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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癌漢「七不幸」判死於自然
官信「犧牲」助醫療體制完善 遺孀或向醫局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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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法治
是香港賴以成功的重要基石。特區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昨日強調，法治在
香港社會中有着重要角色，香港基本法
更保障了香港司法獨立，但香港法治在
過去兩三年受到挑戰，其中最大挑戰是
公眾懷疑法律制度，深信不論中央及特
區政府或普通人都認同法治的重要。他
並提到，法官在社會的重要角色，就是
扮演教育者，教育公眾法治社會的重
要，向公眾解釋何謂法治，以確保法治
能夠在香港順暢運作。
在昨日的「大律師公會獎學金頒獎典
禮」上，馬道立致辭時說，法治在香港
社會有着重要的角色，香港基本法更保
障了香港司法獨立，但香港法治在過去
兩三年受到挑戰，其中最大挑戰是公眾
質疑法律制度，「不論中央政府、特區
政府或普通人都認同法治的重要，但社
會上仍然有很多有關法治的討論及挑
戰，律師應該向公眾解釋何謂法治。」
他形容，法官在社會有着重要角色，
就是要扮演一個教育者，教育公眾法治
社會的重要，向公眾解釋何謂法治，以
確保法治能在香港順暢運作。

譚允芝憂政爭累法庭成「磨心」
同場的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形

容，期望內地和香港雙方多了解和溝
通，「由於兩地的政治意識形態、語言
表述各有不同，雙方需要更多了解和溝
通。我深信中央歡迎香港的意見，民眾
不應針對方式而令事件變得更具爭
議。」
不過，她擔心，政治爭議會令法庭變
成「磨心」，「政治事件會對法官及法

庭構成工作壓力，但我相信法官是十分堅定不移
地應用法律，不會受到輿論壓力影響。現時法治
情況令人滿意，法治沒有受損，但必須時刻保持
警醒保護法治，不能隨便讓法治受到威脅。」
譚允芝會後被問到特首梁振英提到司法覆核會

延誤政府工程時稱，司法覆核是一個法治社會重
要的元素，讓市民可以就政府是否用權適當方面
挑戰政府，「司法覆核的制度能夠完善法治，不
應該對此制度感到厭煩。」對於法庭向港大校務
委員會頒佈禁制令，防止再有會議錄音流出，她
坦言，自己對事件沒有全面了解，但相信法院的
判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年輕西非籍男
子涉於今年初在土瓜灣宋皇臺道與木廠街交界後
巷，企圖強姦63歲拾荒老婦，導致老婦頸部、雙
眼及下顎受傷，私處亦有四處損傷。此案昨日於
高院審理，陪審團終以五比一裁定被告企圖強姦
罪成，法官判刑指案發情景令人感到恐懼，事件
令高齡女事主蒙羞，事主事後不敢再返回涉事後
巷，可想而知事件令她身心受創，加上被告毫無
悔意，最終判處他入獄6年。

官斥無悔意 被告聞判「變臉」
報稱任職運輸工人的被告Keita Ali（27歲）昨

日等待判刑期間，神情輕佻更流露出笑容，直至
聞言須服刑6年，臉上表情才變得嚴肅。持有香
港身份證的被告，於2005年由畿內亞移居香港，
在香港接受教育至中四程度，5年前結婚，被告
於2012年至2014年間，曾干犯非禮、普通襲擊
以及盜竊罪行。
法官判刑時指，事主靠領綜援及拾紙皮為生，

是一名脆弱受害者，被告行為令年長事主感到羞
辱，事主自案發後再沒重返事發後巷拾紙皮，證
明事件對她造成極大創傷。法官更批評被告毫無
悔意，又稱雖同意辯方指被告的行徑不尋常，但
精神科醫生證實被告沒有精神問題。
辯方律師求情時強調，本案並非典型的企圖強

