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睡被鋪冚頭 B女猝死
父鄰房「大覺瞓」母攜大仔睇急症返家痛失幼女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

杜法祖) 又再發生嬰兒疑遭被子意

外蓋住頭部窒息死亡悲劇，大埔泮

涌村一名年僅3個月大女嬰，昨清

晨時分突昏迷床上，母親外出回家

發現女兒不省人事，丈夫仍在鄰房

「大覺瞓」，女嬰送院搶救後返魂

乏術，父母驚聞噩耗，傷心欲絕。

儘管警方認為事件無可疑，惟仍暫

列作「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

或忽略」跟進，稍後將驗屍以確定

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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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嬰兒猝死意外
日期

2016.05.22

2016.05.04

2016.04.17

2015.06.09

2015.01.31

2015.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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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香港仔石排灣
邨碧園樓

長沙灣集輝街
耀輝大廈

赤鱲角機場

大嶼山愉景灣

跑馬地養和醫院

大埔滘翡翠花園

內容

一名患先天疾病，經常抽筋的19個月大南
亞裔女童，被母親發現抽筋昏迷，救護員
趕抵急救無效死亡。

一名4個月大男嬰凌晨飲奶後入睡，其間
疑因嘔奶致窒息昏迷，及至早上被母親發
現時已全身冰冷，送院搶救無效死亡。

一名4個月大中法混血女嬰，在由英國倫
敦來港的航班上病發昏迷不治。

一名出生僅7日大嬰兒由一名外籍女子抱
到大嶼山醫院急症室求醫，嬰兒經搶救後
死亡，死因未明。

一名患腸胃炎的11個月大女嬰，昏迷送抵
醫院時已無生命迹象。

一名 5個月大女嬰，疑在睡覺期間俯伏咕
與床墊之間導致窒息昏迷，送院搶救無
效不治。

■警員在泮涌村村屋現場取走證物。■女嬰父親被帶返泮涌村家中協助調查。

自駕鐵騎遊泰 港情侶男死女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假扮內地公安
的電騙黨死灰復燃，香港警方5日內連續接獲4
名巿民上當受騙的個案，合共涉款約532萬
元，當中包括一名六旬老婦，昨日報案聲稱被
騙去101萬元人民幣，警方已將案件列作「以
欺騙手段取得財產」處理，暫無人被捕。
警方表示，昨日下午1時許，62歲姓許老婦
在鰂魚涌基利路一單位報案，聲稱她早前接獲
來電，對方聲稱自己是速遞公司職員，指她有
一個包裹被扣查。該電話其後被轉駁至一名自
稱是內地公安的男子，對方要求她自行在內地
銀行開設一個個人戶口，再匯款101萬元人民
幣(折合約117萬港元)至戶口作為保證金，許婦
其後將戶口資料交予該名自稱內地公安的男
子。惟數日後，她再查看戶口記錄時，赫然發
現所有款項被人提清光，懷疑受騙。
另一宗懷疑電騙案發生在本月9日，任職售
貨員的45歲女子接獲一名自稱入境處職員的來
電，指她涉嫌在內地犯事，來電被轉駁至一名
自稱是杭州公安的男子接聽，她最後按指示將
10萬元人民幣(折合約12萬港元)存入3個內地
銀行戶口，其後懷疑受騙報警。
本月7日一名在港開設金融公司兼任董事的

32歲女子，接獲自稱入境處職員來電，指她涉
及假信用卡案件，電話隨後被轉駁至自稱杭州
公司的同黨，事主信以為真，遂按指示提供其
個人戶口資料，其後查數竟發現共有337萬元
人民幣(折合約392萬港元)存款被人提走。
同日，一名59歲大學女教授同樣接獲自稱是

入境處人員來電，指她涉及一宗詐騙案，來電
並轉駁至一名自稱內地執法機關騙徒，女教授
最終被騙去11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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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警方打擊元朗區
內不法活動，上周五晚(9日)開始一連兩晚調派近百
警力，包括俗稱「Ｏ記」的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
查科探員，通宵在該區執行代號「犁霆掃穴」的反
黑行動，其間突擊搜查多間酒吧及娛樂場所，核查
可疑人身份等，行動暫無拘捕任何人。
警方今次行動據悉疑與活躍新界北的黑幫有關。

前晚9時許至昨日凌晨1時許，「O記」聯同大批機
動部隊警員、新界北總區反黑組、元朗區反黑組及
屯門區反黑組等共80多人，兵分多路在元朗區突擊
搜查多個目標地點，其間搜查了3間分別位於元朗
水車館街、水車館里及元朗安樂路的酒吧，元朗泰
衡街一間遊戲機中心，以及區內多間麻雀館，行動
中探員截查多名可疑者，但無拘捕任何人。
據悉，警方是次接連高調地在新界北區，包括元

