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OLF穿牆從天降 險壓途人
76歲醫生駕新平治 失控狂撼福士落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杜法

祖）北角天后廟道一住宅大廈昨晨發

生罕見意外，一名七旬醫生擬駕駛其

落地僅一周的平治房車離開停車場時

突失控，新車如狂牛般飆前，猛撼向

一輛停泊在車位上的Golf私家車，並

將其推撞掃毀車場鐵欄及圍牆，直跌

落大廈對下的天后廟道行人路上，幸

多名途人及時走避未被壓中，惟混亂

間仍有一名男途人被碎石擊傷手指須

送院敷治。肇事醫生事後聲稱因不熟

悉新車性能致肇禍，警方正調查真正

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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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為天后廟道37號至39號華園一樓平台停車場，肇
事司機姓馮（76歲），是一名診所醫生。他指座駕剛

在一周前購入，昨晨10時20分，他準備開車往葵涌診所，
但在二樓轉落一樓停車場時，疑仍未熟悉汽車性能，因太
貼彎角不能轉彎，遂將車倒後擬「偷位」再入彎，豈料在
倒車後再加油時，座駕即應聲飆前，直撼向一部私家車車
頭，由於衝擊力巨大，該被撞車輛掃毀車場平台的5米鐵
欄及圍牆，隆然巨響後直墮落大廈對開行人路。

一過路漢被飛彈碎石傷手
事故後，天后廟道行人路及馬路上仍然散落大量石屎
碎，停車場鐵欄變形斷裂，被撞落街的福士Golf車頭嚴重
毀爛，行人路一截欄杆亦被壓在車底。肇事平治車頭毀
爛，氣袋彈出，頭輪及半個車身亦伸出平台懸空，場面驚
險。
當時大廈對開行人路正有多名途人經過，幸及時走避未
被壓中，僅一名姓劉（59歲）男途人被飛彈的碎石擊傷手
指，一度嚇呆坐在路邊，要由保安員扶往安全處，再報警
等候救治。
大批消防員接報趕到，一度要將對開天后廟道上山方向
全線封閉，幸證實意外中僅得劉姓男途人輕傷，他經送院
敷治後已無大礙。肇禍的平治房車司機並無受傷，即場通
過呼氣酒精測試。他事後向警方解釋因不熟悉新車性能致
肇禍。
無辜被撞落街的福士Golf私家車，事發時周姓男車主正
在家中休息，接獲警方通知立即落樓了解，他估計是有人
踩錯油門肇禍，認為純屬交通意外，會交由保險公司跟
進。兩車事後俱由警方拖走調查。

北角天后廟道罕見車禍，司機除指未
熟悉新車性能，又稱新車油門「靈
敏」，一踏油門即突然「係咁飆」致釀
成意外，警方事後已拖走肇事車輛檢
驗。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會長李耀培昨日

指，由於肇事司機駕駛該輛新車時間不長，
估計他可能仍未熟習油門及腳掣的距離感，
在停車場落斜轉彎時，一時誤將油門當腳掣
才釀成意外。
根據運輸署車輛登記資料，肇事平治C200

房車，為 C-Class 中最新的第五代車型
（W05），去年才出廠，首次登記日期為去
年10月，車價約47萬元。據悉該車汽缸容量
為1991c.c.，最大馬力184hp，最大扭力是

30.6kgm，由0加速至100公里需時7.3秒。
李耀培指出，肇事車款為平治入門版，性

能與普通私家車相若，不算難操控，一般有
經驗的人駕駛不算困難，相信意外並非車的
性能「過勁」引致。不過他提醒司機任何時
候都應打醒十二分精神，即使在停車場內也
不應掉以輕心。
類似意外曾於今年1月5日在屯門湖景邨發

生，一名30歲女子駕駛一輛凌志私家車，擬
由停車場4樓駛落下層時失控，撞毀厚約18
厘米的石屎圍牆，連人帶車如炮彈般飛出，
凌空撞中一棵大樹後反彈墮落馬路，四輪朝
天，女司機奇蹟僅受輕傷，無途人或其他車
輛被殃及。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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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治沿斜路飆下（箭嘴示），將福士撞推落街。
鄧偉明 攝

■平治（上）將福士（下）撞落街險殺途人。

「三仔乸……佢哋上，我落……真
係要還神囉。」罕見車禍發生一刻，剛
途經現場和另外三母子與死神擦肩而過
的馮女士，事後猶有餘悸。
她指，當時沿天后廟道落斜準備往維

