的車仔麵
店，故又被冠以新派車仔麵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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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加篷排檔「叩頭」傷女途人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台電影人車禍亡 遺屬控司機索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旺角廣東道發生整
個排檔倒塌的罕見事故，一個用金屬製造，高逾6呎
的排檔，昨下午突「叩頭」式整個翻倒，所幸當時女
檔主剛好離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但仍有一名女途
人因走避不及被割傷手指，由於肇事排檔早前曾因路
面工程而移位，檔主不排除重置排檔時因擺放不穩而
出事。惟現場所見，排檔頂部加置巨型的遮風擋雨簷
篷，不排除因此而變成「風兜」，遇着強風而肇禍。

曾做工程吊起 疑重擺不穩
現場為廣東道1087號對開一個專賣女性內衣的排
檔，現場所見該個排檔高約6呎，長約5呎，寬約兩
呎，惟頂部卻用防火板及膠片等搭有伸出排檔對開路
中逾6呎的簷篷，簷篷的最外端更垂有一幅帆布用作
遮擋斜射的陽光，因而出現「頭重尾輕」情況。此
外，其與附近排檔亦略有不同，排檔四邊連底座額外
加裝了工字鐵架，相信是方便吊起移動之用。據女檔
主稱，上址早前曾進行做渠務工程，為讓工程順利進
行，其排檔晚上會被整個吊起移開，至早上才移回原
地繼續做生意，她懷疑排檔被放回原位時，因路面不
平或擺放不穩出事。
昨日下午3時許，排檔如常營業期間，當時未到繁

忙時段，前來光顧客人不多，女檔主遂臨時離開往附
近辦事，詎料不久後排檔突然向路中以「叩頭」式徐

徐翻倒，前緣伸出的簷篷猛撞地下，適時剛好有一名
女途人經過，她慌忙走避，惟仍被部分簷篷碎片割傷
左手手指，女檔主則避過一劫。
發生意外後，警員及消防員接報迅速趕抵，證實僅
得一名女途人輕傷，無人被困，遂安排救護車先將女
傷者送往醫院敷治。現場所見，排檔對開路中仍鋪有

數塊鑄有WSD（水務署）英文字樣的鐵板。據悉，1
個月前水務署的確曾在上址進行工程，但有關工程已
基本經完成，並在一周前為女檔主重置排檔，其間一
直相安無事，當局不排除排檔擺放不穩，或因頂部加
置的伸出式簷篷致出現頭重腳輕情況，加上大風颳起
而釀成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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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油麻地一個劏房單位昨清晨發生
驚險火警。單位改建作廚房的露
台，其中一個煮食用電爐疑因短
路漏電又引起火警，其中一房的
法國籍男租客發覺一度撲火，終
因吸入濃煙不適急退，僅穿「孖
煙囪」內褲逃生，另一房間女住
客因濃煙封路，只能冒險爬窗危
站簷篷待救，驚險萬分，幸最後
由趕至的消防員救下，她與法籍
漢送院治理後均無大礙。其餘大
廈約40名住客則自行疏散，消防
稍後將火救熄，初步相信火警無
可疑。
火警現場為油麻地德成街1號至
5號康源閣1樓一個分間成兩個房
間的單位，據知，兩房分別由22
歲法國籍青年，及32歲何姓女子
租住，其中單位露台改建成廚
房，由租住房客共用。

睡夢中被燒焦味嗆醒
事發於昨清晨接近6時，法漢在
睡夢中首先被燒焦味嗆醒，他僅
穿「孖煙囪」內褲走出露台廚房
查看，發現是個煮食用電爐冒煙
起火，並已燃着附近雜物，他立
即企圖撲救，但因濃煙大作，他
吸入不適，惟有拍門通知鄰房走
火，並自行跑落樓逃生。
何女被拍門聲炒醒，開門卻只

見大量濃煙湧進，她惟有關上房門，由房間
窗戶爬出外牆簷篷危站，大叫救命求助。
消防接報趕至，立即升梯將被困簷篷的何
女救下，她與首先逃生的法籍漢均因吸入濃
煙不適獲送院，尚幸治理後均已無礙。同時
間，消防又協助疏散大廈約40名居民，部分
消防員則拖喉進入火場單位灌救，未幾即將
火救熄，經調查後懷疑是露台一個煮食用電
爐因電線短路而引發火警，相信無可疑。

