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血癌女籌藥費 好爸爸轉工遇難
的士撼工程車 撞死兩工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
杜法祖）青葵公路昨日凌晨發生釀
成兩死兩傷的奪命車禍，一輛的士
涉高速失控狂撼停在路中工程車
後，再如打保齡般狂掃路中3名路
政署外判修路工人，造成兩死一命
危。肇事的士司機亦告受傷，他事
後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
被捕。警方新界南總區交通部特別
調查隊正循司機的精神狀況、駕駛
態度，以及機件等多方向調查肇
因。其中一名慘死工人遺下妻子及
患血癌幼女，孤寡三口頓失所依，
境況堪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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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工程車奪命車禍
2015年 箭咀車護航期間在元朗公路

失控撞向前方掃街車車尾，
箭咀車司機不治，掃街車司
機輕傷。

2014年 青年駕駛平治房車於青葵公
路近長青隧道入口狂撼停在
前方的工程車尾，青年被困
不治。

2013年 的士沿吐露港公路往粉嶺駛
至近康樂園時，失控撞向停
在路邊工程車，的士司機不
治，一名男乘客受傷。

2013年 私家車駛至青葵公路貨櫃碼
頭對開失控狂撼前方箭咀
車，私家車司機不治，工程
車司機及兩名工人受傷。

2011年 箭咀車在連翔道近擎天半島
被客貨車高速猛撞，箭咀車
一名跟車工人夾在兩車之間
身亡。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整理：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歐洲國家
盃足球賽事進入八強階段，戰情愈趨激烈，
警方打擊非法外圍賭博行動仍未手軟，前晚
至昨日凌晨再於長沙灣、深水埗及將軍澳採
取代號「戈壁」掃蕩行動，成功破獲3個外
圍波纜中心，拘捕3名男子，檢獲波纜記錄
約160萬元，另又檢獲現金約90萬元及小量
毒品，更揭發有人以微信錢包過數，企圖逃
避警方追查。
警方港島總區特別職務隊早前接獲線報，
發現有外圍賭波集團鑑於警方不斷掃蕩，為
逃避追查，轉用外地或內地銀行戶口進行投
注交收，更用微信錢包過數等，以減少被緝
獲機會。

3漢涉收賭注被捕
經特別職務隊深入調查後，很快鎖定將
軍澳景明苑暉景閣一目標單位，至昨日凌
晨零時許，特職隊人員採取代號「戈壁」
行動，掩至該單位搜查，當場拘捕一名涉
嫌非法收受賭注的男子，並檢獲約43萬元

外圍投注記綠的兩部手機、1部電腦，以及
小量現金。
約同一時間，深水埗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

員亦根據線報，掩至南昌邨昌安樓一單位搜
查，當場拘捕一名涉嫌非法收受賭注的35歲
男子，並在其身上檢獲約14萬元波纜記錄、
兩部手提電話及約6,100元現金。

另前晚9時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人員根
據線報調查後，掩至長沙灣李鄭屋邨信義樓
一目標單位外，截停一名26歲男子，先在其
身上檢獲小量懷疑可卡因，隨後再進入單位
搜查，檢獲約100萬元波纜記錄、約83萬港
元及約4萬元人民幣現金，以及4部手機，
該男子涉嫌非法收受賭注及藏毒被捕。

警檢160萬波纜 揭微信錢包過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島銅鑼灣
昨日凌晨發生因撞車而起的刑毀事件。一輛平
治房車從橫街倒車駛出大路時，與七人車發生
碰撞，雙方理論時起爭執，平治司機被人以硬
物擊毀座駕擋風玻璃，警員接報趕至時，有多
人乘亂逃去，經調查後拘捕涉案七人車司機。
被捕七人車司機姓何（21歲），涉嫌「刑事

毀壞」被扣查，他報稱腹及手臂受傷送院。昨
日凌晨1時20分，一輛掛有馬會標誌的平治房

車，從禮賢里倒車駛出銅鑼灣道，適時一輛七
人車沿銅鑼灣道駛至，兩車相撞，平治右邊車
門輕微損毀，七人車車頭損毀，安全氣袋彈
出。何與數名男乘客即落車與平治27歲姓金司
機理論，有人一言不合，撿起路邊一個膠鐵馬
及一張木椅，掟向平治車頭致擋風玻璃損毀。
警員到場部分涉案者已逃去，金與何通過酒