姦案，被告意圖並非淫慾事主，而事實上被告於
案發時曾做出一些不尋常的行為及燒紙皮，亦有
證人指被告當時曾尋找其背包，而被告在百佳職
員報警期間沒有逃走，反而「順從地」等候警員
抵達案發現場。律師又指，精神科醫生雖證實被
告沒有精神問題，但被告曾表示有「見鬼」經
驗，而被告妻子因本案已離開他，其父母亦搬到
美國居住，遺留被告一人獨自在港。

27歲西非漢圖姦阿婆囚6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消防處人員經
過一個月調查，昨日下午突擊搜查天水圍屏廈路
一個露天車場破獲非法油站，發現場內有兩個屬
拖缸的大油缸，估計載有逾3萬公升未完稅油
渣，當場拘捕一名40多歲男子。

涉案拖缸將被充公
消防處（危險品課）高級區長張嘉威昨日表

示，該非法加油站經營數個月，在拖缸暗藏油渣
以低於市價售予區內貨車司機。處方將申請把涉
案的拖缸充公及吊銷兩個拖架的危險品牌照，又
指現場並無任何消防安全設備，一旦發生火警十
分危險，危害附近居民。

消防冚「黑油站」檢3萬公升油渣

■消防在非法油站發現兩個拖缸，載有逾3萬公
升未完稅油渣。

案中死者為51歲血癌病人宋海洲，
2011年10月底他在瑪嘉烈醫院出

院，翌日開始發燒，輾轉再返回瑪嘉烈
醫院診治，疑因未及時獲處方抗生素，
最終不治。死因裁判官張天雁昨日指，
儘管醫院做得未夠好，但由於死者生前
已患有嚴重敗血病，死亡率已高，故裁
定死於自然，又指宋海洲的死亡由一連
串不幸的事件導致，更數出七大不幸事
件（見表）。
宋的遺孀劉冬梅年半前因質疑瑪嘉烈
醫院內科病房當值醫生龍嘉欣作假口
供，故暫停死因庭研訊以作調查。事隔
年半，龍醫生早前再到庭作供，指曾見

死者有意識地睜眼，惟劉及任專家證人
的港大血液腫瘤科及骨髓移植講座教授
鄺沃林均否定其說法。

死因庭兩建議改善醫局架構
張官昨日在裁決時指，無從稽考當時

的情況，可能只是個錯誤，故不會作任
何評論，但接納死者當時的眼睛不會有
變化，並提出兩項建議以改善醫管局架
構，首先是全面檢討在化療後中性白血
球缺乏症病人離院時與院方的溝通，以
確保家屬懂得處理突發狀況，其次是建
議公立醫院病房及急症室在面對同類病
人時能自動啟動方案，令病人能在短時

間內接受抗生素治療，以減少不幸事
件。張官最後深切慰問遺屬，感激他們
特意由加拿大回港參與聆訊，更稱宋海
洲的死已不能挽回，但相信他的「犧
牲」不會白費，可以促進一個更完善的
醫療體制。

遺孀失望 指屬人為錯失
宋的遺孀劉冬梅及兒子宋旋聽罷裁決

後在庭外表示失望及遺憾。宋旋指，儘
管父親的病有兩成死亡率，但即有八成
生存率，若裁定父親死於自然，醫管局
根本毋須改善任何措施，因人總須一
死。劉冬梅在憶述與丈夫生前點滴時更

泣不成聲，並對裁決及醫護人員對病人
視而不見的麻木而感到震驚，又批評醫
護人員浪費了治病的黃金時間，剝奪病
人生存權利，將其丈夫推向死亡，實屬
人為錯失。她再次質疑瑪嘉烈醫院醫生
龍嘉欣的誠信，批評她無資格做醫生。
醫管局發言人回覆指，瑪嘉烈醫院在

事後已就工作流程作出了檢討，並實施
改善措施以加強部門、醫生與病人及家
屬的溝通。
同時，伊利沙伯醫院在事件後已在急

症室增設顧問護師及其團隊，以盡早安
排醫生為血癌病人進行檢查及診斷及注
射抗生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患血癌的士