園晨運，與一名拖兩個男孩的婦人在現場
大廈外擦肩而過，當時樓上突傳來巨響，即
見一輛私家車撞毀鐵欄及圍牆墮在行人路
上。她形容當時「好驚」，與該三母子僅
「差少少」便被壓中，定過神後，已見一名
男途人受傷坐在墮下私家車旁的碎石堆上。
該名逃過大難的劉姓（59歲）男途人僅右

手中指受傷，事後他在醫院表示，當時離家
沿斜路落斜至上址，突聽到一下巨響，即潛
意識地用手護頭及蹲下，回過神後才感到手
腳好痛，抬頭見一輛私家車砸在身邊，劉直
言：「喺正隔籬，再行多一步，我可能講唔
到嘢。」
在停車場目睹整個罕見車禍過程的李先生

指，當時平治房車在車場二樓落斜途中突失
控飆前，司機位側鏡先掃中車道右邊鐵欄，
平治未有減速直衝落下層，猛撞向泊在車位
上的福士私家車，將其推出圍欄墮街。他形
容當時平治「直情係踩住油飆出去」，並發
出引擎高速轉動聲。事後，他與另一人協助
救出平治房車司機時，對方顯得好緊張，似
被「嚇親」，幸並無受傷。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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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葵涌一間酒樓昨晨發
生無良搶劫案，一名年近九旬拐杖婆婆被一中年男
子猛力推跌搶去手袋，頭部更受傷。閉路電視攝下
劫案過程，在網上瘋傳，網民對賊匪的卑劣行為深
惡痛絕，紛斥其「等天收」、「有報應」，更發起
全城緝兇。警方經一日追緝，傍晚在葵涌拘捕該涉
案男子。

酒樓用膳走廊遇劫
現場為葵涌禾葵里2號食肆，昨日上午10時15
分，89歲朱姓婆婆與家人用膳後往洗手間，在走廊
被一男子猛力推入麻雀房兼搶去其手袋，袋內有500
元，食客見狀報警。婆婆墮地頭部受傷送瑪嘉烈
醫院，已經無大礙回家。
警方發佈，涉案賊人年約40歲，身高1.7米，灰白

髮，穿藍長袖衣及灰色褲，帶有一紅色腰包。葵青
警區刑事調查隊二隊跟進追賊。由於事發過程被閉
路電視攝下，片段在網上瘋傳。
根據閉路電視拍攝到的事發經過，婆婆當時背

手袋，慢慢沿走廊向前行，一名長髮及肩、身材魁

梧、身穿藍色長袖衫及運動褲的男子，先在遠處四
處張望，當婆婆走近其身邊時，男子即上前叫停
她，之後突然猛力將她推進一個房間內。未幾便見
到該名男子手持一個斜孭袋，並急步沿走廊離開。
警方經追查，昨日傍晚在石籬二邨拘捕一名50歲姓

陳本地男子扣查，轉交葵青警區重案組二隊跟進。
網民Karl Hoo於昨晚8時許上載一張聲稱是疑犯

的相片到臉書。照片中男子雙手放在背後，外形與
無良賊人相似。該名網民指「搶阿婆手袋既(嘅)賊人
已經拘捕」，又指疑犯住其家附近。
遇劫的朱婆婆與女兒及孫兒同住，每天都到酒樓

飲茶。昨晨家人見婆婆一直未返，以為她走到商
場，其後才知她遇劫。婆婆後腦受傷一度受驚。家
人指婆婆從未遇劫，又批評區內治安越來越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兩部俗稱「狂
牛」的林寶堅尼跑車，昨晨在屯門公路發生首尾
「追撞」意外，兩車分別頭尾損毀，幸未釀成傷
亡。警方正調查肇因。有路過網民拍下意外後照
片，其中追撞前車的黑色林寶堅尼跑車外表損毀
較嚴重，更有網民戲稱：「牛頭不及牛尾硬！」

兩輛林寶堅尼總值近800萬
據資料顯示，涉事兩款林寶堅尼跑車取名

HURACAN及GALLARDO，首次登記車價分別
約440萬元及330萬元，總值近800萬元。其中，
一車車主為公司登記，另一車車主為一名黃姓男
子所登記，涉事兩款跑車均受不少香港及內地富
豪喜愛。