遇浪傾側 貨船14櫃墮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葵涌貨櫃碼頭發生大批貨櫃
意外墮海事件，一艘內地貨船在
裝卸貨櫃期間，疑突遇上強風大
浪，船身搖擺不定，加上貨櫃箱
擺放位置不平均，導致船身突然
出現嚴重傾側，船上共14個40
呎長貨櫃頓失平衡跌入海中，部
分更沉入海底，所幸墮海貨櫃內
並不涉及危險品，惟受事件影
響，附近海面需臨時封閉，待安
排打撈清理。
現場為葵涌4號貨櫃碼頭對開
岸邊，昨晨9時時，一艘約160
呎長的內地貨船在一艘躉船旁裝
卸貨櫃期間，船身疑因大浪過度
搖擺，及船上貨櫃箱擺放位置不
平均，突然出現嚴重傾側，一批
40呎長的貨櫃，頓如骨牌般相

繼墮入海中，並在海面載浮載
沉，隨浪漂浮，部分入水後更沉
入海底，工友見狀立即通知碼頭
公司及報警。

僅載廢料無化學品
未幾，水警輪、消防輪以及
海事處船隻到場，證實共有14
個貨櫃墮海，意外事故中幸無
人受傷，落海貨櫃亦未有漂出
碼頭以外航道，但為免殃及其
他船隻，仍需臨時將附近海面
封閉，其後證實各貨櫃內僅載
有廢紙及廢膠等廢料，並沒有
化學品，相信未有污染環境，
亦無即時危險，消防輪遂先行
收隊離開，交由海事處繼續調
查肇因，及交由碼頭工人打撈
清理墮海貨櫃。

途人校外倒瀉漆惹追債疑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小西灣福建中學揭發刑

事毀壞追債疑雲。學校閘門及外圍昨晨被被發現出現多處
黑色油漆，更遺有一張紙條，事件一度懷疑涉及追債糾
紛，惟事後經警方調查，相信事件純屬誤會，初步不排除
只是途人不小心倒瀉油漆而已。
現場為富怡道福建中學，昨晨8時許，該校一名黃姓(32

歲)男職員發現校舍的閘門、外牆及附近路邊等，均出現來歷
不明的黑色油漆；另在大閘上更發現一張懷疑寫有人名字

條，懷疑事件涉及潑淋油漆恐嚇及追債，於是報警求助。
警員到場立即封鎖現場調查，其間更一度懷疑有人針對

該學校一名老師作出恐嚇追債，將事件列作刑事毀壞案跟
進。但隨後校方證實該校並沒有字條所指人士，不排除有
人摸錯地方追錯債，故此不打算追究，隨後安排人員進行
清理。至於警方其後經進一步調查，更不排除大閘與地上
的油漬只是早前有途人意外打翻油漆所致，相信事件不涉
及刑事成分，改列作雜項事件處理。

南亞童攝車罅挨撞擦傷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土
瓜灣街頭昨日發生驚險交通意外。
一名年僅4歲的南亞裔女童，昨晨隨
母外出擬橫過馬路時疑一時心急，
突由路邊車罅間衝出，當場被一輛
私家車撞倒，所幸女童僅嘴角擦
傷，大難不死，事後由嚇得花容失
色的母親陪同送院檢查。
現場為土瓜灣麟祥街20號對開。
大難不死的4歲南亞裔女童，送院時
須由母親緊抱懷中安撫，嘴角則有
明顯傷痕。
昨日上午11時50分，女童隨母親

及另外兩名小童，步經上址對
開準備橫過馬路時，疑女童心
急，突掙脫母親手，由路邊車

罅間衝出馬路，適時一輛私家車駛
至，何姓（24歲）司機見狀，立即
煞車及扭軚，惟私家車餘勢未了，
車身仍將女童撞跌地上。
司機其後落車察看，證實哇哇大

叫的女童僅嘴角擦傷，同行的女童
母親見狀，一度嚇得花容失色，不
知所措，隨後由其他途人協助報
警。未幾，警員及救護員奉召到
場，迅速安排女童由母親抱上救護
車檢查，並安排送院，由於另外兩
名小童無人照顧，最終需隨同前往
伊利沙伯醫院。

▶ 遭 車
撞 傷 嘴
角 的 南
亞 裔 女
童 ， 由
母 親 抱
着 送 院
敷 治 ，
身旁2童
亦 同 行
緊隨。

■在海中浮沉的貨櫃箱幸未漂出航道外。
網上圖片

◀翻倒的排檔前緣加置有伸出的簷篷。 劉友光 攝

▲排檔四周加裝了藍色的工字鐵，相信用作方便吊
起搬移。 劉友光 攝

■小儀車仔麵店閉門失火，幸消防及時救熄，昨日仍能如常營業。

遞箋劫銀行保安申保釋被拒

海園摩天塔故障困7乘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