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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警方繼續打擊濫收車
資「黑的」司機。中區交通部昨凌晨1時許，派出兩
名男女警員喬裝情侶「放蛇」，在蘭桂坊截乘一輛的
士，要求前往銅鑼灣歌頓道一間時鐘酒店，的士司機
開價150元，當時的士冚旗沒有落錶，當抵達目的地
時，兩名警員即表露身份，以涉嫌濫收車資將該名58
歲的士司機拘捕。
警方調查時又發現涉案的士的咪錶有電線連接油

門，懷疑有人將車改裝，以干擾咪錶圖利，事後將的
士拖走扣留作進一步檢驗。

中環至銅鑼灣收150
警「放蛇」拘「黑的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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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走正路「綑邊」要求高
有資深行山者指出，「綑邊」即是有正規

的郊野公園家樂徑不走，沿海岸線石灘而
行，所行路線在地圖上無標示，能否通行亦
不知，有時遇上巨石、懸崖，要一鼓作氣徒

手攀爬，當實在太危險時只能原路折回，有時潮漲
淹石更要落海涉水而過，形容這項野外活動「重口
味」。
「綑邊」可分兩種，一是盡可能沿海岸邊行走，
若遇上斷崖擋路則需翻上崖頂再下降回岸邊繼續前

進，此方式毋須濕身但所需時間較長，亦未能盡賞
海岸容貌。
其次是「絕對綑邊」，即緊貼海岸線行進，若遇
上斷崖擋路則躍進海中游到彼岸登陸繼續前進。但
以此方式「綑邊」需要泳術極佳反應快捷，體魄強
健，膽大心細，敢於冒險且有勇有謀方可完成。皆
因此方式己混合了遠足及游泳兩種運動，故對個人
體能及臨場的判斷要求均高。
「綑邊」活動歷史悠久，熱門「綑邊」地點路線數

之不盡，只要有大範圍礁石區的地點，都會有人挑
戰，西貢、東坪洲、蒲台島、東龍島均是熱門地點。
攀山專家鍾建民表示，自己亦試過玩「綑

邊」，感覺相當刺激，尤其天熱時行到一身汗，
跳落海中確可涼透心。但「綑邊」對身手靈敏度
及體能要求極高，未必人人適合，呼籲市民參與
前要三思。
鍾又提醒市民，探遊非正式遠足路線或景點

前，必須評估個人能力；如有懷疑應考慮取消活
動，否則在荒郊野嶺遇上嚴重意外，出動專業拯
救隊伍亦難以救援；即使由「老手」帶隊，有時
亦難以兼顧所有隊員。 ■記者 杜法祖

行山玩「綑邊」女師遭浪噬溺斃
手機無訊號 同伴舞「紅旗」驚動航經船家報警

臥底神探蒐證 破黑幫3「武庫」拘33人

幼園名校遇竊 賓館被盜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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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將軍澳寶盈花園一名
36歲家庭主婦，近日因女兒患流感入院，連日疲於奔
命與丈夫「接力」到醫院照顧女兒，連自己亦挨病，
疑心力交瘁下，昨凌晨她在丈夫到醫院「接更」後回
家休息期間，突反鎖洗手間開窗跳樓跌落天井身亡，
留下遺書透露活得不開心。
女死者姓馬、36歲，與任職會計工作的丈夫、女
兒、家翁及家姑，一家5口同住寶盈花園第六座8樓一
單位。據悉，馬的6歲女兒早前患上感冒，日前因情
況嚴重需在將軍澳醫院留醫，連日來馬與丈夫須輪流
到醫院照顧女兒。
現場消息稱，昨日午夜零時許，馬在丈夫到醫院
「接更」之後回家休息。至昨凌晨4時39分，大廈天
井平台突傳出墮物巨響，55歲姓蔡保安員接獲低層住
客通知前往調查，赫然發現一名女子墮樓跌落天井，
馬上報警。消防員到場進入天井將女事主抬下，但被
救護員證實已明顯死亡，毋須送院。

遺書稱活得不開心
警方其後證實女死者是家住8樓的馬婦，進入其住
所調查時檢獲遺書，內容大意透露因生活問題不開
心。警員懷疑馬由家中洗手間打開窗門跳下天井身
亡，事件無可疑，列作「有人從高處墮下」處理，死
因有待驗屍確定。
據馬的家翁表示，昨午夜零時許，媳婦在丈夫到醫

院「接更」後回家休息。至凌晨4時許發現她不知所
終，廁所門反鎖，撬門入內見廁所窗打開，媳婦卻不
知所終，已即時聯絡在醫院的兒子趕回家了解情況，
料不到媳婦已墮樓喪命。
馬與夫只育有一名女兒，乖巧聰明，過去並無大

病，但近日因患上感冒須入院留醫。死者家翁昨日哽
咽道：「孫女病咗兩三日，佢（媳婦）瞓唔着，佢又
病，都病咗兩三日……佢好愛個女。」馬的家姑亦傷
心地表示，馬婦自殺前並無任何預兆「都唔知點同佢
個女講」。

