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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元朗麥理浩徑一條單車徑昨日下午

發生奪命單車意外，7名單車發燒

友趁周日假期騎單車郊遊，各人在

一處路面落斜期間，跟在隊尾的退

休女社工隊友突然大叫：「Dup唔

到呀！」隨即連人帶車失控撼向路

邊一棵大樹，再反彈墮地，頭破血

流陷入昏迷，由同行丈夫陪同送院

搶救，惜終返魂乏術，警方正調查

意外原因，包括是否涉及煞車系統

失靈。

單車落斜自炒 退休婦撼樹亡
出事時大叫「Dup唔到呀」警查是否涉煞車系統失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將軍澳
東龍洲對開海面，昨晨發生躉船撞翻舢
舨險奪命事故，意外中兩名租船出海垂
釣男子墮海，其中一人更被捲入躉船
底，一度沒頂消失，幾經掙扎最終自行
浮上水面，惟獲救後因頭部受傷陷入昏
迷，在水警輪到場前始回復清醒，事後
與輕傷友人一同送往醫院敷治，當局正
對撞船意外原因展開調查。
墮海後一度昏迷的釣魚郎姓蔡（44

歲），送院時頭部、背部及手腳均告受
傷，其中頸部更要戴上頸箍以穩定傷
勢，須由救護員以擔架床推入醫院；同
告墮海的另一名釣魚郎姓胡（54歲），
手部及腳部擦傷，可自行步落救護車入
院。
事發昨晨9時許，據悉蔡、胡兩人預

先在將軍澳租下一艘約3米長機動舢舨
出海，在東龍洲以南約900米海面落錨
垂釣。其間突有一艘拖輪拖着一艘躉船

經過，躉船的左邊船身突撞及舢舨的尾
部，舢舨當場被撞翻，兩人隨即墮入海
中。
現場消息指，蔡、胡兩人墮海後，蔡
迅即被捲入船底沒頂消失，當躉船駛過
後，蔡始浮上水面。
兩人隨後由躉船工人救起，蔡的頭部
及身體多處受傷，一度陷入昏迷，幸在
水警輪奉召到場時，他已回復清醒，兩
人迅被送往西灣河水警基地，再由候命
的救護車轉送東區醫院治理。警方列作
「船隻翻沉」跟進。

躉船撞舢舨 兩男墮海一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葵涌一名
巴基斯坦籍男子，昨晨疑借醉向一間士多勒
索保護費不遂，竟發惡踢毀士多的物品，包
括兩隻雞蛋，當警員到場調查時，有人突情
緒激動，拒絕合作，終被5名警員合力制服
拘捕，再將他抬上警車帶署扣查。
被捕巴基斯坦籍男子38歲，他涉嫌勒
索、刑事毀壞及拒捕被扣查。
現場為葵涌青山公路456號一間士多，由
一對夫婦經營。據附近街坊指，被捕男子與
一名兄弟居住附近一單位多年，他除經常醉
酒在街頭喧嘩外，另曾在便利店疑干犯盜竊
被捕。事發前，疑犯曾向兩間報檔及一間小
食店勒索「保護費」，惟無人理會。
至昨晨8時許，疑犯滿身酒氣再赴士多勒
索保護費，姓蘇（59歲）男東主未予理
會，詎料有人竟發難出腳踢士多內物品，包
括一盒雞蛋，其中兩隻雞蛋飛出跌爛，男東
主於是報警。
未幾，多名警員奉召到場調查，有人拒絕
合作外，更激動地向東主大聲喊叫。隨後又
與警員糾纏，5名警員眼見警告無效，終合
力將其制服按在地上，再抬上警車帶署。警
員調查期間，約40名南亞裔人士聞訊到場
圍觀，又一度企圖阻止記者拍攝。

女死者姓蔣（57歲）為退休社工，與
丈夫同住大埔區。據悉，她與丈夫一

向熱愛遠足、跑步等戶外活動，至近年始
接觸單車運動，並經常聯袂騎行，經驗尚
算豐富。不過，出事現場為夫婦首度嘗試
路段。

現場為越野單車徑路段

昨日，女死者聯同丈夫及5名友人，一
行7人到大欖郊野公園麥理浩徑騎單車，
各人均有佩戴頭盔等安全裝備。該路線已
由漁農自然護理署劃入大欖越野單車徑路
段之一，全長7.2公里。
昨日下午2時35分，眾人騎單車途經大

