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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華未滿月B 離奇跌出溫箱
房內女士稱未目睹 顱內輕微出血無大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廣華醫院發生嬰兒離奇墮地事件！廣華醫院昨日
公佈，一名不足一個月大的女嬰日前在新生嬰兒特別護理部溫箱內接受觀察期
間，突然從箱內墮地，顱內輕微出血，幸傷勢輕微，頭顱及內臟並無異常，目前
情況穩定。院方表示，非常關注事件，預計 8 周內向醫院管理層提交報告。據了
解，事發病房內並無閉路電視，當時房中只有一名女士在照顧其嬰兒，但她聲稱
看不到事發經過。
一
廣華醫院昨日公佈一宗住院嬰兒墮地受傷事件，
名 14 日大女嬰於上月 26 日因呼吸道疾病到廣華醫

院急症室求診，其間曾轉送兒科深切治療部接受進一步
治療，其後情況好轉，本月 2 日轉回新生嬰兒特別護理
部繼續治療。

護士確定妥善安置女嬰入溫箱
至本月 6 日下午，護士安排該名女嬰在嬰兒溫箱內接
受觀察，在離開有關病室前，確定女嬰妥善安放於嬰兒
溫箱內，當時該病室有一位女士正在照顧其嬰兒。
約 15 分鐘後，該名護士與另一護士在該病室外交更
時，聽到病室內傳出異常聲響及嬰兒哭聲，兩名護士即
時入內查看，發現該女嬰躺卧在地上，嬰兒溫箱的工作
窗亦處於開啟狀態。護士當時曾向病室內的女士查問發

生何事，惟她表示正集中照顧自己的嬰兒，故未目睹事
發經過，只聽到有物件墮地聲響。

頭部頸部背部發現紅印
事發後，醫院立即安排兒科醫生為女嬰進行檢查，在女
嬰頭部、頸部及背部發現紅印。女嬰當時清醒，維生指數
亦正常。醫生隨後為女嬰安排緊急Ｘ光檢查及腦部電腦掃
描，結果顯示女嬰頭顱及內臟並無異常，情況穩定。
醫生在當日下午已通知女嬰父母有關情況，並對事件
表示遺憾，同時安排矯形及創傷科及腦外科醫生作會
診，評估其臨床情況。為安全起見，腦外科醫生於 11
日早上安排女嬰接受磁力共振檢查，結果顯示女嬰顱內
有輕微出血情況，惟經醫生評估後確認女嬰傷勢輕微，
無須介入治療。女嬰現時仍然留醫觀察，情況穩定。

■新生嬰兒特別護理部溫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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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方成立專家小組調查
院方表示，非常關注及重視今次事件，事發後已透過
早期事故通報系統向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呈報事件，醫
院亦會成立跨部門專家小組深入調查，預計 8 周內向醫
院管理層提交報告，並會與女嬰家人保持緊密聯絡跟進
個案，提供所需協助。
據了解，溫箱距離地下 95 厘米，當時嬰兒家屬曾報
警求助。院方在事發後調查，初步發現嬰兒的溫箱沒有

4小時大雨 水淹新界北農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受一股低壓槽影
響，昨凌晨本港廣泛地區傾盆大雨兼雷電交加，天
文台發出長達4個多小時的黃色暴雨警告，其間新界
北錄得逾百毫米雨量，上水燕崗及錦田逢吉鄉均有
農地遭淹浸。錄得超過200毫米雨量的西貢西灣村更
有石橋被洪水沖塌，並發生山泥傾瀉堵路，至少3名
村民及9名露營學生被困求援，當局須出動直升機營

石橋遭沖毀 村民進出無門
在錄得超過200毫米雨量的西貢區更發生多宗山泥
傾瀉事件。西貢西灣路近西灣亭、麥理浩徑近赤徑
一帶的天然山坡先後有山泥傾瀉，致部分路段需要
臨時封閉，出入西灣村的通道遭堵塞，同時間往鹹

雨後驚現大塘虱 村民嫌棄「唔願捉」

■農田水道中雨後出現大塘虱
農田水道中雨後出現大塘虱。
。

村民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新界古洞的燕崗村昨
凌晨遭4小時黃雨蹂躪，但同時又為村民帶來「驚喜」。
村內農田水道雨後出現10多條塘虱魚在泥水中游弋，
其中一條更長達3呎。但村民對該批雨後塘虱毫無興趣，
該村黎記農場的負責人黎成直言，「捉咁大條塘虱來
煮，可謂嘥火水、嘥時間！」他更戲言，若記者有興
趣，可代將大塘虱捉上岸送贈。
燕崗村每逢水浸都發現有大塘虱，黎成透露，過

往曾有村民捉來吃，但近年大家都對隨水而來的大
塘虱缺乏興趣，原因是曾有人捉來烹調，但始終無
法除腥，且肉質非常粗糙，難以入口，自此村民已
不會捉來自大雨後塘虱魚。如果一定要捉來食用，
只能將塘虱魚切成肉片，以粗鹽醃曬製成鹹魚。
無獨有偶，日本人平坂寛，上月曾在網上聲稱，
在上水梧桐河溝渠釣到巨型塘虱，他將該條大塘虱
用多種方法烹調，但始終感到「非常難吃」。