照顧住院女身心疲
病母「睇唔開」跳樓死

樂極生悲女死者姓劉（45歲)，現場消息稱她是普通話導
師，與已成年兒子同住。事發後，其子由兩女一男親友陪

同趕到柴灣東區醫院，在警方安排下認屍後神情悲痛。姓石兒
子稱其母有工作，數年前起在網上結識山友，經常相約一起行
山、遠足及攀石，但他不認識其母同行山友。石並謂其母昨晨
離家外出時，有講過去西貢燕子岩行山，但他不清楚燕子岩所
在及危險程度，料不到在下午便接獲母親遇事消息。

水警救起 飛服隊送院
燕子岩位於西貢東郊野公園近大浪西灣，據悉劉與另外3
名男女山友相約昨日到燕子岩附近一帶海邊進行「綑邊」活
動。至下午2時許，一行4人行經燕子岩對開岸邊時，劉突被
一個大浪捲出海，由於當時吹猛烈東風、同伴難以落水相
救，而手提電話亦無訊號，情急智生下，3人取出紅色衣物
當作旗幟，向途經船隻揮動求救。有在附近拋錨讓釣魚人士
垂釣的船家遙見「紅旗」揮舞，將船駛近始發覺有人墮海，
馬上代為報警。
水警輪接報趕至，立即將該名墮海婦人救上水警輪，惟她當
時已陷昏迷。由於情況危急，政府飛行服務隊派出直升機到場
將女事主救起，並由機上「飛行醫生」沿途施以心肺復甦法急
救。直升機於下午接近4時飛抵東區醫院，惟事主延至下午4時
35分被證實不治。
燕子岩過往亦曾發生釣魚客墮海失蹤意外，2002年8月14

日，5名凌晨包艇到燕子岩摸黑磯釣的釣魚郎，在回程時發現其
中一人失蹤，由於岸上發現失蹤者的物品，懷疑他失足墮海。
警方接報後展開海空搜索，至入黑仍未有發現失蹤者，由於當
日海面風浪大，加上事主沒有穿上救生衣，料已凶多吉少。摸
黑磯釣失蹤男子姓嚴43歲，已婚，為釣魚發燒友，經常約同三
五知己，到偏僻的島嶼及崖岸邊進行磯釣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杜法祖 ) 一名普通話女導師

昨趁假日偕友到西貢遠足，在著名的海蝕洞燕子岩

沿海岸「綑邊」而行時樂極生悲，疑遭大浪捲出海

遇溺，同伴欲救無從，手機亦無訊號，情急之下揮

動「紅旗」求救，驚動航經的船家報警。水警輪到

場將女教師救起，惟已遇溺昏迷，飛行服務隊直升

機將其送院時，沿途由「飛行醫生」進行心外壓施

救，惟抵院終告不治，警方初步調查無可疑。

跳上床玩出禍 日柴犬墮樓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燕子岩位於西貢「三尖之
一」的睇魚岩頂東北角，是本
港西貢半島介乎大浪灣與長岩
灣之間無數海蝕洞穴中最負盛
名的一個。燕子岩洞口高逾30
公尺，闊約10公尺，是一個極
深的海蝕洞，向內伸延之洞道
深達30米，兩岸俱為石崖、十
分整齊，可乘小艇沿形如河道
的水面入洞探究，到達洞的末
端登岸後為石灘，由於洞道深
長，洞內光線較黑暗。
據西貢一帶船家表示，燕子

岩崖底有不少岩洞，故吸引大
量魚群，成為磯釣勝地，但由
於地處偏僻，故前往釣魚人士
並不太多。燕子岩附近海面常
見之魚種有白飯、斑類及火點
等等。但是燕子岩海面浪大暗
湧多，不適宜游泳；如遇西南
風會更為大浪。不過近年有不
少行山發燒友會到大浪西灣及
燕子岩一帶玩「綑邊」遠足。
有資深潛水愛好者稱，燕子

岩對開海底多年前有一艘運載
水泥的英國船隻沉沒，因而亦
成為潛水探險熱點。

▶「行、爬、
游」並重的「綑
邊」遊，是近年
頗為流行的遠足
活動。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警方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俗稱「O
記」）展開代號「高峰」反黑行動，派
出臥底神探潛入黑幫蒐證後，一連兩日
聯同各警區及機動部隊逾百警力，搜查
港九新界多處地點，搗破兩個活躍新界
北的黑幫，共拘捕33人包括多名黑幫骨
幹，又起出3個黑幫武器庫，其中在元
朗兩間具黑幫背景的酒吧拘捕多名未成

年少男女。警方稱行動仍在繼續，不排
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兩日搜逾60地 帶走15未成年人
「O記」警司陳惠明表示，警方早前

