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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雙層九巴串燒 28人傷

瑪嘉烈「甩轆」老翁開錯腦
設委會徹查 8周內向醫管局交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繼今年3

月伊利沙伯醫院出現「開錯腦」事故

後，瑪嘉烈醫院又再出現腦部醫療事

故。瑪嘉烈醫院昨日表示，一名86歲

男病人因腦硬膜下積血，本周三於院內

進行緊急左顱骨鑽孔手術以清除積血，

惟醫生在手術期間，因未見病人腦內有

預期積血量，始發現錯誤在右腦施刀。

院方已與病人家屬會面交代事件及致

歉，並已成立委員會調查事件，8周內

向醫院管理局提交報告。

瑪嘉烈醫院發言人表示，該老翁因腦硬膜下積
血，本周三入住瑪嘉烈醫院神經外科病房，並

進行緊急左顱骨鑽孔手術，以清除左邊腦硬膜下的積
血。惟醫生在病人右邊腦硬膜切開小孔後，因未見預
期中的積血量，始發現施刀位置錯誤。

病人術後清醒 涉事醫生仍上班
醫生隨即縫合病人腦右側的傷口，並在腦左側進行

手術。病人手術後清醒，目前情況穩定。據了解，該
名病人因跌倒後感到狀態不佳，故前往瑪嘉烈醫院求
醫。涉及是次醫療事故的醫生是一名神經外科專科醫
生，目前如常上班。

院方向家屬交代致歉
院方已將事件呈報醫管局，同時成立「根源分析委

員會」調查事件，並於8周內向醫管局提交報告。醫

院亦跟病人家屬會面交代事件及致歉，並因應是次事
件，昨日向相關臨床部門發出提示，提醒醫護人員需
按「術前暫休」程序執行既定「手術安全核對清單」
的重要性。醫管局亦正檢討手術安全政策，進一步加
強「術前暫休」程序成效，作為外科團隊確認正確手
術位置的關鍵步驟。
公立醫院並非首次發生「開錯腦」事故，今年3
月，伊利沙伯醫院為一名54歲、患有右頭顱動脈血
管瘤女病人進行緊急開腦手術時，神經外科醫生錯誤
打開病人左邊頭顱，直至麻醉科醫生檢查造影報告時
才發現出錯，並即時通知醫生放回病人左邊頭顱骨，
再由另一名神經外科醫生在右邊頭顱進行開腦手術。
有關事件已完成調查，報告指涉事醫生在施行手術

時，未有在病人頭顱上畫上手術位置記號，並記錯血
管瘤位於病人左邊頭顱，該報告亦已建議醫護人員日
後需加簽核對手術清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牛池灣斧
山道昨日下午發生雙層巴士相撞意外，一
輛雙層巴士駛經迴旋處時疑故障停在路
中，詎料尾隨而至的另一輛巴士卻收掣不
及，猛撼向前車車尾，男車長當場受傷被
困毀爛車頭，需消防救出，同車共有28人
受傷分送3間醫院救治，所幸各人傷勢均
不嚴重，受意外影響，現場交通一度嚴重
擠塞。
車禍受傷的28名傷者，其中車長姓梁

（24歲），他頭、手、腳受傷，傷勢最
重，待救時一度體力不支，伏在軚盤上。
另外同車10男17女（3歲至67歲）乘客，
分別撞傷頭、手、腳或身體不適。
昨日下午2時半，一輛雙層巴士沿斧山

道往彩虹道方向，途經斧山道運動場對開
迴旋處時，車長疑察覺機件故障，遂將車
停在慢線亮起「死火燈」警告尾隨車輛。
惟未幾，另一輛277X線雙層九巴駛至，車
長疑未有留意前方有壞車，收掣不及，猛

撼向前車車尾，巴士車頭嚴重損毀，擋風
玻璃爆裂，車長受傷被困。由於撞擊力猛
烈，車廂內大批乘客分告撞向椅背或跌倒
受傷，多人報警求救。

疑司機無留意前巴「死火」
大批消防員奉召到場救援，花約10分鐘

將被困車長救出送院，另把同車大量受傷
乘客扶落車等待分流救援，其間一輛流動
醫療車奉召到場協助，將其餘27名受傷乘

客送院敷治。
有受傷乘客事後形容：事發時「司機好

像無留意前面有巴士死火！」以致收掣不
及撞向前車車尾，場面混亂，不少人感到
驚慌，不知所措，其間亦有乘客不顧自己
傷勢，協助疏散其他乘客到車外待救。
警方事後封鎖現場迴旋處調查原因，斧

