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士崇光行人路「打保齡」傷7人
七旬的伯落車睇車身 懶理傷者遭斥「冷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銅

鑼灣崇光百貨（SOGO）昨日舉行周年感謝

祭，吸引數百市民及遊客排隊掃貨，詎料竟有

一輛的士失控剷上行人路衝向人群，如打保齡

球般將近10名男女老幼途人撞到，最終7人包

括一對母子受傷須送院。肇禍七旬司機事發後

落車卻非第一時間查看傷者情況，反而關心的

士有否損毀，表現冷血。有區議員懷疑是司機

不當駕駛肇禍。警方事後以涉嫌危險駕駛引致

他人身體嚴重受傷，拘捕涉事司機調查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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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鬧爆
■Sally Fong：落車後淨係關心自己架車，
完全冇理會被佢撞倒的路人傷者，乜心態？
簡直係草菅人命，法庭睇咗條片係唔係要判
多幾年？

■Kam Shun Yung：第一時間睇部車，唔
係關心傷者，你係咪冷血嫁（㗎）！

■Rachel Fcy：一落車唔係關心撞倒嘅途人
而係睇自己架車!! 仲要一副關我鬼事嘅嘴
臉，扣分釘牌啦！

■傑豬仔：好恐怖，簡直係人肉保齡球。

■Tai Ming Lee：的士司機這樣駕駛，如同
揸刀殺人無分別。

■Monster Rubbish：可能是一宗事（意）
外，但司機的態度看來有問題。從短片中看
來，司機下車後，只檢查的士車身，並沒有
關心被他碰倒的路人，感覺他有點冷漠，一
點同理心也沒有！

■一戰功成：個的士佬係咪香港腳發作？！

■spinel20：希望傷者早日康復，有小朋友
呢。另司機終身停牌，有咩理由先睇車有無
事。

■Benz747BMW：的士佬形像（象）差，有
事肯定被狂插，無人可憐，只怨自己形像
（象）太差。

資料來源：facebook及網上討論區 整理：文森

顧明均入稟促稅務上訴速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013年4月稅務局向

「電子大王」顧明均，以及南太商社一名前日籍董事
追討1996年至2000年間其中3個財政年度的補加稅款
1,800萬元，兩人不服同時向稅務上訴委員會提上訴，
去年3月上訴聆訊完結，惟至今過了20個月仍未有裁
決，顧明均疑按捺不住，日前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
覆核，要求法院頒令稅務上訴委員會須於28天內頒下
判決，避免因稅局的無止境延誤對他兩人造成不公
平。
覆核申請人顧明均在入稟狀指，他與日籍商人Tad-

ao Murakami已年逾72歲，自稅局聽畢其上訴案以
還，他已9度去信要求上訴委員會盡快頒佈判決或告
知判決時間表。顧認為出現爭議的財政年度早於1996
年，即20年之前，任何延誤只會增加對申請人的不公
平。
入稟狀續指，日籍商人Tadao Murakami的身體狀
況欠佳，上訴聆訊期間部分關鍵證人已出現記憶模糊
等情況，倘若最終裁決有誤需重新展開聆訊，相信很
難達致一個公平公正的裁決，故此委員會不應繼續拖
延裁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油
麻地昨日清晨發生持刀追斬情郎事
件，一名中年婦疑因感情問題，先在
茶餐聽對開跟一名男子發生爭執，其
間婦人跑進茶餐廳，取來斬骨刀窮追
男子，中途一輛電單車剛巧駛經，躁
婦人疑不滿綿羊仔司機阻路，竟刀劈
電單車的膠風擋，鐵騎士要求賠償，
險被躁婦飛刀擊中，最終警員趕至將
涉事婦人制服拘捕。
被捕婦人姓陳（46歲），事後因涉
嫌藏有攻擊性武器及刑事毀壞被帶署
調查。據了解，陳婦已身為外婆，其
家人事後稱願意向電單車司機賠償損
失。而被追斬的男子則在混亂中逃
去。
現場消息稱，昨日清晨6時38分，
陳婦在油麻地文英街18號至24號一
間茶餐廳對開，與一名中年男子疑因

感情問題對質，雙方發生激烈爭吵，
其間有人盛怒下，走進茶餐廳取來一
柄斬骨刀，向該名男子喝罵及追斬，
男子見狀大驚逃跑，雙方跑了30米外
至文匯街一輛貨車旁。
同時，一部綿羊仔電單車恰巧駛

經，33歲姓梁鐵騎士好奇將車停下了
解，陳婦不滿有人阻她去路，狠狠刀
劈電單車膠風擋，造成一條長長裂
痕。梁即時下車喝問，陳婦竟一手將
斬骨刀掟向梁，幸好他及時避開，斬
骨刀直飛入前方的貨車車底。
此時，陳婦再跑回茶餐廳欲取其他