欖涌水塘吉慶橋對上約150米、麥理浩徑
第十段的落斜路段，現場消息稱，當時蔣
婦落後大隊。
前行的丈夫及一眾友人落斜期間，突驚

聞在隊尾的蔣婦大叫：「Dup唔到呀！」
其丈夫轉頭了解時，即見她連人帶車失控
撞向路旁一棵大樹，再反彈墮地，當場頭
破血流陷入昏迷，同行友人見狀立即報警
求助。
救護員到場，迅將女事主送往博愛醫院

搶救，惜延至3時37分不治。
事發後，身穿單車裝備的同行友人及親

友陸續趕抵醫院了解情況，有親友驚聞噩
耗傷心欲絕，失聲痛哭。

警檢出事單車查肇因
在場調查的警員發現，肇事路面及其單

車遺下大灘血迹，事後檢走肇事單車作進
一步檢驗，以了解意外起因，之後再到醫
院跟進調查，暫未知意外是否與其單車煞
車系統有關。
新界北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已接手調

查，呼籲市民如目睹意外發生或有資料提
供，可致電3661 3800與調查人員聯絡。

惡漢勒索士多不遂飛腳毀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繼前日
將軍澳有野豬出沒撞傷途人後，昨日在香
港仔亦有3大1小野豬現身深灣遊艇會附
近，四處遊蕩，吸引不少途人駐足拍照，
漁護署人員為免強行驅趕造成混亂，改以
番薯及麵包作餌誘，成功將野豬誘至附近
休憩公園圈禁，再慢慢逐一處理，人員先
活捉一頭小野豬，再由獸醫先後向3頭大
野豬發射麻醉槍制服，捉豬行動花達7小
時終完結。
事發昨日清晨6時半，有途人行經深灣
道近遊艇會對開時，發現4隻野豬在路邊
徘徊，途人恐有危險，於是報警求助。
警員趕至時，發現其中一隻野豬已走回

山上，其餘兩隻約1米長大豬、以及1隻
約半米長的小野豬仍四處覓食，其後3豬
更走進草叢睡覺，警員持盾牌戒備，等候

漁護署人員到來處理。

番薯麵包誘4豬到公園
昨晨10時許，3隻野豬醒來，另1隻大
野豬又折返「團聚」，4隻野豬繼續在草
叢穿梭覓食。

漁護署職員到場，用番薯及麵包作餌，
引誘4隻野豬跟隨進入深灣道休憩公園
後，即將大門關上，令野豬不能亂走闖
禍。隨後趁機將最細小的野豬先活捉。
至昨日下午1時，漁護署獸醫奉召到

場，先後向被困公園的3隻野豬發射麻醉

槍，3野豬終不支暈倒，逐一被職員抬
走，事件擾攘超過7小時圓滿解決。
前日上午，將軍澳康城路亦有一隻野豬

出沒，該野豬疑受驚，先後撞傷兩名途人
及一名警員，警方及漁護署人員圍捕近3
小時始成功將野豬捉走。

4野豬玩轉深灣7句鐘終落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灣仔會展
「六月香港珠寶首飾展覽會」昨日是最後一
天，警方昨日下午在場內拘捕一名持雙程證
內地中年漢，懷疑他在一展覽攤位盜取金戒
指和金手鐲，總值3,780美元（約3萬港
元）。警方以涉嫌盜竊將他拘捕通宵扣查，
案件交由灣仔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警方稱，昨日下午約3時45分，一名48
歲男子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珠寶展覽場地其
中一個參展攤位，要求職員展示一批首飾，
在場有其他買家懷疑該名男子暗中取走4隻
金戒指及一隻金手鐲，遂通知攤位職員，職
員將男子截停，並向場內駐守警員及保安員
求助，警員在該男子的背包內起回5件首
飾，涉事展銷商並無損失。

內地漢珠寶展偷3萬金器斷正

■■涉嫌於珠寶展盜竊被捕男子涉嫌於珠寶展盜竊被捕男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海洋公園的
「瘋狂過山車」在昨晚6時24分，因安全系
統偵測到驅動組件出現異常情況而停駛。在
場員工隨即按既定程序，於6時40分將首名
遊人安全帶離設施，其餘遊人亦於晚上7時
05分前全部離開，即23人曾一度在半空停
留約41分鐘。海洋公園稱，事故中沒有遊
人受傷或不適。
海洋公園發言人稱，已即時向機電工程署

通報事故，並強調園內22部機動遊戲，每
天均由超過230名員工進行詳細檢查，亦定
期於每周、每月及每年進行各式小檢及大
檢，確保運作安全。所有機動遊戲均由獨立
檢測員進行年檢，並將有關報告送交機電署
查核。

