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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返學衝燈 15 歲女生遭輾斃
被綠 Van 撞飛數米 再捲車底重創吐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一名品學兼優的
15 歲中四女生，昨晨為趕返學校上課，在其就讀的慈雲山
聖文德書院外橫過馬路時，遭一輛疾馳而至專線小巴撞飛
數米外墮地，再捲入車底被前輪壓着，重傷吐血昏迷，其
間雖有途經女醫生進行急救，惜送院後證實不治。警方初
步不排除有人沒有依交通燈號，衝「紅公仔」肇禍。

現場為慈雲山雙鳳街近聖母醫
院一處行人過路處，慘遭輾

斃 女 生 趙 敏 言 （15 歲 ） ， 洋 名
Mia，在距離現場僅約 100 米外的
聖文德書院就讀中四。由於有家
長及不少同校學生目睹慘劇，校
方已啟動「危機處理程序」，密
切關注受情緒困擾的學生，隨時
提供適切協助。
事發昨晨 8 時許，Mia 身穿校服
趕上學，及至上址時疑心急衝
「紅公仔」燈號過馬路。一輛
37M 專 線 小 巴 沿 雙 鳳 街 上 斜 而
至，姓黃（61 歲）男司機收掣不
及，右邊車頭將她猛撞至飛出數
米外墮地。
小巴餘勢未了繼續衝前，復將
Mia 捲入車底，下半身壓在右邊前
輪下，口吐鮮血，當場昏迷，另
其頭、手腳等多處均受傷。

女醫生路過 即場急救
有目睹事故的街坊稱，當時有
人見女生衝「紅公仔」，曾一度
大叫：「咁危險唔好過呀！」惟
話音剛落，女生已被小巴撞倒。
另有多名上學的學生目睹經過。
一名送子女往聖文德書院上學
的姓黎男家長稱，他見意外發
生，馬上報警及跑到附近聖母醫
院求助，其他途人則將事件通知
聖文德書院校方，其間剛巧有一
名姓何的聖母醫院女醫生經過，
即場為女生急救。

未幾，聖母醫院亦派出護士趕
抵協助，消防員到場迅將女傷者
救出，並由何醫生陪同送院，惜
女生延至上午 10 時 17 分證實不
治。
警方東九龍特別交通意外調查
隊第一隊鄭景文高級督察稱，現
場非交通黑點，肇事小巴右邊車
頭擋風玻璃碎裂，司機雖通過呼
氣酒精測試，但因涉嫌「危險駕
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至於車
禍原因，初步不排除有人未有留
意交通情況橫過馬路肇禍，警方
呼籲目擊經過的人與警方聯絡。
聖文德書院全體師生對事故深感
悲痛，校方已向趙同學家人致以慰問
及提供協助，並已即時啟動「危機處
理程序」，由教育心理學家、校內老
師及學校社工輔導情緒受困擾的
學生，提供適切協助，校方亦已向家
長發信交代事件。

姊為網絡紅人「Hay嫂」
據悉，Mia 居於慈愛苑一單位，
原本與父母及是「YouTuber」兼
網 絡 紅 人 Meghan， 人 稱 「Hay
嫂」的姊姊同住，惟父母因在內
地經商，姊姊亦已遷出，故平日
僅得她與一名外籍女傭同住，但
父母及祖母每周都會回來探望
她。
事發後，其姊接獲通知與男友
和父母趕抵醫院，獲悉噩耗悲慟
欲絕。

■撞倒趕返學女生的小巴
撞倒趕返學女生的小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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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趙敏言（左）與
「網紅」
胞姊Meghan。

忍淚目送愛女遺體 父：阿妹唔使驚
年 僅 15 歲 中
四女生趙敏言
（Mia）疑趕上
學慘遭小巴輾斃，其父親對愛女
不幸離世悲痛不已，仵工到醫院
將遺體運上車舁送殮房時，趙父
全程在場目送，並一度上前伸手
托着裝運遺體的鐵箱，當關上尾
廂門一刻，趙父更強忍淚水輕
喚：「阿妹唔使驚！」向愛女示
意有他在場陪伴，及後再揮手送
別車輛離開。
據悉，樣子甜美的 Mia 品學兼
優，曾考獲全班第一，生前為校
內管樂團成員，她曾在小學一篇
作文中，稱讚父親是一名心思細
密的人，每當她與姊姊感到「唔
開心」時，父親總會第一個發現
和哄她們，她亦直言知道父母工
作辛苦，承諾以後會孝順，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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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父親（右）目送愛女
遺體被舁走。
遺體被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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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趙敏言

