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飛插15米 少女攀澗墮斃
挑戰大帽山大石石澗失足 直升機送院不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3

名男女昨帶備攀石繩索挑戰大帽山

大石石澗，豈料發生意外，其中一

名20歲少女失足從石澗15米高處

飛墮水潭，當場重傷昏迷，須由直

升機救起送院搶救，惜終返魂乏術

不治。有攀山專家指，大石石澗雖

只屬三星級難度，但意外往往與難

度無關，一次意外足以致命，做好

安全措施才能避免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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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毒
梟走私手法再創新猷，海關本周日(17
日)在機場貨運站截獲一批由南美哥倫
比亞經倫敦空運抵港，被挖空注入液態
可卡因的麒麟果，合共起出15公斤懷
疑液態可卡因，市值1,570萬元，拘捕
一名提貨男子。海關形容利用生果暗藏
毒品手法罕見，不排除稍後會有更多涉
案者被捕。

挑果皮注毒 膠水封口
被利用走私毒品的麒麟果有98個，
毒梟先將麒麟果果皮其中一個「凸麟」
挑開，挖空果肉，每個注入約135克液
態可卡因，再用膠水重新將挑開的「凸
麟」封好，手法細緻，令做了手腳的麒
麟果看上去與正常無異。
同時毒梟為逃避執法人員追查，又採
用迂迴路線，從南美哥倫比亞將整批麒

麟果運至英國倫敦後，再空運來港。
海關毒品調查科早前已接獲線報，指

有販毒集團會利用空運生果偷運毒品來
港，遂聯同機場海關貨運組人員追查近
期空運抵港的可疑生果。至本周日(17
日)，關員在機場貨運站搜查一批共160
箱報稱火龍果時，發現全部是黃色的麒
麟果，細查下察覺51箱中共有98個麒麟
果有被做手腳痕跡，其後證實該些麒麟
果被挖空注入液態可卡因，毒品共重15
公斤，市值1,570萬元，前日(周二)並乘
一名36歲男子前來提貨時，將其拘捕。
海關形容今次是販毒集團近期所用的

新手法，被捕男子報稱只是運輸公司的
司機，正追查其背景以及同黨下落。
麒麟果是火龍果的一種，屬仙人掌

科。麒麟果黃皮白肉，一絲絲透明的果
肉極細緻，亦有像芝麻般的種子，多
汁、甜美，口感猶如燕窩，故又名燕窩

果。
麒麟果的營養價值極高，含有多種

維生素、植物性白蛋白及花青素，果
糖較少，其豐富的水溶性纖維具減肥
及降低膽固醇功能，能潤腸、預防大

腸癌，亦具美顏效果。
麒麟果原產中南美洲，香港主要進口
產地包括哥倫比亞及厄瓜多爾，每個售
價約60元至80元，較一般常見的火龍
果貴上好幾倍。

麒麟果注毒罕見 海關截值1570萬貨

近年石澗奪命意外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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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

2015年
1月18日

2013年
7月7日

2012年
11月11日

2012年
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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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本土派」活躍分子蔡維
益疑因友人爽約，獨往大
帽山大石石澗行山期間失
蹤，3日後始被發現伏屍
石澗，疑失足墮澗失救致
死。

60歲姓張男子與山友見到
有人被困大嶼山彌散石
澗，上前救人時疑失足滾
落崖底不治。

66歲姓吳男子到大嶼山黃
龍石澗郊遊，其間天降暴
雨失足滑倒昏迷，送院不
治。

40歲姓袁女子往馬鞍山牛
押山行山期間遇上「山
崩」，閃避泥石時失足墮
澗遇溺不治。

24歲姓黃中學教師助理與
25歲姓洪社工到鹿頸屏南
石澗行山，突山洪暴發將
兩人沖落水潭身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立法會去年12
月就《版權條例》恢復二讀，但因人數不足而流
會。同日傍晚，立會外的垃圾桶發生爆炸，警方事
後拘捕5名男子，並控告他們串謀縱火罪，案件昨
日再於東區法院提堂。控方將其中兩名被告包括
「佔中輔警」、樹仁大學第三十三屆學生會會長楊
逸朗（22歲）轉至區域法院審訊，案件押後至下月
9日提訊。兩人獲准繼續保釋候訊。