海園過山車跪低
23客困4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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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44隻野豬在深灣草叢內覓食隻野豬在深灣草叢內覓食。。■■44隻野豬聯袂在深灣道出沒隻野豬聯袂在深灣道出沒。。

■■警員及漁護署人員警員及漁護署人員
張網圍捕野豬張網圍捕野豬，，引來引來
大批途人圍觀大批途人圍觀。。

■■同行友人騎單車趕到醫同行友人騎單車趕到醫
院院，，聞噩耗均感哀傷聞噩耗均感哀傷。。

■■麥理浩徑出事落斜麥理浩徑出事落斜
路段遺下大灘血跡路段遺下大灘血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墮海男子
獲救時已陷
昏迷。
網上圖片

2017年6月26日 今日電視節目表 （星期一）

無綫翡翠台 無綫明珠台 鳳凰衛視中文台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奇妙電視J2台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包青天
10:30 你們我們他們
11:30 宣傳易及新聞提要
11:35 交易現場
11:45 談情說案
12:45 交易現場及回歸20周年

香港願景
1:00 午間新聞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5 今日VIP
2:40 交易現場及深港滬通
2:45 掌上明珠
3:45 寵物反斗星及交易現場
4:15 光之美少女︰美樂天使
4:45 花生動畫
4:50 Think Big天地
5:20 多啦A夢
5:50 財經新聞
6:00 鏗鏘集及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及回歸20周年

香港願景
7:00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7:30 東張西望及回歸20周年

香港願景
8:00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8:30 射鵰英雄傳
9:30 賭城群英會及原來big

big channel咁好玩
10:30 特備節目及回歸20周年

香港願景
11:00 晚間新聞
11:30 新聞檔案
11:35 天氣報告
11:45 娛樂頭條
11:50 妙手仁心III
12:55 回歸20周年香港願景
1:00 皆大歡喜
1:40 今日VIP
2:05 東張西望
2:35 無間音樂
3:35 談情說案
4:30 活着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奇趣英語(II)
9:25 瘋狂問答過山車
9:30 趣趣知知鳥
9:45 寓言小故事
10:00 金融行情
10:30 交易現場
11:00 金融行情
11:30 交易現場
11:32 金融行情
12:00 CGTN環球瞭望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2:03 金融行情
3:55 交易現場
4:00 芝麻街(XLVII)
4:30 見習小武士(III)
4:55 瘋狂問答過山車
5:00 狂野孖寶(IV)
5:30 叢林小救兵
6:00 財經消息
6:05 腦力大作戰(III)
6:35 港生活．港享受
7:00 笑笑小電影(XXVII)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明珠檔案
8:30 我要做廚神(VII)
9:25 入廚易
9:30 話說當年
9:35 新福爾摩斯(IV)
10:30 環球金融速遞
10:35 新福爾摩斯(IV)
11:35 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
12:00 神盾局特工(II)
12:55 血變(II)
1:45 音樂熱點
2:00 未來都市
3:00 我要做廚神(VII)
3:50 明珠檔案
4:20 歐陸名畫樂悠揚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6:00 秘密
7:00 幸福的麵條
8:00 閣樓王世子及回歸20周

年香港願景
9:00 沖遊泰國
9:30 滋味行
10:30 無間音樂
11:30 兄弟幫
12:00 浮士德的微笑
1:00 權慾叛戰及回歸20周年

香港願景
2:00 秘密
3:00 幸福的麵條
4:00 超級勁歌推介
4:05 都市的法則
5:30 安樂蝸
6:00 世界第一等
7:00 浮士德的微笑
8:00 娛樂新聞報道及回歸20

周年香港願景
8:30 世界第一等
9:35 搵食飯團
10:05 閣樓王世子
11:05 權慾叛戰及回歸20周年

香港願景
12:00 兄弟幫
12:30 超級勁歌推介
12:35 早着先機
1:45 搵食飯團
2:15 最美好的咖啡時光及回

歸20周年香港願景
2:35 權慾叛戰
3:30 都市的法則
5:00 安樂蝸
5:30 流浪神差

06:30 漫遊百科
07:30 早辰．早晨
08:05 千禧年代
09:00 獨立好戲
10:00 好戲在後頭
10:30 舞動全身
11:00 「我要起飛」萬人青年

音樂會
12:30 西九進行式2016
13:00 五夜講場-是男非男
14:00 家多一點點
15:00 教育電視學校節目
16:00 文藝港台
17:00 青春聯合體
17:25 左右紅藍綠
17:30 文化長河-萬里行
18:00 活在牆上
18:30 一家人
19:00 Harry哥哥好鄰居
19:18 超好玩實驗
19:33 小農夫 大作物
20:00 申訴
20:30 鏗鏘集
21:00 大都會
21:30 好好過日子
22:00 香港故事-人．情．味@