「武器」，被店主阻止。由於梁繼續
纏繞陳婦要她賠償維修費用，陳婦跑
到另一間餐廳取來一支地拖向梁施
襲，此時警員已接報趕抵現場，合力
將陳婦制服，事件中無人受傷。案件
交油尖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八隊跟進。

躁婦斬情郎受阻「綿羊仔」挨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蓮塘/香圍園口岸客
運大樓地盤前日發生嚴重工業意外，4名尼泊爾籍工
人在一個約8米高金屬工作台飛墮地面受傷，其中一
名50歲工人重創昏迷，經送醫院搶救，延至昨日凌晨
4時許終不治，另一名同鄉仍然命危。勞工處已就意
外作出調查，並向有關承建商發出停工通知書，暫停
涉事工作台的所有工序。建造業總工會對意外深表關
注和痛心，並向死者家屬送上慰問及應急金錢。
不幸身亡的50歲尼籍工人Gurung Rabi，早於20年
前來港，從事地盤工作16年，於事發地盤任職金屬棚
架工約半年。
他與46歲妻子育有25歲長女、及一對分別22歲及
18歲兒子。其中長女已外嫁，他與妻兒一家四口居於
元朗水車館街。

失經濟支柱 家屬冀承建商善後
Rabi為家中經濟支柱，事故令舉家頓失依靠。家人

冀承建商能協助作出善後安排，包括殮葬費及遺屬生
活費等。
意外中另一名38歲尼籍工人Gurung Yuv Raj的頭
部及胸部受傷，一度昏迷，經送院搶救後回復清醒，
但情況仍危殆。另兩名傷者傷勢較輕沒大礙。

事發於昨日傍晚6時，現場為打鼓嶺蓮麻坑蓮塘/香
圍園口岸的蓮塘客運大樓地盤，6名工人在高約8米處
搭建金屬工作台時突生意外，其中人連同8塊鋁質橋
板直墮至地面，當中兩人重創昏迷，送往沙田威爾斯
親王醫院搶救。
另兩名分別38歲及23歲的工人傷勢較輕，獲送北

區醫院治理。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事後即時派員到醫院探望，理事

長周聯僑更漏夜到工地了解，敦促承建商盡快完成調
查報告，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建造業總工會助申關懷基金
建造業總工會對意外深表關注和痛心，周聯僑昨日

再與承建商代表、以及建築署助理署長探望傷亡工人
家屬，並送上2,000元工人、職員自發募捐的帛金，
又協助申領建造業關懷基金等，送上業界的關懷。

蓮塘塌平台一死 勞處勒令停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大埔汀角路
近富亨邨發生奪命車禍，一輛豐田MR2「辣
跑」前晚深夜11時許在彎位失控，狂掃路邊
逾10米鐵欄，車頭嚴重毀爛，車上「踢拖」
男司機有驚無險沒受傷，惟坐在旁邊頭部重
創昏迷的男乘客送院經搶救後，延至昨日清
晨不治。

死者女友悲嘆：宇宙從此變黑
其相識逾十載的女友驚聞噩耗傷心欲絕，

悲嘆：「我個宇宙從此變咗黑色。」
車禍中慘死男乘客鄭霆鋒（28歲），送院

時頭部重創滿面披血，已陷入昏迷，肇事無
受傷的男司機姓林（27歲），事後涉嫌危險
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被捕。據悉他被
帶上警車時，腳上只穿一對拖鞋，經調查後
獲准保釋候查，下月中旬再向警方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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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再有
婦人疑墮網上交友陷阱，短短4個月內
被一名素未謀面，自稱持英國護照的
商人騙去88萬元積蓄，婦人其後因無
法聯絡對方始懷疑受騙，昨日決定報
警求助，警方已將案件列作「以欺騙
手段取得財產」跟進，暫無人被捕。
被騙巨款婦人41歲，報稱任文職，

居於觀塘翠屏邨。案情指事主今年4月
透過手機應用程式認識一名自稱
RICHY的男子，對方聲稱持英國護
照，經營生意，惟兩人從未約見面。

分30次轉錢到美墨等賬戶
約1個月後， RICHY向女事主稱生
意有問題，要借錢周轉，女事主遂於5
月至8月間，將多達88萬元分30次轉
賬到不同人名的外地戶口，包括墨西
哥及美國等，這段時間女事主仍未嘗

與對方見面。
直至今年8月底，女事主無法再與

RICHY聯絡，才醒覺自己可能受騙，
昨日親往觀塘警署報案求助。案件現
交由觀塘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三隊列作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跟進。
警方提醒市民網上交友不安全，只