司機宋海洲，4年前疑在瑪嘉烈醫院未獲醫生

及時處方抗生素，其間在急症室內1小時34分

鐘只獲1公升鹽水，被轉送到內科病房半小時

仍未有任何治療，最終不治。案件在死因庭經

多日審訊後，宋昨日被裁定死於自然。死因裁

判官認為事件是由一連串不幸事故導致，並作

出兩項建議以改善醫管局架構，包括全面檢討

在化療後中性白血球缺乏症病人離院時與院方

的溝通，確保家屬懂得處理突發狀況，又相信

死者的「犧牲」不會白費，可促進一個更完善

的醫療體制。不過，宋的遺孀認為丈夫的離世

是人為的，「公道自在人心，人在做天在

看！」她不排除就事件向醫管局索償。

死因裁判官提及
案中七大不幸事件

1. 死者在化療後出現白血球缺乏症仍
獲安排出院

2. 出院前未有接受增加中性白血球的
治療

3. 出院前家屬未有清楚被告知風險及
危機指引

4. 獲批准由伊利沙伯醫院轉至瑪嘉烈
醫院

5. 於瑪嘉烈醫院急症室內1小時34
分鐘只獲1公升鹽水

6. 被轉送到內科病房半小時仍未有任
何治療

7. 瑪嘉烈醫院急症室及病房內並無抗
生素專治白血球缺乏症病人

資料來源：死因庭
製表：記者 杜法祖

■■死者妻子宋太死者妻子宋太（（左左））散庭時表散庭時表
示示，，對判決感到遺憾及震驚對判決感到遺憾及震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一輛車價約50萬元的七人車，昨日
下午駛經柴灣杏花邨時突冒煙起
火。司機與女傭慌忙棄車逃生，詎
料車門疑因電子系統失靈一度無法
開啟，幸在危急關頭兩人終成功開
門跳車，未致雙雙葬身火海，惟七
人車付諸一炬燒成廢鐵，並波及停
泊路邊兩輛私家車，混亂間司機手
部輕傷。有專家指，即使汽車中央
控制鎖失靈，仍可手動按下門掣將
鎖打開，估計事主只是一時緊張不
懂反應。
肇事豐田Alphard七人車配有電
動趟門。據車主妻子表示，該車買
入約一年半，購有全保，不知何故
會突然起火，幸未損及人命，她已
將事件通知丈夫處理。
現場為柴灣盛泰道100號杏花邨
50座對開避車處。昨日下午約12
時40分，56歲姓黃男子駕駛肇事
七人車，載同一名外籍女傭駛經避
車處前約20米時，突察覺車身不尋
常劇烈震動且行車不順，懷疑出現
故障，立即將車停在避車處對開路
邊。此時，車廂冷氣出風口已噴出
大量濃煙。黃心知不妙，即呼叫女
傭一同棄車逃生。
現場消息稱，當司機與女傭圖打
開車門時，始察覺車門疑因電子系

統失靈無法開啟，危急關頭幸黃成
功打開車門下車，並大力從外拉開
電動趟門，將被困女傭救出。此
時，七人車車頭及車廂已着火，全
車瞬間陷入火海，並發出多下爆炸
聲。
由於火勢猛烈，停泊在避車處的

兩輛私家車亦遭波及，其中一輛亦
同陷火海，一時烈焰沖天。消防員
趕至開喉灌救，約20分鐘後將火救
熄，惟肇事七人車已被燒剩車殼。
至於被波及的兩輛私家車，其中一
輛亦嚴重燒毀。肇事七人車司機手
部輕傷，經救護員敷治後拒絕送
院。消防員初步不排除是車輛機件
故障致起火，火警無可疑。七人車
車主妻子聞訊趕赴現場了解，

專家：可改「手動」開車門
對於肇事七人車出現疑似電子系

統失靈，致反鎖無法開門，香港汽
車工業學會會長李耀培指出，在一
般情況下，即使中央控制鎖
（central lock）失靈，仍可改用手
動按下門上的掣，將鎖打開；即使
在極端情況下未能從車內開門，亦
可開窗或甚至打破玻璃，伸手從外
開門逃生，故無法開門的可能性不
高，他估計當時司機及乘客只是過
度緊張而已。