兩司機通過酒精測試
昨晨 7 時許，一輛橙色林寶堅尼跑車
HURACAN，由葉姓男子（61歲）駕駛，沿屯門
公路駛向元朗方向。至西鐵兆康站附近時，葉報
稱因應交通情況慢車，但尾隨由姓黃（45歲）男
子駕駛的黑色林寶堅尼GALLARDO，懷疑收掣

不及追撞前方
跑車車尾。其
中，黃駕駛的
跑車安全氣袋
彈出，車頭嚴
重損毀，葉駕
駛的跑車車尾
亦損毀，兩車
司機報稱未有
受傷，事後均
通過酒精呼氣
測試。

■屯門公路兩輛林寶堅尼頭撞尾。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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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落馬洲新田石湖圍
一處山墳疑遭「摸金校尉」盜墓。昨日一名村民乘清
明節將至往拜祭期間，發現先人山墳被掘開。警員到
場調查後，發現山上另有三個山墳亦遭掘開，有棺材
蓋遭移開棄在一旁。有村民表示，部分祖先山墳有小
量金器陪葬，掘墳者或想發「死人財」。警方已展開
調查，暫列刑事毀壞案跟進。
疑遭「摸金校尉」盜墓的現場為石湖圍內新譚路山

邊，上址共有山墳逾百，按數字劃分成多個區域，主
要安葬米埔村馮姓族人及文氏先人。米埔村黃姓村長
表示，近日村民未發現陌生人出入，他希望警方盡快
破案，以及追查掘墓者動機。
有專營山墳的石匠指，從現場掘開的泥土質地、乾

淨程度等估計，相信山墳上周遭掘開，掘墓者懂得沿
墳墓邊緣掘開，手法純熟，或是內行人所為。
事發於昨晨9時許，一名剛從荷蘭回港的馮姓米埔

村男村民，計劃趁清明節期間拜祭祖先和掃墓。他偕
親友往祖墳掃墓時，卻見祖先墓碑損毀，山墳遭掘
開，遂報警求助。
警員接報到場，在石湖圍山邊殯葬區內巡視，發現

另有三個山墳亦被掘開及破壞，更有棺木蓋遭撬毀棄

在墳旁，遂通知當局找尋遭殃山墳的後人到場助查，
初步點算未有財物報失。案件暫列作刑事毀壞案，交
由邊境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跟進。
首先揭發盜墓事件的馮姓事主透露，約兩年前，附近

已曾發生祖墳被破壞事件，當時其先人墳墓未被破壞，
不料今次卻遭殃。他估計，有村民祖墳可能有小量陪葬
金器，惹起村外人垂涎。馮先生胞弟氣憤說，先人約在
2000年落葬，預計今年8月起骨，豈料遭盜墓者打擾。

「摸金校尉」疑盜墓 石湖圍山墳遭掘

推跌阿婆搶手袋 網緝無良賊速捕

■無良賊在酒樓推跌89歲婆婆搶手袋。 閉路電視截圖
■懷疑推跌阿婆搶手袋的
疑犯。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13名乘
搭香港航空由泰國來港的內地旅客，昨凌
晨在乘機途中報稱不適，部分人更出現嘔
吐及肚瀉症狀，各人落機後即被分流兩間
醫院治理，所幸事後均無礙出院，當中10
人已乘坐航班前往上海。
由於他們在曼谷登機前均曾在當地吃過

海鮮，不排除集體食物中毒，據悉該批不
適旅客均來自同一個旅行團。
香港航空指，昨日凌晨6時許，一班由

泰國曼谷返港的航機（編號HX774）上，
先後共有7男6女乘客報稱身體不適，當
中4人更出現嘔吐及肚瀉症狀。
據悉，他們在上機前曾在當地吃過海鮮，

當飛機抵港後，他們被送往機場的醫療中心
診治及報警，再由航空公司職員陪同分送醫
院診治。至中午前各人已無礙出院，當中10
人繼續乘坐中午的航班前往上海。
機管局回應指，13名不適旅客在機場的醫

療中心診治後，再由救護車轉院，其中5男
2女被送往北大嶼山醫院，另外2男4女則由
航空公司職員陪同送往瑪嘉烈醫院。

泰抵港13滬客食物中毒

■棺木蓋掀開棄在墓旁。

■停車場6米圍欄被掃斷。
鄧偉明 攝

■意外後清潔工忙於清理撞毀的圍
牆碎片。 鄧偉明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