控方申撤銷起訴3人
控方昨日又申請撤銷起訴其中3名被告，包括陳祖

澤（18歲）、林國倫（24歲）及周樂軒（19歲）。
其餘兩名被告，包括22歲的「佔中輔警」、樹仁
大學第三十三屆學生會會長楊逸朗，以及19歲的葉
卓賢，則繼續被控以串謀縱火罪。控罪指葉及楊約
於去年12月9日，串謀身份不詳的人，無合理辯解
下用火損壞立法會綜合大樓外指定示威區的一個垃
圾桶。據悉，葉被指案發時負責「睇水」，楊則涉
在現場擺放一些助燃物品。
昨日庭上獲撤控的陳祖澤申請逾3萬元訟費，裁

判官要求控辯雙方先議定金額；另外兩名撤控被告
則無訟費申請。

網台Our TV主持鄭永健疑受人指使，以高達20
萬元的賄款，利誘多名「本土派」成員參選去年區議
會，以進行「票」一案昨續審，鄭的前女友溫曉怡
繼續供稱，鄭曾說過每介紹一人參選，他便可獲5位
數字的報酬，「介紹十個八個應該就夠錢畀首期。」
溫認為鄭不是為了拍微電影而找人資助，因當時鄭已
眾叛親離，沒人手拍攝。案件今續審，被指是鄭的利

誘對象之一、沙田社區網絡成員黃學禮將出庭作供。
21歲的溫曉怡昨憶述，鄭於去年7月12日見過組織APS
及沙田新幹線後向她稱，自己每介紹一個人參選，便可獲5
位數字報酬，「介紹十個八個便足夠支付首期」，但她覺得
很滑稽：「應該畀唔到。」
溫又憶述去年8月懷疑賄選的事曝光後，她與鄭到澳門的
酒店房會見其資助人，對方要求兩人先放下手提電話才可內
進，鄭向資助人表示，自己已用測試節目為藉口掩飾賄選，
對方便回覆：「我可以資助埋你，順應去搞呢個節目。」鄭
的代表律師則指，資助人早已答應投資鄭的微電影，當晚鄭
找對方是為確認注資，溫否認此說。
溫又指，資助人得知鄭於盧覓雪主持的《早晨八達通》電
台節目中接受訪問後，勸鄭不要再上節目，以免愈描愈黑，
但鄭為挽回面子而堅持。當溫被辯方問到是否因此案而得到
生活津貼，及生活開支是否有困難時，溫拒絕回答。
案中3名被告依次為鄭永健（31歲）、次被告裝修工人顧

家豪（33歲）及商人陳建隆（37歲）。3人均否認合共9項
選舉舞弊及串謀選舉舞弊罪。 ■記者杜法祖

韓籍教授中大晨跑猝死

前
女
友
：
介
紹
一
人
參
選
報
酬
五
位
數

區
選
舞
弊
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53歲建築機械操作
員聲稱因與妻分隔港澳兩地，寂寞難耐，於2004年
女兒年僅8歲時開始性侵犯她，起初只是非禮，及後
更4度亂倫。女兒只希望每次均是最後一次，一直啞
忍，直至前年向朋友傾訴後才揭發事件。涉案獸父
早前承認亂倫等共5罪，昨被重判入獄10年。法官
斥責被告利用女兒作洩慾工具，行為卑鄙可恥，令
人震驚。
被告早前承認一項非禮、3項亂倫及一項與未成

年少女非法性交等5罪。
法官指斥被告為滿足一己私慾，沒盡父親責任保護

女兒，反對她造成傷害及留下烙印，並指被告在6年
間多番侵犯女兒，其中兩次性交沒有使用安全措施，
實是加重案情嚴重性的因素。創傷報告顯示事主事後
患恐懼症及抑鬱，更影響她日常生活社交。

性侵8歲親女
獸父重囚10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一名3日前應邀
來港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的韓國籍大學教授，昨清晨
在沙田中大校園晨運跑步期間，疑心臟病發暈倒客
死異鄉，終年僅55歲。警方事後證實事主有病，相
信事件無可疑，稍後將驗屍死因。