石崗小型機甩轆 「硬着陸」無人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八鄉
石崗機場昨險釀空難。一架小型飛機
昨傍晚在降落跑道時，頭輪起落架突
告折斷，整個飛脫，飛機「硬着
陸」，停在跑道如「叩頭」般前傾吻
地，機尾蹺起，所幸無釀成傷亡。這
是石崗機場近3年內第二宗小型飛機降
落跑道時前輪架折斷事故，民航處與
飛行總會正調查事故原因。
肇事飛機為Cessna152型單引擎定翼
機，機長 7.34 米，最高時速可達 203
公里，製造商是賽斯納。該機登記標
誌為 B-HPA，屬香港飛行總會的訓練
機。消息指，事發時該機由一名男飛
行學員操控進行單人飛行訓練。
昨日下午約 5 時半，飛機在石崗機
場跑道降落時，前起落架輪叉突告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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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連同機輪飛脫，機身頓失平衡
「硬着陸」，機頭磨地，幸最終成功
停下。機師自行離開，並無受傷。大
批消防員其後接報趕抵，證實現場並
無發生火警及無人受傷，經初步了解
後收隊離開。
民航處接報後即派員到現場了解情
況，發言人表示，初步證實肇事飛機
機頭受損，前起落架輪叉折斷，該處
會與香港飛行總會跟進事故原因，並
會採取適當行動。

3年內第二宗斷起落架
這是石崗機場近 3 年內發生的第二
宗飛機降落時前輪架折斷事故。2013
年 9 月 28 日，一架同為賽斯納製造的
172P 型定翼機降落時失事衝出跑道，

■小型飛機降落時失事「硬陸」。
壓毀部分鐵絲網，機上 2 名乘客受輕
傷，飛機前起落架輪叉折斷，機翼、
機尾、螺旋槳和發動機架均損壞。
另外，在2007年7月，一架Cessna152
型飛機在大埔大美督上空出現引擎故障，

有線截圖
須急降船灣淡水湖堤壩，機上的飛行總
會總教練和一名學員並無受傷。2005年
1月，一架同型號訓練機在石崗機場降落
時失事，機頭部分、螺旋槳等受損，駕
機的飛行總會學員並無受傷。

陶瓷品藏冰毒 兩男機場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兩名報稱任職技工的男
子，前日在香港國際機場準備往印尼時，機場海關人員
發現有可疑，經風險評估，遂詳細檢查 2 人行李，結果在
他們寄艙行李內發現一批陶瓷製品，人員詳細檢查，在
陶瓷製品內搜獲共約 2.1 公斤懷疑冰毒，市值約 63 萬港
元，2 人涉案當場被捕，經調查後已落案控以販運危險藥
物罪名，明日在荃灣裁判法院提堂。

搭機往雅加達 寄艙行李搜出

2 名 34 歲及 22 歲被控販運危險藥物的男子，分別報稱
電器技工及汽車技工。2 人於本月 20 日在香港國際機場
準備乘搭航班前往印尼雅加達，但進入禁區期間接受海
關檢查時，關員發現 2 人神情可疑，遂將他們截停調
查，並搜查 2 人的寄艙行李，在行李內發現一批陶瓷製
品，經詳細檢查，在該批陶瓷製品內搜獲共約 2.1 公斤
冰毒，海關人員遂將 2 人拘捕。根據《危險藥物條
例》，販運危險藥物屬嚴重罪行，最高可被判終身監禁
及罰款 500 萬元。

問題，護士離開前亦已鎖緊溫箱。而事發病房內當時並
無閉路電視，房中該名女士的嬰兒與墮地女嬰僅相隔數
個床位，惟她聲稱事發時背着墮地嬰兒，故看不到事發
經過。
據悉，現時女嬰顱內有 3 毫米大的血塊，相信會自行
消退，醫院目前正從多方面調查事件，包括護士有否鎖
緊溫箱，溫箱本身有否問題，以及是否有人抱出嬰兒致
其墮地。

■探員將一名涉案疑犯蒙頭帶署扣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上周油麻地果欄
斬人案有新進展，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
科（俗稱 O 記）憑線報深入調查後，昨日偵騎四
出，先後拘捕 5 名男子，全部涉嫌串謀傷人罪名
被扣查。
警方對果欄斬人案非常重視，案件交由「O
記」接手調查。探員根據線報追查，終鎖定九龍
城馬頭圍道一私人屋苑單位，至昨凌晨 1 時許採
取行動，大批探員掩至目標單位，並破門入屋，
當場拘捕 3 名分別 28 歲姓梁、23 歲姓余、及 22 歲
姓李的涉案男子。行動中探員檢走一批涉案衣
物，警方緝兇行動仍然繼續。
探員其後再根據資料，於昨中午 12時30分及下
午 5 時 45 分，先後在黃大仙及紅磡再拘捕 2 名分別 39 歲姓
趙、及37歲姓練男子。被捕5人同涉串謀傷人被扣查。
斬人血案發生於上周三（18日）晚上 7時許，4名刀手突
闖入油麻地果欄老店「游炎記」逞兇，先後將姓游的少東
（37 歲）、其胞姊（39 歲），及姓蕭（48 歲）姐夫斬傷，
其中少東頸部大動脈險中刀，胞姊手指幾被斬甩，其夫則
額頭中刀受創。兇徒得手後跳回接應的七人車逃去無蹤。

