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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車撼壆「甩頭」司機拋出爆頭
車身橫亘路中 駕駛室飛至數米外 疑打瞌睡肇禍
北嶼公路近年奪命車禍
日期

事件

2013年
07-01

往機場方向近小蠔灣，客貨車疑越線失控與密斗貨車相撞
後，尾隨城巴機場巴士收掣不及狂撼貨車尾，巴士車頭如
罐頭般撕開，車長傷重不治，另37人受傷。

2012年
01-11

55歲台灣電影製片人何瑞達乘的士往機場，途至東通映灣
園第一期對開，的士失控剷上路旁斜台石壆後凌空墮地，
何傷重不治，女的士司機命危。

2009年
08-29

機場地勤公司通宵接載員工旅遊巴，凌晨駛至小蠔灣附近時
失事撞壆翻側，3名員工當場壓斃，另24人受傷。

2008年
06-20

的士駛至近國泰城對開失控，剷上路中草坪後狂撼 4 個路
牌，右邊車身被劏開斷成兩截，司機身亡，男乘客受傷。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北大嶼山公路昨日凌晨
發生奪命車禍，一輛物流公司空載中型貨車沿北嶼公路出
九龍，途至小蠔灣附近突然失控猛撼路壆後解體，車頭駕
駛室撞至脫落，與車身完全分離，懷疑打瞌睡的司機當場
被拋出車外慘死。警方正循多方向調查意外肇因，包括車
速、司機身體及精神狀況、汽車機件有否故障，以及是否
有人未有使用安全帶等。
者布×裕、39 歲，是葵涌一間物流
死公司的僱員，其多名親友接獲通知

趕到醫院聞悉噩耗，均傷心不已，部分
人需由其他人攙扶，亦有人情緒激動相
擁痛哭。

馬路一地血 路過司機報警
肇事中型貨車屬葵涌一間物流公司所
有，為無頂篷式設計，方便運載航空公
司的空運貨櫃或貨板。
現場為北大嶼山公路出九龍方向，時
速限制為 110 公里。
事發昨日凌晨約4時，布駕駛一輛中型
貨車沿北大嶼山公路出九龍，至小蠔灣
對開突然失控，猛撞向左邊路旁石壆，
由於撞擊力異常猛烈，石壆被撞至爆
裂，貨車亦解體，駕駛艙及車身分離，
車身橫亘路面中、慢線，駕駛室則飛至
數米外的快線上。布當場被拋出車外撞
爆頭倒臥路上，遺下大量鮮血怵目驚
心。途經駕駛人士見狀紛紛報警，救護

車趕至將頭部重創昏迷的貨車司機送往
北大嶼山醫院搶救，惜延至凌晨 4 時 49
分終證實返魂乏術不治。

北嶼封路 車龍600米
警方事後封鎖現場調查車禍原因，北
大嶼山公路出九龍行車線一度全封，車
龍長達600米，其後警方開放一條行車線
疏導交通。至昨日清晨 8 時許，出事貨車
被拖走及現場清理後，出九龍方向始 3 線
重開。新界南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已
接手調查，警方呼籲任何人如目睹意外
發生或有任何資料提供，請致電 3661
1300與調查人員聯絡。
時隔僅約 7 小時，至昨日上午 11 時 31
分，北大嶼山公路往九龍方向近大蠔灣
對開又再度發生涉及貨車「自炒」交通
意外，一輛 5.5 噸貨車失事翻側，司機被
困幸沒有受傷，需由消防員到場救出。
受事故影響，現場一段中、慢線需要封
閉，交通大受影響十分擠塞。