適宜網上談天，不要隨便披露個人資
料及照片，更加不要接受網上結交的
陌生人提出的借錢，或在私人地方會
面等不當要求。
網上虛假情緣無處不在，早在今年6

月中，一名24歲女子報案，指在同年
3月透過互聯網交友平台結識一名自稱
Mike的男子，並發展為情侶，其後男
方稱願意協助女方投資，最終女事主
及其胞姊拿出家人的360萬元銀行存款
給對方，事後揭發男方並非講心，只
一心求財，警方將案列作詐騙處理。

被捕司機姓劉（71歲）在車禍中無受傷，並通過呼氣酒精測試，他
稱駕的士逾四十年，當時為閃避衝出馬路的途人，扭左軚致失控

衝上行人路。

崇光周年感謝祭 數百人等掃貨
惟據現場閉路電視畫面顯示，車禍前的士前方未見有途人橫過馬
路。更令人齒冷的是，肇禍後，有人落車並非第一時間查看各傷者情
況，反而圍繞的士一周查看損毀程度，其行為不但即場遭途人斥責，
更令人關注其是否有說謊之嫌。
遭的士撞傷的7名途人包括3男4女，年齡由6歲至89歲，分別手腳
及頭部受傷，當中兩男兩女由救護車送往灣仔律敦治醫院敷治，另外
一男兩女則自行到醫院求醫，幸各人傷勢無大礙。
車禍現場為銅鑼灣崇光百貨（SOGO）軒尼詩道對開大門口，昨日
正舉行半年一度的周年感謝祭，故昨晨吸引數百市民及遊客排隊準備
入內搶購減價貨，亦有不少途人站在斑馬線路邊等候過馬路。

天眼攝過程 多人被撞飛彈
事發昨晨10時40分，一輛載有兩名男女乘客的士，沿軒尼詩道東行

至SOGO對開斑馬線燈位時，突失控剷上行人路衝向人群，接連將約
10名途人撞到，多人更被撞至拋上車頭擋風玻璃再反彈倒地，情況一
片混亂，其餘途人尖叫走避，整個過程被附近的閉路電視拍下。
車禍後大批拯救人員迅速到場，先後將兩男兩女（38歲至89歲）傷

者送院救治，另外1名6歲男童、其38歲母親及一名55歲女子則自行
往醫院求醫。

涉危駕致他人身體重傷罪被捕
警員在現場調查，並扣留肇事司機問話後，以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
人身體嚴重受傷罪名將其拘捕。肇事的士車頭擋風玻璃爆裂，左邊倒
後鏡損毀，隨後被安排拖走檢驗。
灣仔區議會發展、規劃及交通委員會主席李均頤表示，該處並非交
通黑點，今次是非常嚴重及罕見的交通事故，相信原因可能與司機不
當駕駛有關。

信未謀面網友 中女被騙88萬

「 我 哋 企 嗰 邊 ， 聽 到
『嘭』一聲，就見到啲人瞓
低晒，有5、6個……」，的
士衝入人群一刻，正是SO-

GO感謝祭之日，不少銷售人員站在店外四
周派發傳單，其中目擊車禍的翟小姐憶述
稱，當時聽到一聲巨響，即見一輛的士衝入
人群，多人走避不及被撞倒地上，「有啲唔
係好嚴重就走咗，瞓喺度的都係老人家，亦
有人尖叫。」她坦言平時不會想像到發生車
輛撞人群的恐怖場面，「依家就真係唔敢再
行出去。」
其中一名遭的士剷上車頭的潘姓男傷者在

醫院稱：「好痛、好痛！」他左腳受傷，
「唔知係咪骨裂，要照X光。」他指除腳傷
外，臀部亦有瘀傷，手部亦擦傷，幸傷勢不
算嚴重。他指，事發時正等候過馬路，的士
突然將他撞倒。

途人斥的哥「有冇搞錯？」
潘續指，被撞倒後「碌咗落地有啲暈」，很
快「有一男一女好心想嚟扶我，跟住其他行人
就話唔好扶住，報警等救護車嚟仲好」。
其間更有男途人即場斥責的士司機：「有

冇搞錯？你睇你架車有冇事？睇吓啲傷者先
啦！」 ■記者 杜法祖

親睹車撞人群 途人坦言「恐怖」

■傷重不治
的尼泊爾籍
工 人 Gu-
rung Rabi。

■■周聯僑周聯僑((中中))到到
意外現場了解意外現場了解。。

■■肇事的士撞傷人後停在崇光百貨門肇事的士撞傷人後停在崇光百貨門
外外，，前方有傷者坐在行人路等候救援前方有傷者坐在行人路等候救援。。

■■遭的士撞傷的途人躺在遭的士撞傷的途人躺在
路邊等候救治路邊等候救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部分傷者須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劉友光 攝

■■失控撞欄的豐田失控撞欄的豐田MRMR22跑車跑車，，
車頭嚴重毀爛車頭嚴重毀爛。。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的士衝上馬路的的士衝上馬路的
瞬間瞬間。。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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