5

人被捕

■直升機降落西灣村空地，接載受困村民及露營學
生離開。
村長供圖

天文台於昨凌晨 1 時 55 分發出黃雨警告，至清晨 6
時15分始取消，其間發出雷暴及新界北水浸警告。當
局在新界北多處地方接獲水浸報告，其中上水燕崗更
水深及腰，逾千畝農田受浸。有村民聲稱農作物被浸
至枯萎，損失數萬元。錦田逢吉鄉有女村民指其逾萬
呎農地受災，種植的矮瓜及粟米等農作物全部報銷，
血本無歸。她投訴有關部門未及時清理附近引水道水
閘堵塞的垃圾，致造成嚴重水浸。
凌晨5時許，青山公路新田段近石湖圍路一段路面
全遭水淹，有專線小巴及私家車「死火」被困，要
勞煩警員協助將車推回路邊。同一時間港島鰂魚涌
康怡花園 L 座對開花槽，一棵約 10 米高大樹倒塌壓
毀路邊一輛七人車，幸無釀成傷亡。

田灣方向的石橋亦被洪水沖塌，結果令進出該村的
兩條通道全部中斷。警方須將西灣路與西貢萬宜路
交界迴旋處封鎖道路，禁止市民接近意外範圍，消
防員恐有人被埋山泥下，一度動用生命探測器搜
索，並設法將路面的山泥移開。
昨晨 8 時許，到西灣村附近露營的 5 名本地及 4 名
南亞裔中學生，與村長及2名村民，同因道路中斷無
法離開，遂報警求助。消防員及警員接報後徒步3公
里前往營救，至早上9時許，飛行服務隊直升機亦奉
召到場，分兩批將共 12 人送往萬宜水庫西壩直升機
坪，再讓他們乘坐其他交通工具離開。
西灣村村長黎恩指，每逢周末或假期，都有不少村
民會從市區返回村內小住，由於前晚開始滂沱大雨，
故返村村民不多，否則會有更多人被困。至於被沖毀
的石橋名「夾馬坑橋」，20多年前建成，為通往鹹田
灣唯一道路，現被洪水沖毀未知何時才能修復。
土木工程拓展署發言人表示，受大雨影響，西灣路
近西灣亭及麥理浩徑近赤徑一帶的天然山坡發生多宗
山泥傾瀉，部分路段需要臨時封閉。相關部門現正緊
急清理，望盡快重開受影響路段。該署呼籲當區市民
保持警覺，如果察覺有山泥傾瀉迹象，應即遠離山坡。
行山人士及當區居民亦應避免前往被山泥堵塞路段。

資料圖片

果欄血案

黃雨西灣村塌泥 直升機急救12人
救，幸無人受傷。

■廣華醫院。

1日3宗疑欠債燒炭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貿易公司東主、一名
工程公司人員及一名麻雀館女職員，疑俱受欠債問題困
擾，同樣選擇以燒炭了結生命，昨日於 14 小時內分別由親
友登門揭發，警方調查後相信3宗事件均無可疑。

貿易東主工程男雀館女職員喪命
一名在荃灣橫龍街49-53號的工業大廈租用單位經營貿易
公司的 57 歲男子，近期疑因生意欠佳致財務出現問題而欠
下大筆債項。昨晨 11 時許公司一名 47 歲職員返抵公司無法
開門，並嗅到異味，遂報警求助，消防破門入內，揭發事
主伏屍公司洗手間內，旁有一盆燒剩炭灰。警方在現場調
查未發現遺書，經聯絡其親人了解，初步相信有人疑受財
困而輕生，事件無可疑，暫列作屍體發現案處理，其遺體
舁送殮房待驗以確定死因。
另一名從事工程工作的 35歲男子，本月 18日離開九龍灣
宏開道工作地點後便一直失去聯絡，至昨日凌晨前，胞姊
到其土瓜灣新山道的租住房間尋找，揭發他已倒斃房內，
現場遺有一個盛有燒剩炭灰的平底鑊，警員接報到場經調
查後，懷疑有人因受欠債問題困擾而輕生，事件無可疑。
此外， 一名在麻雀館工作的高姓47歲女子，疑因欠債無
法清還，近日與家人失去聯絡。至昨午 1 時許，其 54 歲胞
姊到其居住的長沙灣集輝街耀輝大廈訪尋，揭發她已昏迷
床上，房內遺有炭灰。救護員接報到場將女事主送院搶
救，惜終證實不治。警方調查後相信事件無可疑。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熱線：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2 0000
■明愛向晴軒：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熱線：18281
■醫管局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室

製表：記者 杜法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