飛甩「屋仔」少見 疑欠保養出事

■貨車失控猛撼路壆後解體，車頭駕駛室撞至脫落，與車身完全分離。

■白色的駕
駛室飛脫跌
在快線，司
機（紅圈）
被拋出車外
倒在馬路
上。

「個屋仔（駕駛室）應該好穩陣，連接車身
同屋仔嘅鉸位裝有彈弓，將兩者牢牢扣實……」
肇事貨車在車禍中解體，駕駛室撞至飛脫，有
專家不排除與貨車的保養欠佳有關。
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副主席譚錫輝指出，
貨車駕駛室與車身撞至分離的情況十分罕見，他認為即使車禍中撞
擊力巨大，亦很少會發生類似情況，「可能係零件金屬疲勞，或生
鏽老化，甚至螺絲鬆脫」，他指若貨車經常有維修保養，可以檢查
出有問題的零件並及時更換，並懷疑肇事車輛保養欠佳。
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會長李耀培認為，肇事中型貨車未有載貨致
車身變輕及重心向前傾，他懷疑車禍可能與高速行駛時跣胎有
關。李耀培呼籲中、重型貨車司機當車輛空載時在高速公路上行
駛，宜調低車速 20 公里至 30 公里以策安全。以目前北大嶼山公路
限速110公里為例，他建議空載貨車的時速不宜超過80公里。
英國機械工程師學會院士盧覺強指出，意外中司機被拋出車
外，原因可能是有人沒戴安全帶，又或是安全帶戴得太鬆。他估
計貨車重約 8 噸，如以時速 70 公里撞向石壆，衝擊力可達 30 噸，
一般來說汽車安全帶裝置應可承受逾 1,500 磅的拉力，按理不易出
問題。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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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亞好漢飛身落渠救失戀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元朗市中
心「大明渠」昨日清晨上演一幕「好人好
事」。一名失戀外籍漢疑借酒澆愁後失足
墮下明渠遇溺，巴裔清潔工途經見狀即奮
不顧身落水，成功救回外籍漢一命，事後
更奉上「心靈雞湯」安慰對方：「女人無
咗再搵過囉！生命寶貴呀！」目擊街坊無
不稱讚巴裔清潔工行為英勇。
英勇救人的巴漢 Babar（24 歲）在港
出生，自幼父親離世，他僅有小學程
度，在現場附近任職清潔工。Babar 雖
出身低微，但受宗教熏陶心境平和，待
人處世充滿正能量。據知他已非首次救
人，有次他目睹一宗車禍有人受傷，亦
曾立即協助救護傷者。
事發昨日清晨約 8 時半，一名年約 30 ■救人英雄Babar事後講述救人經過。
餘歲外籍男子，被發現在元朗喜利徑對
開的明渠水中載浮載沉。Babar 上班途 受傷，僅疑因醉酒及曾遇溺而神志迷
中經過，見事主已遇溺昏迷，立即奮不 糊。Babar 待事主稍微清醒便問其墮渠
顧身落水救人，將遇溺男子抱離水深及 原因，對方透露被女友拋棄，Babar 隨
腰的水面，卻發覺無路返回路面，有途 即安慰：「女人無咗咪無咗囉，無咗就
人見狀協助拋下膠椅，讓遇溺男子坐在 再搵過囉！自己寶貴生命，咁樣死咗好
椅上等候救援。
無謂！舊嘅唔去，新嘅唔嚟呀！」
未幾，消防及救護員趕到合力將墮渠
「女人無咗再搵過囉！」
事主救回路面送院治理。警方調查後初
事主及時獲救並無性命危險，只腳部 步相信事主因醉酒意外墮渠，並非存心

葵涌梨木道昨日清晨
發生地下鹹水管爆裂導
致路陷事件，一輛九巴駛至路陷位置時，前輪陷入
地洞被困，幸意外中無人受傷。當局已派員搶修鹹
水管及下陷路面。受事件影響，梨木道3條行車線需
封閉。現場為石蔭商場對開一段梨木道，昨日清晨
近 6 時，上址地底一條直徑約 25 厘米的地下鹹水管
突然爆裂，大量鹹水夾雜沙石湧出路面，造成大幅
馬路下陷，面積約 30 米乘 10 米。一輛九巴 235M 線
雙層巴士當時剛巧落斜駛至，前輪跌落下陷的路面
被困，巴士上三十多名乘客幸未有受傷，但需落車
轉車繼續行程。
■記者 杜法祖

路 陷 困 九 巴

「鼻涕糊仔」餵學童
特殊校涉虐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深水埗廣利道慈恩
學校揭發懷疑有導師將學生鼻涕抹到糊仔中餵食。
有家長見狀向校方投訴後感不滿，並報警求助，警
方暫列作虐兒案展開調查，教育局亦作跟進。
揭發事件的慈恩學校位於深水埗廣利道，是專為
嚴重弱智兒童而設的特殊學校。據悉，作出投訴的
伍女士，其兒子亦為該校學生。5 月 24 日下午 5 時
許，她在校內一課室照顧兒子時，一名男導師正向
一名 10 餘歲男童餵食糊仔，其間她見男童流鼻涕，
遂要求導師先為男童抹乾淨，對方竟將鼻涕刮落
碗，混和糊仔繼續餵食。
伍女士立即向校方及教育局投訢，其後未獲校方
滿意答覆，遂報警處理。警方表示，於本月 8 日接
獲一名姓伍女子報案，指一間位於深水埗區的教學
機構，懷疑有職員不恰當對待一名學生，暫列作虐
兒案，交由刑事偵緝隊跟進，暫未有人被捕。
教育局回應稱已得悉有關事件，並向學校了解情
況。校方已展開調查跟進。由於事件已交警方處
理，教育局暫不宜評論，但會繼續與學校及家長保
持緊密聯繫，以便提供適切支援。