山道往彩虹道方向近龍翔道一度全線封
閉，現場交通嚴重擠塞約兩小時始回復正
常。

日前發生懷疑洩漏石油氣引致大爆
炸事故的土瓜灣長寧街一間茶餐廳，
警方重案組探員事隔3天後，昨日再
重返現場調查，由於店內仍有大量雜
物及食物未清理，炎熱天氣下開始腐
爛發臭，滋生大量蒼蠅，街坊擔心傳
播細菌，盼當局跟進。事件中兩名命

危留醫傷者，其中男食客的傷勢已有好
轉。
約昨日中午，警方重案組探員偕同女店

東的胞妹，重返大爆炸現場，了解未爆炸
前店內物件擺放位置，並作出記錄，探員
逗留約兩小時才離開。至下午3時許，勞
工處人員亦偕同另一名店東返回現場，他
們停留約20分鐘離去。
由於事隔3天，肇事茶餐廳仍堆積大量

雜物及遺留的食物未清理，現場開始傳出
惡臭，並見大量蒼蠅飛舞。一名居住附近
的街坊稱，相信店內貯藏的食物未清理，
炎熱天氣下迅速變壞，恐會傳播細菌，衛
生問題令人憂慮。
大爆炸事故中重傷命危的兩名傷者，其

中男食客林峰（53歲）情況已由危殆轉
為嚴重。不過，全身有九成半燒傷的水吧
職員吳永光（57歲）則仍危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食物腐爛傳惡臭
居民盼速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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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名警務人員在2014年示威者違法
「佔領中環」期間，拘捕公民黨前成
員曾健超後，涉將其毆打，經審訊後
全部罪成，各被判囚2年。不過，各
人就其定罪及刑期提出上訴。繼日前
總督察、高級督察及兩名警員等4人

先獲上訴庭批准保釋外出等候上訴後，警
長白榮斌及警員陳少丹，昨日亦獲准保釋
等候上訴。餘下一名被告警員關嘉豪，現
尚未有消息顯示其保釋申請排期處理日
子。
白、陳兩人分別由資深大律師黃敏杰及

女大律師李詠文代表，昨日向上訴庭副庭
長倫明高提出保釋要求，獲法庭批准。其
中白需交出5萬元現金擔保及5萬元人事

擔保，而陳則准以10萬元現金擔保，他們
於保釋期間不得離港，並要交出旅遊證件
及居住在報稱地址。法官提醒兩人，必須
遵守法庭指示，出席所有上訴聆訊。
法官引用早前同案被告的保釋外出申請

判決書內容，控罪的最高刑罰是入獄3
年，本案的量刑起點為兩年半，按求情內
容扣除後為兩年監禁。原審法官採取兩年
半的量刑起點或許是過重，可能一個較低
的量刑起點更合適。而法庭至少要排期6
個月至9個月才能安排上訴聆訊，屆時他
們可能已服大部分刑期，如成功獲減刑的
話，便變成實際所服的刑期比判刑為長。

30人到庭撐警

「珍惜香港群組」及「撐警大聯盟」約
30人，昨日到高等法院聲援七警，他們指
警員艱辛執法致衝動襲犯，判囚700多天
是「黃禍」。
7名被告依次為俗稱「O記」的有組織
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總督察黃祖成（48
歲）、觀塘區反黑組高級督察劉卓毅（29
歲）、警長白榮斌（42歲）、警員劉興沛
（38歲）、東九龍總區刑事總部警員陳少
丹（31歲）、九龍城區刑事偵緝警員關嘉
豪（32歲）、及觀塘區反黑組警員黃偉豪
（36歲）。
7人早前均被裁定串謀毆打傷害曾健超

罪成，各判囚2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再有兩警准保釋候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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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退休警
司朱經緯涉在2014年處理違法「佔領旺
角」期間，以警棍毆打途人，及後被控一
項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朱經緯維持否
認控罪，案件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作預
審，法官將案件押後至11月6日開審。
控罪指，57歲的被告朱經緯被控於

2014年11月26日，在旺角彌敦道666號

上海商業銀行外襲擊鄭仲恆，致他造成身
體傷害。
控辯雙方就證物爭辯。辯方將呈上3段
證據影片，包括來自無綫及now TV拍攝
到的衝突片段，雙方均不爭議影片中朱的
身份，惟辯方認為不應只集中在朱擊打市
民鄭仲恆的瞬間。裁判官錢禮認為，應留
待正式開審時再處理相關問題。