朗進行反黑行動，旨在向黑幫發出警告及展示警方
遏止犯罪活動的決心，而類似行動仍會持續。

警元朗反黑突搜酒吧娛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大埔吐露港公路昨
日下午4時許發生奪命車禍，一名準新郎駕駛本田
CBR 600電單車，沿吐露港公路北行往上水方向行
駛，當駛至廣福邨對開落斜，在太和路支路一個左
彎位失事撞欄，當場車翻人仰，鐵騎士一度被拋飛
頭撼燈柱，倒地昏迷，電單車則繼續衝前逾40米才
停下，橫亙路中，救護員趕抵立時替傷者急救及送
院，惜最終不治。
喪命鐵騎士姓黃，41歲，洋名Jack，上月與愛侶剛

拍了婚紗照，即將擺酒共諧連理。死者是肇事電單車
車主，登記地址為屯門友愛邨，其姊夫指死者早前已
搬到大埔區居住，相信事發時正駕電單車回家途中。
肇事電單車於2005年出廠，車價約8.5萬元。警方事
後封鎖現場調查，並呼籲目擊者提供資料。
肇事本田電單車CBR600RR，馬力強大，氣缸容

量599c.c.，馬力120匹，最高時速可達250公里，由
靜止加速至100公里只需約3秒，堪稱「辣車」。

駕「辣馬」自炒
準新郎頭撼柱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港鐵東鐵線一列開
往羅湖方向的列車，昨正午時分發現冒煙，全車約
800名乘客須緊急疏散，無人受傷。肇事列車事後暫
停服務，直接駛返車廠檢查。
事發中午12時10分，大圍站月台職員發現一列前

進中的列車底部有煙冒出，遂通知車務控制中心。
當列車駛至沙田站時繼續冒煙，職員立即疏散全車
約800名乘客，並通知受影響乘客到隔離月台，轉
乘下一班列車。多輛消防車奉召到場戒備。
港鐵為安全起見，將冒煙列車駛返車廠，沙田站

及列車服務無受影響。
港鐵發言人回覆查詢時表示，有月台職員在大圍

站留意到一列往羅湖的列車，其中一截車卡底部冒
煙，車務控制中心接到通知，立時再通知消防處提
供支援。

東鐵列車冒煙
800乘客疏散

■準新郎命喪吐露港公路，警員在其電單車旁調
查。 電視截圖

現場為大埔泮涌村一間村屋，由
一對20餘歲年青夫婦租住，據

悉丈夫姓劉，有工作，妻子是家庭
主婦，兩人共育有一子一女，包括
現年3歲的兒子及猝死的3個月大女
兒。前晚22歲女戶主帶同3歲長子
到急症室求診，丈夫則與女兒在
家，其間丈夫獨自在主人房睡覺，
女兒則獨睡鄰房的嬰兒床。
至昨日清晨5時44分左右，女戶

主與兒子應診後返回寓所，赫然發
現女兒在房中嬰兒床上昏迷不省人
事，立即拍醒在隔鄰主人房睡覺的
丈夫，一起報警。未幾，救護車到
場將女嬰急送大埔那打素醫院搶
救，惜延至清晨 6時 30分證實不
治，其間在醫院守候的父母，得悉
愛女離世均難過不已。

探員檢走床單被鋪等證物
昨午12時許，探員將男戶主帶返

寓所調查，逗留一個多小時，隨後
再將男戶主帶返警署查問，其間探
員檢走兩袋證物，包括床單及被鋪
等。

據悉，由於女嬰生前沒有隱疾，
身體表面亦無受傷，警方初步不排
除女嬰在獨睡期間，意外被被子蓋
過頭，以致窒息致死，案件已交由
大埔警區重案組第二隊跟進，暫時
無人被捕，

醫生：被邊宜藏入床褥
有兒科醫生指，除了嬰兒床應置

於父母睡床旁邊以方便照顧外，也
應為嬰兒選用輕巧的被子，以避免
嬰兒的胸腹受壓。同時，家長亦不
應替嬰兒蓋太多被子，及切勿將被
子蓋過頭部。
嬰兒睡覺時，雙手亦應放在被子

外，被邊則藏入床褥下，防止嬰兒
郁動時，令被子移至覆蓋頭部阻礙
呼吸。另嬰兒雙腳亦應盡量貼近床
尾，以免其熟睡後因鑽進被窩而窒
息。
嬰兒應保持仰睡，因為俯睡可導