3日前來港開會 暫住宿舍
客死異鄉的韓國籍教授姓李、55歲，生前在韓國

一間大學任教，據說他有心臟病記錄，3日前才應邀
來港出席一個國際學術會議，並獲安排暫住中大的
宿舍。
事發昨清晨6時半，李教授在中大校園內晨運跑

步，至環迴東路時疑心臟病發突告暈倒行人路上，
保安員發現立即報警，將事主送往威爾斯醫院搶
救，惜不久證實死亡。
中大發言人事後證實死者是來自韓國的大學教

授，校方對事件感到哀傷，正聯絡其身處海外的家
人，並會提供適切的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旺角及紅磡兩間7-11
便利店，過去3日內疑先後遭同一名以口罩蒙面刀匪行
劫，損失財物合共逾萬元，警方正追緝該名刀匪歸案。
疑與兩宗劫案有關的刀匪年約50歲至60歲，身

高約1.7米，作案時持刀及身穿藍色格仔衫。
昨清晨5時許，一名身穿藍白色格子短袖上衣及藍

色長褲，以口罩蒙面中年漢走入紅磡榮光街榮輝商
場地下一間7-11便利店後，亮出生果刀指嚇21歲女
職員喝稱打劫，女職員不敢反抗，只好打開收銀
機，刀匪掠得約4,000元後即奪門向土瓜灣道逃去。
警員接報到場調查在附近兜截刀匪無果，由於涉

案刀匪無論年齡、身形及打劫手法，均與本周一(18
日)在旺角奶路臣街發生的另一宗7-11便利店劫案相
似，警方不排除兩案是同一人所為，正根據店舖的
閉路電視錄影片段展開追緝。
本周一清晨5時許，懷疑同一名劫匪進入奶路臣街該

間7-11便利店，以鎅刀指嚇女職員要求打開收銀機，
又稱「我都係為家庭」，掠得7,500元後逃去無蹤。

3日兩劫便利店 蒙面刀匪被緝

■■毒販挖空麒麟毒販挖空麒麟
果果，，藏進液態可卡藏進液態可卡
因後再用膠水黏合因後再用膠水黏合
果殼以掩人耳目果殼以掩人耳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唔做
啦，守唔住啦，個牌政府要攞返咪攞返
囉，唔捨得都要！」在旺角上海街守護
母親留下的報檔近半世紀，有「睡婆
婆」之稱的陳復興(74歲)，月初雖遭無良
匪徒打劫致頭部受傷，之後又連場黃
雨，仍堅守報檔不肯放棄。惟日前卻因在
檔口意外跌傷肩膊致脫骹和骨裂，更出現
發燒等病徵，終在社工勸籲下前往醫院接
受治理，無奈要結束長達半世紀的報販生
活。
社署社工昨午亦有往醫院探望並慰問

「睡婆婆」，亦有社工陪同熱心街坊到攤
檔，處理婆婆的財物。
社署發言人表示會繼續跟進她的個案，

並正全面評估她的情況，按她的福利需要
提供適切的援助。
「睡婆婆」位於旺角上海街的報檔，曾
於去年9月及今年2月兩度遭匪徒搶劫，
本月初再次遇劫更頭部受傷，但「睡婆
婆」仍堅拒入院治理，風雨不改的堅守報
檔，事件感動無數市民，不少人用100元
甚至500元，不用找贖向她買報以示關
心，又義務替婆婆清洗傷口等。

「睡婆婆」棄守報檔 街坊助處理財物

■■社工與熱心街坊到社工與熱心街坊到「「睡婆婆睡婆婆」」的報檔清理的報檔清理，，
處理後報檔僅剩下數張膠凳及小量物件處理後報檔僅剩下數張膠凳及小量物件。。

■■「「睡婆婆睡婆婆」」跌跌
傷入院傷入院，，棄守半棄守半
世紀報檔世紀報檔。。

■■大石石澗部分山澗陡峭大石石澗部分山澗陡峭，，攀攀
爬有一定危險爬有一定危險。。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挑戰石澗失敗喪命少女姓鄧、20歲，昨晨與22歲姓文