控方傳召8人作證
在早前預審中，控方透露會有13名證人

作供，其中4名證人較為重要。控方昨日
表示將傳召8名證人。
而辯方亦要求控方傳召時任警察公共關

係科「四點鐘許Sir」的總警司許鎮德及一
名港鐵職員作證。
但控方以與案無關為由而拒絕，裁判官

遂着辯方自行申請證人傳票。

朱經緯案押後11月開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海濤 澳門
報道）澳門前檢察長何超明被控巨額詐
騙及濫用職權案昨日在澳門終審法院宣
判，何超明被判囚21年，其個人需要
向檢察院辦公室賠償1,836萬元，與其
他被告共同承擔超過6,000萬元賠償，
並充公他與妻子周小芙的1,210萬元不
明財產。
何超明被控1,536項罪，包括創立犯
罪集團、高價承包檢察院24類合同牟
利，「公器私用」竹灣別墅、獲多利
16樓，請「掛名顧問」王顯娣等。何
超明去年2月被羈押，曾先後申請人身
保護令被拒。案件於去年12月9日正式
開審，今年5月15日審結。
法官宋敏莉在判刑時指，何超明罪行

程度十分高，對社會秩序及公平造成十
分嚴重影響。
宋官稱，對方身為法律人，本應知法

守法，嚴格按照法律行事，卻長期超越
法律紅線，將檢察院變成法外之地。
何超明聞判後舉手要求發言，他稱：

「呢個係冤案，我要上訴！」特區終審
法院院長岑浩輝則指示：「帶佢出
去。」何超明被3名獄警押走時，仍不
斷振臂高呼：「呢個係冤案，我無收過
黑錢，我要上訴，我要上訴。」

涉詐騙等逾千罪成
澳前檢察長囚21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兩名配
備私家車作案的匪徒，昨日凌晨爆竊旺角
白楊街一間菜館準備離開時，碰上執行反
罪惡巡邏的機動部隊警員，兩人為求脫
身，棄下約500元賊贓、作案的爆竊工具
及私家車分頭逃去，案件已交由旺角警區
刑事調查隊跟進，追緝涉案兩名南亞裔及
本地男子下落。
涉案逃脫的兩名男子，其中南亞裔男子
約1.7米高，穿黑色長袖上衣及黑色長
褲；另一名本地男子穿灰色上衣。警員事
後於兩人棄下的私家車內檢獲1支鐵筆，
該車的行車證已過期，稍後被拖走扣查。
昨日凌晨3時許，一隊機動部隊警員在

西九龍一帶執行反罪惡行動，其間巡經旺
角界限街與基隆街交界，目睹一名可疑南
亞裔男子準備登上路旁一輛黑色私家車。
警員擬上前截查，詎料對方即時棄車沿基
隆街往油麻地方向拔足而逃，至白楊街時
更將一個內有500元現金的紙袋棄下。
現場消息指，警員追捕期間，再發現另
一名可疑本地男人沿白楊街一條後巷逃去
無蹤。
警員其後在附近搜索，發現白楊街9號

地下一間菜館的鐵閘半掩，鎖頭被撬毀，
玻璃門亦被撬開，菜館內有被搜掠痕跡，
另在汝州街一條後巷發現兩頂鴨舌帽、手
套、口罩、電筒、螺絲批等爆竊工具。
警方相信該間菜館遭早前逃走的兩名可

疑男子爆竊，於是通知菜館負責人返回協
助調查，證實舖內失去約500元現金。

竊菜館遇警截
兩賊棄贓速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柴灣
環翠道11號興華邨商場特賣場，昨晨
揭發盜竊案，一個售賣玉石的攤檔未開
賣已被盜去兩箱總值約兩萬元的玉石，
檔主質疑商場保安不力，或涉人為疏忽
令賊匪有機可乘。
負責商場管理的領展表示，將全力配
合警方調查，又指商場職員一直有定時
巡查場內設施及商舖，並提醒商戶妥善
處理其物品。

玉器檔被偷值兩萬玉石

■長寧街大爆炸茶餐廳仍一片凌亂，食物
腐臭味濃烈。

■瑪嘉烈醫院將成立委員會，調查日前發生「開錯腦」事故，並於
8周內向醫管局提交報告。 資料圖片

■■斧山道兩巴相撞斧山道兩巴相撞，，警方封警方封
閉路面進行救援閉路面進行救援。。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受傷乘客在路旁接受初步治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猛撞前車的巴士車頭損毀嚴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獲准保釋等候上訴的警長白榮斌（左）
及警員陳少丹。 資料圖片

■「撐警大聯盟」成員到高院外支持涉案
7名警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