七人車自焚反鎖 司機救女傭脫險

▲柴灣盛泰道行駛
中着火的七人車陷
入火海，並波及停
在避車處兩輛私家
車。 網上圖片

▶消防員向遭大火波
及的私家車射水降
溫。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杜法祖）一隻白色
安哥拉長毛貓，昨凌晨
被發現在黃大仙橫頭磡
邨宏偉樓一樓石屎簷篷
上受傷，愛護動物協會
應警方通知到場協助救
貓，初步相信該貓意外
從高處墮下，正設法聯
絡貓主認領。
現場為橫頭磡邨宏偉
樓。昨凌晨1時許，大
廈一樓傳出貓隻悲鳴
聲，有住客發現一隻白
色長毛貓被困在石屎簷
篷上，懷疑由高處墮下受傷，遂致
電報警。警員到場後，再聯絡相關
機構派員到場處理。
其後，愛護動物協會人員接報到
場，獲一樓單位住戶協助入屋，走
出簷篷成功以網將貓救走。初步檢
查發覺該隻白貓鼻子受傷流血，相
信是意外從高處墮下，不涉被虐畜
成分。由於尚未聯絡到貓主，愛協
人員事後將貓帶走，交由獸醫治
理。
愛護動物協會發言人表示，該隻
白貓為成年雄性安哥拉貓，已閹

割，沒有晶片，獸醫初步檢查發覺
牠沒有骨折，正接受觀察。
發言人又稱，愛協人員曾向大廈

管理員查詢貓主身份，但沒有任何
資料，故呼籲貓主如發現愛貓失
蹤，可與愛協聯絡領回。
安哥拉貓是最古老的長毛貓品種

之一，起源早自16世紀，以土耳其
首都命名，性格溫和，活潑、好
動，自引進歐洲地區後，其高貴姿
態便深受歡迎，成為名貴的品種。
安哥拉貓於1963年才引進美國，旋
即風靡全美。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杜法祖）一輛運
送麵包客貨車，昨晨
沿粉錦公路駛至蓮塘
附近時，疑失控越線
與一輛中型貨車迎頭
相撞，客貨車司機身
體多處受傷被困車
內，須消防員救出送
院，經搶救後情況嚴
重，中型貨車司機則
沒有受傷。受意外影
響，粉錦公路來回行
車線封閉約個多小
時，交通擠塞，警方
調查意外原因。
重傷客貨車司機姓周（44歲），被救出時
頭、胸及雙腳受傷。據周妻在醫院稱，丈夫
任職司機多年，約5年前才自購肇事客貨車榮
升車主經營送貨，他幾乎每日都會駕車駛經
事發地點，對路段相當熟悉，不明白為何發
生意外。

貨車司機「唸經」盼對方煞車
至於意外中沒受傷的貨車司機姓謝（52歲），

聲稱撞車一刻心中暗叫不好，立即煞車，頻唸：
「阿彌陀佛，希望佢停車……」但客貨車仍狂撼
其車頭。謝續稱，自己駕車30年首遇意外，嘆

道：「佢煞唔停，無辦法啦。」
事發昨晨10時許，周駕客貨車運送一批麵

包，沿粉錦公路往八鄉方向行駛，謝則駕駛
中型貨車載運一批電子零件向上水行駛，當
兩車駛至蓮塘附近時，正落斜的客貨車突失
控越線，猛撼向中型貨車車頭。
現場消息稱，失事後客貨車車頭損毀嚴

重，司機受傷被困但仍清醒，中型貨車司機
落車即上前慰問「兄弟有冇事！」消防員接
報到場，用工具撬開客貨車車頭將周救出送
院。受車禍影響，現場來回行車線一度全
封，至中午現場清理完畢後始重開。

麵包車疑越線撼中型貨車安哥拉長毛貓墮樓困簷篷

■在橫頭磡邨墮樓受傷被困簷篷的安哥拉貓。
■粉錦公路運送麵包客貨車與中型貨車相撞現場。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