及42歲姓黃男友人，由八鄉石崗出發前往大帽山大
石石澗。消息稱，當時3人攜有攀石裝備，相信準備攀爬
石澗。至中午12時許3人抵達大石石澗攀爬，其間鄧女疑
失足自一處山崖上飛墮15米下的石澗水潭中，同行兩名
友人立即將她救上水，但她已頭部重創昏迷。

母認屍哭成淚人
救援人員接報趕至，但因山路崎嶇，遂急召政府飛行服
務隊直升機協助，直升機於接報11分鐘後到場。
據悉鄧女當時已無心跳呼吸，須即場接受心外壓急救，
在現場擾攘約1小時後鄧女被吊上直升機，4分鐘後即送
抵屯門醫院，惜其延至下午3時15分終證實不治。鄧母聞
噩耗情緒激動，認屍時更哭成淚人。
警方初步相信事件無可疑，事主死因有待進一步驗屍確
定。

大石石澗源起大帽山北麓，山水從800米高山流下，中
間沒被小徑或引水道截斷，屬本港罕見的完整長澗，該澗
沿途峭崖陡壁眾多，末段碎石堆疊，是近年市民攀澗熱
點。該石澗難度僅屬三星級，適合初學者挑戰。但有攀山
專家指出，意外往往與難度無關，攀澗始終有危險，需靠
裝備、體力、經驗及天氣配合，確保安全。近日不時有幾
陣驟雨，石澗濕滑，情況更為危險。另攀澗活動亦不應單
獨行事，集體行動才能互相照應。
大石石澗近年不時發生意外。有攀山經驗的39歲「本

土派」成員蔡維益，今年1月3日行山時失蹤，3日後被
發現伏屍石澗，疑失足墮澗送命。
2011年10月，一名休班水警警署警長與朋友行大石石
澗時，亦疑失足飛墮20米下石澗，頭部重傷一度命危。

涉衝擊港大校委會會議 馮敬恩被捕

■馮敬恩被警方拘捕，涉嫌與今年1月衝擊校委會的
行動有關。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任內涉嫌主導及
參與多場暴力衝擊校委會事件的香港大學前學生會
會長馮敬恩，昨晚遭警方上門拘捕。警察公共關係
科昨晚證實，警方今次是因應港大「1．26衝擊」
事件作出調查，並於昨日在荃灣區拘捕一名22歲姓
馮男子，他涉嫌刑事恐嚇、刑事毀壞及企圖強行進
入，案件由西區警區重案組跟進。港大發言人表
示，正在了解事件。
昨晚9時許，現任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於個人
facebook發表馮敬恩被捕消息。她指馮敬恩於家中
被捕，帶往荃灣警署調查。
香港大學學生會校園電視亦於相若時間發佈相同
消息，並於晚上10時許作出更新，指前港大學生會

外務副會長李峰琦均有被警方要求協助調查，但由
於李現時不在港，暫無法到警署協助調查。

涉恐嚇刑毀 案件重案組跟進
警方發言人昨日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就今年1

月26日於西區沙宣道5號一院校發生的事件，警方
經徵詢法律意見後，於昨日在荃灣區拘捕一名22歲
姓馮男子，他涉嫌刑事恐嚇、刑事毀壞及企圖強行
進入，案件由西區警區重案組跟進。警方重申，市
民應以守法及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意見，如有人作
出危害公共安全、破壞社會秩序的違法行為，不論
任何背景，警方定會採取果斷的執法行動。
「1．26衝擊」發生於港大沙宣道大樓，當日港

大校委會新任主席李國章首次主持會議，其中一項
會議內容為討論是否成立審視《香港大學條例》的
專責小組，有滋事學生代表號召逾百名群眾於大樓
外圍堵。
至當晚8時許，與會的學生代表馮敬恩疑「放流

料」，誤導群眾以為校委會否決成立專責小組，以
致示威學生及到場聲援的激進反對派中人情緒爆
發，在多處鬧事，衝擊事件中有校委及港大職員受
傷不適。馮敬恩當晚亦被人拍下拉着大門、意圖放
學生及示威者進大樓內片段。
當晚受困的校長馬斐森，形容感到「生命受威

脅」，翌日並發聲明譴責學生，強調拒接受暴民管
治（mob rule）。

爆立會垃圾桶案
兩被告轉介區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