致嬰兒呼吸困難甚至窒息。嬰兒床
褥不宜太軟，也毋須使用枕頭，避
免嬰兒轉身時由仰睡變為俯睡，導
致鼻孔及腹部給壓住而窒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 本港一對年輕情侶，前日在泰國
蘇梅島自駕一輛電單車沿路觀光，途中突失事與一輛貨車迎頭相
撞，當場車翻人仰，雙雙墮地重傷浴血，經送院搶救後，負責駕
車男友重創不治，客死異鄉，女友則傷勢嚴重須留院。入境處已
派人陪同兩人家屬趕抵當地善後。這是繼上月港人四口家庭在日
本北海道自駕遊撞車，造成3歲男童喪命後，兩個月內發生的第二
宗港人外地自駕遊死亡事故。

迎撼貨車 疑無戴頭盔
據泰國當地傳媒報道，前日(10日)下午5時許，素叻他尼府蘇梅

島警方獲悉在博普區發生一宗交通意外，兩名港人男女騎電單車
時，與一輛冷凍貨車相撞，救護員趕至將倒臥地上兩人送院，其
中男子頭部重傷，搶救後無效殞命，女友則告手、腳和頭部受
傷，送院時仍清醒。有目擊者指，當時貨車正上斜途中，而對面
線落斜的電單車突失控越線，迎頭撞向貨車，據悉電單車上兩人
當時均疑沒戴頭盔，有人更因不熟悉路面情況，行車時搖擺不
定，泰國警方正調查事故起因。
一死一重傷男女，據悉屬情侶關係，均年約22歲。男死者姓
陳，洋名Henry；女傷者姓黃，洋名April。消息指他們早年就讀
同一專上學院相識，女傷者讀酒店管理，隨後銜接到外國繼續升
學，並由校方安排到泰國的酒店實習。

燭光晚餐後 從此陰陽永隔
據悉兩人熱愛旅遊，縱使彼此分隔異地，男方仍會到泰國找女

友，順道在當地遊覽，近日男友再度專程到泰國相聚，事前除一
起駕車環島遊逛夜市外，又共享燭光晚餐，詎料遇上車禍，從此
陰陽永隔，兩人親友聞訊頓如晴天霹靂，傷心欲絕。
入境處發言人表示，事件涉及兩名港人，事發後已即時透過外

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及中國駐宋卡總領事館了解情況，並替家
屬辦理緊急旅行證件，處理前往當地善後的具體事宜。當地總領
館人員亦已即時前赴醫院，促請醫院全力救治，為傷者提供適切
治療。
入境處指，會繼續與當事人家屬、公署及總領館保持緊密聯
繫，並會按當事人家屬的意願，提供一切可行協助。在外香港居
民如需協助，可致電入境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的24小時
求助熱線，電話：(852) 1868。

藍天白雲，海水清澈的蘇
梅島，加上全球知名的
「FULL MOON PARTY」
(滿月派對)，令它成為近年
泰國遊熱點之一，惟該島雖

大，但甚少載客的士，只在機場或碼頭附近
比較易見，故此，租車自駕遊為該島的特色
之一，而租車公司更是成行成市。香港汽車
工業學會會長李耀培提醒港人，外地自駕遊
「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有居泰港人指，由於蘇梅島交通不便，故

除出租私家車外，出租電單車亦非常盛行，
每日租金不過100港元；然而，就算遊客無
國際車牌，部分公司亦會「隻眼開隻眼閉」
將電單車租出，惟一旦遇上車禍，第三保將
失效，旅遊保亦可能受影響。另外泰國的交

通法例亦與香港一樣，電單車司機及乘客必
須戴頭盔。
李耀培指，駕駛電單車危險性較私家車為

高，無論當地有否法例要求駕駛電單車司機
及乘客一定要佩戴頭盔，司機及乘客為保護
自己，亦應佩戴頭盔，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他提醒自駕遊人士，無論在任何地方駕駛都
應保持專注力，尤其在外地如果可以的話，
應用一至兩小時熟悉及了解當地道路基本的
駕駛法規等，如行車是否左上右落、車輛於
紅燈時可否右轉等。
此外，外遊前如果預備在當地自駕遊，除

應購買當地駕車必備的汽車和第三者保險
外，自身亦應購買保險，因為意外始終不能
預計，多一重保障對自己或家人都是上上之
策。 ■記者 杜法祖

外遊租車自駕 隨時無第三保
0�0�$$

■自駕遊港男頭部重創，倒臥電單車旁邊，旁邊
是其受傷女友。 微博圖片

■受傷港女在電單車旁等候救治。
微博圖片

■港人情侶在泰國當地餐廳享用燭光晚餐。 fb圖片

■■泰國當地醫護人員即場泰國當地醫護人員即場
替出事港人治理傷勢替出事港人治理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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