■小巴車頭擋風玻璃破裂。
■撞車女生胞姐 Meghan
Meghan（
（右掩面者
右掩面者）
）到醫
院了解情況。
院了解情況。

465 厘年息貴利王 迫提強積金還債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 杜法
祖） 借兩萬逼還 26 萬！一個由黑社會
操控的高利貸集團涉嫌與持牌財務機構
合謀，以高達 465 厘年息借貸給信貸評
級低的債仔，除脅迫債仔巧立名目提取
強積金還款外，更利用債仔的個人銀行
戶口協助洗黑錢，兩年多內合共清洗黑
錢逾 1,600 萬元，警方經深入調查，前
日採取代號「雷霆 17」及「木人巷」行
動，一舉搗破該集團，拘捕13名涉案男
女，當中包括 4 名集團骨幹成員，另有
至少5名涉案者在逃。

警破黑幫集團拘13人
被捕的 13 名男女包括 8 男 5 女（17 歲
至 49 歲），除了當中 4 名骨幹成員，其

餘 9 人均屬提供銀行戶口供集團洗黑錢
的債仔。被捕人士當中 3 人有黑社會背
景，分別涉嫌「自稱是三合會社團成
員」、「以過高利率放債」、「刑事恐
嚇」、「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
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俗稱洗黑錢）
及「煽惑他人使用虛假誓章」等罪行被
扣查。
秀茂坪警區署理助理指揮官(刑事)鄢
曉宇表示，該個高利貸集團由 2014 年 7
月開始運作，主腦透過兩間持牌財務機
構，向一間開設在九龍灣工廠區的空殼
公司提供資金，邀請一些信貸評級低的
借款人到公司借錢，集團會與借貸人簽
訂合約，惟借貸人未能取回合約。
當借貸人未能償還債務時，便會遭到

脅迫及恐嚇，並會介紹他們聯絡其他高
利貸「數冚數」還債，當中最誇張的一
個個案是受害人借 2 萬元，扣除行政費
後僅得 1.6 萬元，但最後在兩年多內合
共償還了26萬元，其間更被脅迫到職金
局發假誓提取強積金存款還債，涉及的
年利率高達 465 厘，是 60 厘法定上限的
7倍多。
行動中警方檢獲大批證物，包括大批
債務合約、一批手提電話、約13萬元現
金、4個夾萬及3部電腦等。
警方相信已成功瓦解一個由黑社會操
控的高利貸集團，打擊黑幫的不法行為
及收入來源，目前有關行動仍在進行，
警方現正設法緝捕 5 名在逃涉案者歸 ■警方講述破獲高利貸集團放數及洗黑錢手法。
案。
劉友光 攝

血癌漏約覆診奪命 裁定
「意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2014 年瑪嘉
烈醫院疑連串醫療失誤，導致一名 46 歲血
癌男病人死亡的醫療事故，死因庭 5 人陪
審團昨日一致裁定死者「死於意外」。死
者遺孀認為終可為丈夫的死找出一個明
白。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回應指，不
希望以後再發生這些不幸的醫療事故，促
請醫管局總結經驗，找出問題癥結。
46 歲的血癌男病人連穗文 2014 年 5 月
初，到瑪嘉烈醫院覆診時，因主診醫生認
為他的血小板指數未跌至高風險水平，故

判斷不需安排預防性輸血小板，只要求他
數日後到院覆診，豈料院方卻遺漏發出預
約覆診紙。直至病人有一日清晨因頭痛、
頭暈而緊急入院，但該院先後拖延逾 5 小
時方為他抽血檢驗，當時他的血小板指數
已跌至最低位，不宜進行手術。連穗文留
醫3日，最終因大量腦出血不治。
死因聆訊昨日達成裁決，4 男 1 女陪審團
一致裁定死者「死於意外」。陪審團裁決
後，亦向涉事醫院提出可增設電子化病人
識別系統的建議。死者遺孀黃惠珍聽到裁

決後，忍不住哭出來，認為終可為丈夫的
死找出一個明白。

麥美娟促尋問題癥結
關注醫療事故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
娟指出，不論制度，問題出現的關鍵都在
「人」，醫護人員有沒有用心重視病人的
病情，以及提供治療是非常重要。
她表示，明白公營醫療系統工作量及壓
力十分大，惟每名病人均信任醫護人員，
相信會為其提供適當治療，不希望以後再