廚房
22:30 新聞天地
23:00 五夜講場-哲學有偈傾
00:00 大都會
00:30 好好過日子
01:00 警訊
01:05 惜食地球人

06:00 朝聞天下
08:35 生活早參考-特別節目

(生活圈)
09:27 俺爹是臥底-21-23
12:00 新聞30分
12:36 今日說法
13:15 加油愛人-6-9
16:33 第四批「中國夢」主題

新創作歌曲-相逢春天
16:44 第一動畫樂園
19:00 新聞聯播
19:39 焦點訪談
20:04 國家記憶紫荊花開-1
20:45 我的1997-3
21:38 精彩一刻-大國工匠貴金

屬精煉師潘從明1
21:49 精彩一刻-大國工匠與核

共舞守護藍芯喬素凱2
21:59 晚間新聞
22:37 尋寶-我有傳家寶
23:36 中華民族
00:12 生活提示
00:22 人口
00:44 動物世界
01:31 晚間新聞
02:03 生活早參考-特別節目

(生活圈)
02:48 精彩一刻-航拍中國海南

燈塔漁村
02:56 星光大道
04:29 今日說法
04:57 新聞聯播
05:27 人與自然

07:00 鳳凰早班車
09:00 寶島聚焦
09:30 笑逐言開
10:15 龍行天下
11:00 大政商道
11:30 風雲對話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3:00 鏘鏘三人行
13:35 名人面對面
14:00 文化大觀園
14:25 領航者
15:00 資訊快遞
15:30 生命密碼
16:15 鳳凰大視野
16:50 名言啟示錄
17:00 有報天天讀
17:25 紀錄．大時代
18:00 全媒體大開講
19:15 今日視點
19:20 鳳凰觀天下：時事亮亮點
20:00 鳳凰大視野
20:35 鳳凰焦點關注
20:55 名言啟示錄
21:00 時事直通車
22:00 鳳凰衝擊播：今日看世界
22:30 絲路文明
22:35 鳳凰全球連線
23:00 鏘鏘三人行
23:35 有報天天讀
00:00 鳳凰子夜快車
00:25 絲路文明
00:30 全媒體大開講
01:50 鳳凰大視野
02:25 世紀大講堂
03:00 紀錄．大時代
03:25 鳳凰衝擊播：今日看世界
04:00 名言啟示錄
04:05 鳳凰焦點關注
04:30 鳳凰全球連線
05:00 有報天天讀
05:30 鏘鏘三人行
05:55 時事辯論會

6:00 創富早餐
9:00 開市埋位
10:00 交易所直播室
10:30 財經即時睇
11:00 窩輪攻略
12:00 財經即時睇
12:30 越夜越好玩
1:00 開市埋位
2:00 交易所直播室
2:45 外匯先機
3:00 財經即時睇
3:30 商品有價
4:00 交易所直播室
5:00 大行報告
5:30 積木戰士
6:00 Hello Kitty繽紛樂園
6:30 港味傳奇
7:00 同伊
7:30 新聞最前線
8:00 玩盡日本3000Yen
8:30 六扇門
9:30 鬼怪-孤單又燦爛的神
10:30 喜出望外
11:00 十一點最前線
11:30 娛樂新聞
12:00 吾男吾女
12:30 消失中的味道
1:00 喜出望外
1:30 六扇門
2:30 吾男吾女
3:00 玩盡日本3000Yen
3:30 鬼怪-孤單又燦爛的神
4:30 消失中的味道
5:00 娛樂新聞
5:30 同伊

06:00 早晨新聞
09:00 智富通
10:00 愛不單行
11:00 智富通
12:00 午間新聞
12:20 風行全世界
12:55 智富通
13:30 她很漂亮
15:00 智富通
16:00 神魄
16:30 小馬寶莉 5
17:00 超能旺達
17:30 快樂童盟
18:00 6點新聞報道
18:30 硬地音樂
19:00 愛不單行
19:50 體育係...300
20:00 8點新聞報道
20:30 又，吳海英
21:30 詭探
22:00 闔家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22:30 黑料理
23:00 十五分鐘熱度
23:15 Girls' Talk-扮靚錦囊
23:30 晚吹-捲上你的床
00:00 深宵新聞
00:30 五夜報佳音
00:35 大人女子
01:30 又，吳海英
02:30 晚吹-捲上你的床
03:00 她很漂亮
04:30 愛不單行
05:30 耆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