精呼氣測試。警方其後以涉嫌「刑事毀壞」罪
名將何拘捕。

七人車司機掟椅 毀平治玻璃被捕

「七警案」經過 17 天審訊
後，「案中案」程序昨日終完
成，法官杜大衛裁定所有辯方
爭議的新聞片段、相片，及中
區警署的閉路電視片段均與案

有關及表面真確，全部均可以呈堂，
納入為證據。案件押後至今年10月19
日展開正審，控方將傳召33名證人作
供，當中包括曾健超。
法官指有關片段及相片皆與案有

關，及符合表面真確性，他對每段片
段及每幅相片作獨立考慮後，裁定法
庭沒有理據行使酌情權將這些證據排
除，故全部正式納入為證據。

雖然控方昨日指已準備好開審，惟
辯方稱昨日才收到曾健超襲警案約
600頁審訊謄本，需時閱讀，控方同
意押後開審。法官庭上質疑，為何雙
方在審訊第17天才提出有謄本，認為
雙方應早作準備。最終法官仍在「極
不情願」的情況下批准押後。

控方傳召33證人作供
控方屆時會再傳召曾健超及5名制

服他的警員，另傳召25名警員作供，
一名醫生及一名病理學專家亦將接受
辯方盤問。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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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英國
機械工程師學會院士盧覺強工程師懷疑，肇事的
士司機在事發前一直沒察覺有工程車停在路中，
不排除當時有人正「瞌眼瞓」，盧又估計，事發
時肇事的士車速高達100公里至130公里，撞擊力
約700磅，其中一人或頭部着地當場死亡。

工會促檢討公路施工措施
有工會指，工人在高速公路上施工，其他車輛

同時會在旁高速行駛，故此危險重重，同類意外
亦非首次發生，工會要求路政署調查意外成因，
並重新檢討在公路上施工的安全措施，保障道路
施工人員的生命安全。
路政署對事件深感難過，已與承建商一同聯絡

死者家屬提供協助，並對死者家屬致深切慰問，
署方強調一直重視道路工程的安全，嚴格制定相
關要求，以保障承建商工人及道路使用者的安
全，現正聯同警方及相關部門深入調查及積極跟
進事件。

專家疑的哥
「瞌眼瞓」肇禍

6月28日(第16/072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6月30日

頭獎：-
二獎：$631,300 （3注中）
三獎：$66,450 （76注中）
多寶：$17,57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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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遭撞斃兩名工人分別為陳輝（41歲），他當場慘
死，其同事陳木完（49歲）則在醫院搶救無效身

亡，遺下妻子及血癌女兒頓失所依；至於重傷工人姓黃
（33歲）則頭部重創，在瑪嘉烈醫院接受6小時手術
後，截至昨晚仍危殆。

剛完工拾「雪糕筒」離去遇禍
據悉，三人俱為路政署外判承建商僱員，事發時均身

穿反光衣，已完成路面重鋪瀝青工程，正收拾「雪糕
筒」準備離開，詎料飛來橫禍。肇事被捕的士司機姓龍
（55歲），其頭部受傷及頸痛需送院治理。
當中在車禍中慘遭的士推前30米重傷，送院搶救不治
的陳木完（49歲）為家中經濟支柱，與妻及兩名分別10
歲及13歲的女兒同住，其中幼女更患血癌，需長期治
療，每月醫療開支逾3,000元，陳遽然離世，妻女頓失所
依，前路茫茫。
事後趕赴醫院欲見丈夫最後一面的陳妻稱，自己當文
職，與丈夫的工資都花在家庭上，幼女自兩歲起患血
癌，除長期要看西醫外，每月亦最少花費3,000元看中醫
調理身體，醫療開支龐大。她又指，丈夫受僱路政署外
判承建商逾九年，主要負責夜班駕駛掃街車，日薪750
元，但兩個月前因公司狀況改變，要轉到新公司，日薪
亦被減至600元，為維持收入，其丈夫至本月決定轉駕
箭咀車，並落地面工作，以便日薪能回復至750元，但
公司指下月才正式加薪，陳妻哭道：「家人都唔喺度
囉，你加咩啫。」

遺孀批公司出事後沒通知
陳妻續稱，因落地工作十分危險，曾勸丈夫放棄，但
他稱想多賺點錢給兩女，詎料出事。她又埋怨意外後工
程公司沒有即時通知她，及至她看新聞後致電丈夫無人
接聽始知發生意外，趕往醫院時丈夫已返魂乏術。
另外，陳木完前年7月曾在個人facebook上載交通意