展開代號「高峰」行動，派出卧底探員
滲入兩個活躍新界北的黑幫搜集情報，
至近期時機成熟，由前日（24日）開
始，一連兩日搜查區內60多處地點，共

拘捕31男2女，年齡18歲至51歲，當
中包括黑幫的骨幹成員。
其中警員搜查元朗建業街及大陂頭徑

兩間具黑幫背景的酒吧時，帶走15名未
成年人士，包括3男12女，年齡15歲至
17 歲，經警告後已通知他們的父母接
回。
被捕33人涉及多項罪名，包括身為或
自稱三合會會員、邀請他人加入三合

會、非法集會、串謀行劫、串謀販毒、
襲警毆打、無牌賣酒及藏有攻擊性武
器。行動中又起出3個武器庫，檢獲17
把刀、8支水喉通、6支伸縮警棍、1條
金屬短棒及小量可卡因。
陳惠明稱，警方今次出動「O記」、

毒品調查科、商業罪案調查科、新界北
及西九龍總區探員合共逾100人，再聯
同機動部隊採取拘捕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
法祖）九龍塘一間小學暨幼
稚園昨晨遇竊，職員發現校
門被撬開，辦公室內最少失
去一個載有4,000元現金的
夾萬，警方正翻查現場附近
一帶的閉路電視紀錄，追緝
竊賊歸案。
現場為金巴倫道1號一間
英文小學暨幼稚園，該校為
九龍塘區名校之一。事發昨
晨7時許，該校一名59歲姓朱
職員發現學校閘門鎖被撬毀，
急忙進入校內查看，發現課
室、教職員辦公室、及保安更
亭等均有搜掠痕跡，相信遇竊
於是報警。
警方接報派員到場調查，經

校方初步點算，發現一個載有
4,000元現金的夾萬被掠去，另
估計歹徒逃跑時匆忙間掉下兩
部手提電腦在近後門地上。由
於昨日是假期，校方要等今日
職員返回詳細點算，始能確認

實際損失數字。警方事後翻查
附近一帶閉路電視追緝竊賊。
另外， 尖沙咀柯士甸道一間

賓館本月16日亦遭人爆竊，損
失一個放有文件和匙卡的夾
萬，約值1,000元。油尖警區刑
事調查隊經深入調查，並翻看
閉路電視後，懷疑是一名女租
客所為，上周五(23日)下午約4
時，在油麻地上海街372號對開
拘捕一名25歲姓甘涉案女子，
昨日凌晨探員將其蒙頭押返慈
雲山鳳德邨雪鳳樓寓所搜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隻日本柴
犬昨晨被發現在大咀角一大廈高處墮樓，跌落
街上一部汽車頂再反彈落行人路死亡，警方接
報恐防有虐畜成分，與愛護動物協會人員一起
到場調查，發覺狗主夫婦家中共養有4隻柴
犬，其中一隻疑因頑皮跳上床玩耍時意外越窗
墮樓，事件並無可疑，列作「發現動物屍體」
處理。
現場為大全街32號大貴樓，事發昨上午11

時許，大貴樓對開路面突傳出砰然巨響，有街
坊發現一隻黃白色狗墮樓，先跌落停泊在路旁
一輛私家車車頂，繼而反彈跌落行人路，當場
奄奄一息，於是報警。警員到場發覺墮樓的是
一隻日本柴犬，但已明顯死亡，由於恐防事件
有虐畜成分，乃聯絡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到場協
助調查，其後獲大廈保安員提供資料，相信墮
樓日本柴犬來自大貴樓8樓一單位。

靠床窗未加圍網出意外
現場消息稱，該8樓單位住了一對租客夫

婦，在家中共飼養了4隻日本柴犬，僱有一名
菲傭協助照顧，出事時菲傭剛巧外出，折返時
驚悉主人愛犬墮樓死在樓下，表現激動。
警員其後與愛協人員上樓調查，發覺該單位

屋內還有另外3隻柴犬，初步調查發現室內沒
有防止狗隻跌出窗外的圍網，懷疑該對夫婦飼
養了一年的雄性柴犬頑皮，在外傭外出期間跳
上貼近窗門的床，在床上跳動嬉戲時不慎跌出
窗外墮樓，事件無可疑之處，但已忠告狗主夫
婦為免慘劇重演，建議在窗門加裝圍網。愛護
動物協會其後將柴犬屍體放入膠袋帶走，等候
狗主聯絡如何處理。
外表似唐狗的柴犬，其實是古老的日本犬種

之一，雄性體長38公分至41公分，屬於小型
狗種。柴犬於1936年（日昭和11年）12月16
日，被指定為日本的天然紀念物（指定6種日
本狗種的其中1種），亦是現存 6種日本狗中
唯一的小型狗。

■外傭認出墮樓柴犬是其僱主愛犬之一。
■九龍塘被爆竊的幼稚園。

■「O記」展示警方在代號「高峰」反罪惡行動中檢獲的攻擊性武器。 ■警方在元朗一酒吧帶走10女1男未成年顧客。

■■死者兒子在醫院認屍後禁不住與女親友抱頭飲泣死者兒子在醫院認屍後禁不住與女親友抱頭飲泣。。

▲與友以俗稱
「綑邊」沿燕子
岩繞遊，不幸墮
海的女子由「飛
行醫生」沿途急
救，最終不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