一輛價值約130萬元的頂級
版 Tesla 電動車，昨晨 9 時許
傷 沿何文田山道落斜時，疑收掣
不及，撞向前行一輛專線小
踩 巴，並「炒起」專線小巴車
腳 尾，小巴司機頸部受傷，但他
仍負傷踩緊腳掣，避免後輪離
掣 地的小巴衝落斜路。消防員到
場先將小巴穩住，再協助司機
離開車廂送院。意外中涉事電動車女
司機，以及小巴上一名女乘客亦報稱
受傷一併送院。受車禍影響，何文田
山道一度要全線封閉。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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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同類不幸的醫療事故，又促請醫管局
總結經驗，找出問題癥結。
瑪嘉烈醫院回應指，會詳細研究及跟進
死因裁判法庭提出的建議，再次向病人家
屬致以歉意及最深切慰問。該院重申，已
於事件發生後即時作出檢討，確保適時為
入院病人抽血和檢查，以及加強醫護人員
對血科高危病人風險的了解和應變。在緊
急情況下，醫生亦會直接為病人抽血，以
及在醫療記錄系統替高危病人加上標示，
提醒應診醫護人員及時跟進。同時該院已
改善血科覆診安排，由指定護士跟進每位
病人的覆診程序。

吊臂撞大橋 拖船船長緩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 前年 10 月汲水門大橋遭躉
船吊臂碰撞事件，導致來往香港
國際機場及東涌交通癱瘓近兩小
時。
負責牽拉躉船的拖船「永照十
二」船長黎木喜（63歲），以及船
東永業機器工程有限公司，早前各
承認「碰撞汲水門大橋區域內之汲
水門大橋」罪，黎昨日被判監4星
期，緩刑12個月；永業機器工程有
限公司則罰款15,000元。
裁判官蘇惠德指，被告身為船

長卻沒有核實吊臂的高度，亦沒
有檢查汲水門大橋航道的高度限
制，只倚賴朋友提供的資訊去決
定航行，罔顧船員及大眾的安
危，這嚴重疏忽是不能接受。
蘇官續指，幸好沒有對大橋結
構造成嚴重損毀，否則將會是場
災難，鑑於船長以往並無過失，
備受同事尊敬，遂判處緩刑。
辯方求情時指， 黎曾於 2012
年 7 月在 10 號風球下出海，在漂
走的漁船上拯救數人的生命，又
曾在長洲避風塘救火。

一個盡責的女兒。
至於 Mia 胞姊 Meghan 是「YouTuber」兼網絡紅人，人稱「Hay
嫂」，她經常與男友拍攝生活趣
事及烹飪等短片在網絡分享，其
頻道多達 30 萬人訂閱。Meghan 事
後泣訴與妹妹關係親密，雙方均
視對方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
又指，所有家人現仍需療養傷痛
情緒。
在趙家打工約 3 年，平日與 Mia
同住，負責照顧她起居的外籍女
傭，昨日得知少主離世後一度痛
哭。她形容Mia是一名好女孩，為
人友善，學習用功，由於考試將
至，Mia 每天都溫習至深夜始就
寢。至於每晚與 Mia相擁入睡的愛
犬 Mimi， 昨 日 一 直 坐 在 門 前 發
呆，似要等候主人回家。
■記者 杜法祖

開戶洗黑錢抵債
跟車工人罪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警方在
監視色情網站活動期間，發現有銀行戶口
疑被用作處理其中一個網站的收益，涉款
逾 310 萬元，警方其後拘捕開立該銀行戶
口的跟車工人。案件早前在區域法院審
訊，被告聲稱借貸 2,000 元，每星期利息
卻高達 300 元，無力償還，惟有按債主要
求開戶口抵債，不知戶口被人利用。法官
指被告供詞謊話連篇，昨裁定他一項「協
助及教唆洗黑錢」罪名成立，押後至明日
判刑。
本身有一個盜竊案底的被告官恒昌（34
歲），被指2012年11月30日至2013年12
月1日，協助及教唆清洗逾310萬元黑錢。

官指被告供詞大話連篇
暫委法官張天雁裁決時稱，被告供詞大
話連篇，不接受他指「借戶口畀人」說
法，亦不相信他會為區區 2,000 元借款，
每星期還利息 300 元，這是匪夷所思。被
告有借據仍甘願償還超高利息，絕不合
理，屬無稽之談。被告聲稱借出戶口，但
又會去銀行「打簿」領取工資，故相信被
告對戶口有金錢往來事宜是知情。
辯方求情指，被告在快餐店工作，父母早
逝，養大他的祖母在今年初去世，犯案是因
為經濟拮据，而實際只得2,000元得益。
案情指，警方在2013年9月發現色情網
站「sex141.com」兩個收費項目，被人以
多張銀行櫃員卡提走款項。同年 12 月找
到被告名下中國銀行戶口的櫃員卡及資
料，證實該戶口有 86 次收款 9,100 元，及
66 次收款 18,200 元的記錄，與網站的收
費項目相符。被告2014年1月在落馬洲離
境時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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