外的照片，透露他在夜間工作時遇車禍，並留言：「後
面做前面撞！」其妻更擔憂回覆「小心點！」當時逃過
一劫，可惜終被車禍奪去性命。

交警嘆「一架車累3家庭」
事件摧毀3個美好家庭，首先奉召到場的交通警員一

度心情沉重地向同袍稱：「一架車累咗3個家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車禍現場
為青葵公路往九龍方向近美孚新邨對開，事
發昨日凌晨4時許，上址左二線有路政署外
判承建商工人冒雨進行路面緊急維修工程，
重鋪一幅約1米乘3米路面，路中當時放有
分隔行車線的「雪糕筒」，亦停有多輛工程
車，包括一輛俗稱「箭咀車」，用作提醒其
他車輛前方有工程進行及改道。

夾毛髮肉碎 觸目驚心
其間一輛空載的士駛至失控撼向「箭咀

車」車尾，再反彈狂掃路中工地範圍內3名
正收拾「雪糕筒」的工人。
現場消息稱，3名工人走避不及當場被的

士撞倒，其中兩人飛彈3米外墮地重傷，另
1人貼着的士擋風玻璃衝行至約30米外墮地
重傷昏迷，肇事的士衝前約70米撞及快線
石壆始停下，車頭盡毀，擋風玻璃碎裂，並
夾有疑屬死傷者毛髮和肉碎，觸目驚心，的
士司機亦受傷。
救護員到場證實其中一名工人當場死

亡，另兩名重傷工人及受傷的士司機送院搶
救，惜其中一名工人送院搶救不治。警方封
鎖現場調查，並用帳篷遮蓋路面工人遺體。
政府化驗所及警方鑑證科人員事後到場

蒐證，撿走的士擋風玻璃上的毛髮和肉碎檢
驗，其後仵工將屍體舁送殮房。

受事件影響，現場3條行車線一度要封閉致交通
大擠塞，至昨晨11時現場清理後始解封。

600米外豎有警告牌
新界南交通部高級督察陳穎輝表示，車禍發生時

雖有下雨，但初步調查現場工程有清晰指示，600
米外已豎立警告牌，工人均有穿反光衣，警方已將
肇事的士拖往汽車扣留中心檢查，以確定車禍原
因。
警方呼籲任何人如目擊該宗車禍或有資料提供，

可致電36611300與調查人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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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曾
在內地衛生院任中醫師的八旬老翁，
一直與3名子女關係融洽，直到幼子
拒絕供養老父的內地女友人後，雙方
反目不和，老翁更在澳門控告幼子詐
騙。3名子女早前入稟區院，向父親
追討亡母遺下的一間坪洲石屋，法庭
昨日頒下判詞，裁定子女一方勝訴。
法官慨嘆審理本案時目睹父親對兒

子的怨恨，不論最終哪一方勝出今次
官司，父親及子女間的關係亦將決
裂，實屬不幸及遺憾。
原告分別是在澳門任骨科醫生的幼

子庾智文（43歲）及他兩名胞姊庾綵
鳳、庾岱娜；被告是其父親、前中醫
師庾業林，現已失明及不良於行。

判詞透露，被告亡妻於1985年一筆
過支付8萬元購入坪洲石屋作安樂
窩。原告指，母親於2006年去世後，
父親與原告達成口頭協議，將石屋贈
予3名子女，父親則獲東莞物業的一
半業權及母親戶口內約80萬元現金及
股票等，並放棄遺產執行人身份。
法官認為，在考慮雙方證供後，裁
定原告供詞可信，相反被告老翁卻忘
記很多重要細節，甚至拒絕作答。法
官亦接納原告指父親收入微薄，根本
不能負擔買屋，當年是母親一人全數
出錢購入石屋，因此裁定被告未能證
明他與亡妻共同擁有石屋，並裁定父
子兩人曾達成上述口頭分產協議，終
裁定原告子女勝訴。

官准涉案新聞片段呈堂

三子女向父追亡母石屋勝訴

■■的士撞倒的士撞倒33名工人後名工人後，，再衝前約再衝前約7070米米
撞及快線石壆始停下撞及快線石壆始停下，，車頭盡毀車頭盡毀。。

■■車禍其中一名死者陳木完車禍其中一名死者陳木完
（（左一左一））生前與妻子及女兒生前與妻子及女兒
一家四口合照一家四口合照。。 家屬供圖家屬供圖

■■死者陳木完的妻子（左二）得悉丈夫離世後傷心欲
絕。

■■肇事的
士司機報
稱受傷送
院。

■■警方打擊非
法外圍波纜中
心，撿獲電
腦、手機和現
金等證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