怪漢漫步東廊
擲物扑凹房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東區走廊昨日中
午發生罕見意外。一名怪
漢被發現在銅鑼灣東區走
廊行車線上步行，其間並
涉以硬物掟凹途經私家車
的車身，警方接報到場將
怪漢拘捕，揭發他原來是
內地非法入境者。車身被
掟凹的事主自嘆倒楣，但
表示不會追究對方責任。
■被捕怪漢送院時仍語無
事 發 昨 日 中 午 12 時
倫次。
25 分，一對夫婦駕駛平
治房車沿東區走廊向東行駛，途至興發街對開，赫
然發現有一名「踢拖」男子在高速公路上漫步，當
房車駛近時，男子突然情緒激動向房車拋擲硬物，
令左邊車身近油缸位置出現凹陷。
該名怪漢事後更一度跨過東廊路中分隔行車線的石
壆，轉往西行線逃走。警員接報到場展開追捕，最終
在告士打道近百德新街將涉案者截獲，發現他操普通
話及語無倫次，遂召救護車到場將其送院檢驗。
警方其後在怪漢身上未能發現任何身份證明文
件，最後以涉嫌「非法入境」將其拘捕，而 38 歲姓
蔣女事主向警方表示，不會就事件追究該男子的責
任。案件交東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又有豪宅遇竊
失 90 萬財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島渣甸山昨日午
夜又發生涉及豪宅的爆竊案，區內一老牌豪宅屋苑
有單位遭賊人從外撬開窗戶入屋爆竊，損失總值約
90 萬元財物，灣仔警區刑事調查隊已接手調查，追
緝竊賊歸案。
現場為渣甸山畢拉山道56號至64號的松風臺，由
3 幢 3 層高低密度住宅組成，共有 15 伙，於 1966 年
落成，為區內的老牌豪宅物業。
昨日午夜零時許，屋苑其中一單位的 25 歲女外傭
PAGZ 返家時，發現廚房窗被人撬開，室內有搜掠
痕跡，懷疑被人爆竊，大驚報警。警方到場發現單
位房間曾被搜掠，戶主初步點算後，發現有 4 隻手
錶及一批珠寶首飾被盜，總值約 90 萬元。警員初步
相信賊人是從外撬開廚房窗戶入室行竊。

「骨牌式」塌樹壓毀兩車
■消防員合力將墮渠男子及救人英雄吊回路面。
跳渠自殺，列作「醉酒人發現」處理。
但因其身上無身份證明文件，警方正尋
找其家人了解。

手機浸壞 獲有心人贈機
不少街坊目睹Babar的英勇行為，均加
以稱讚：「條渠好污糟，佢咁都肯落去救
人！」更有街坊視他為英雄，遞上毛巾及
衣服供其乾身及更換。由於他救人心切，

網上圖片

未有將手機放低，結果事後發現手機已被
水浸壞，未能通知僱主因救人而暫時未能
上班。但他仍以純正廣東話表示：「為救
人無所謂，見到人有危險一定去救，生命
好寶貴，唔係垃圾呀！」
有居於港島的市民在網上即時新聞中
獲知 Babar 的「好人好事」，以實際行
動嘉獎，立即前往購買新手機，遠赴元
朗親手送給Babar作鼓勵。

■大樹塌下封阻東頭村道，消防員到場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受低壓槽帶來強雷
雨影響，本港昨晨連場狂風暴雨。在黃大仙東頭村
道，一棵約 30 米高、生長在摩士公園一處山坡的大
樹，昨日中午疑抵受不住狂風暴雨吹襲突然倒塌，
壓毀旁邊數棵樹後再齊齊壓落行人路，將一輛私家
車及一輛客貨車壓住，幸未釀成傷亡。
塌樹現場為東頭村道近摩士公園，昨日中午約 12
時半下大雨期間，在公園斜坡上一棵約 30 米高的大
樹突然倒塌，連根拔起倒下時再壓中斜坡下數棵約
10 多米高的大樹，從而如骨牌般相繼塌落東頭村
道。一輛停在偉東樓對開的平治房車慘被大樹壓毀
車尾，尾擋風玻璃亦粉碎，幸當時車內無人。此
外，旁邊另一輛無人客貨車亦被大樹壓毀。
警方接報到場將東頭村道來回行車線封閉，消防
亦接報在倒塌大樹下搜索，證實無人被困。在封路
期間車輛需改道，多條巴士線受到影響。
事後平治車主返回現場助查，透露事前將車停在
上址回家取物件，僅短短數分鐘時間即遇上塌樹，
幸而有驚無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