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議員何君堯由於反「獨」而遭反對派針
對。有反對派中人近日質疑何君堯並沒
有他報稱的英格蘭及威爾斯的執業律師
資格，以及其新加坡執業資格。
何君堯在其facebook分別公開自己在

英國律師業註冊和監管機構 Solicitor
Regulation Authority（SRA）的登記
號碼，又貼出由新加坡最高法院發出的
證書澄清。
他形容連串針對他的行動是「黃色恐

怖」，並強調自己無畏無懼。
網上近日流傳一封英國律師會回覆網

民的信件，稱根據記錄，「Junius
Kwan-Yiu Ho（Junius 何君堯）」並非
英格蘭及威爾斯的執業律師，也沒有他
的註冊記錄。何君堯前晚即在fb公開自

己在英國律師業註冊和監管機構 Solici-
tor Regulation Authority（SRA）的登
記號碼。

力拒文攻武嚇「我無畏無懼！」
他說道：「倘有勇氣之士站出來力斥

其非，這班『黃毒』用文攻武嚇，要你
閉嘴……今天這個『黃色恐怖』，朝我
而來，我無畏無懼！」
「新民主同盟」成員、馬灣區議員譚

凱邦昨日則在其facebook貼出新加坡律
師會的回信，稱翻查當地執業律師名冊
後，發現並無「何君堯」此人。何君堯
下午在其fb貼出由新加坡最高法院發出
的證書，證明他在1995年註冊成為當
地事務律師，有執業資格，但沒有在當
地執業。

公開「律證」澄清 君堯反擊「黃毒」

何君堯仔女遭起底「獨人」揚言「父債女還」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自
牽頭反「獨」後，一直
被「獨人」所針對。繼

有人在網上張貼何的全家福，聲言要對方「滅
門」後，有人在網上起底，貼出何在讀中文大
學的女兒的照片及資料。有網民聲言在中大張
貼「大字報」批鬥她，有人更聲稱要「殺無
赦」。此舉可能已觸犯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
取用電腦，以至刑事恐嚇，一經定罪最高監禁
5年。
在「本民青政」控制的「連登討論區」，有
人開帖公開正在中大讀書的何君堯女兒的個人
資料及照片。自稱任職教師的「墳場新聞」創
辦人「青永屍」轉發了有關帖子，聲稱要「真
心祝福」對方，「爸爸做律師，女兒讀中大，
真係好和煦幸福！希望他們一家平安！」網民
「泰利林」也大講反話：「我地（哋）要好好
保護佢，佢萬一頭暈身㷫，佢老豆一定好唔開
心，一陣到時候哎呀。」
「JonSnow」就聲言：「認真有冇cu（中

大）手足？要貼大字報批鬥佢個女啦，父債女

還。」「硬膠胸奴」聲言：「禍必及家人，必
遭咀（詛）咒，這是神所應許的。」「Wong
Yiu Nam Keiwawa」稱：「令千金（何君堯女
兒）同蔡若蓮（早前自殺的）兒子一樣，都會
永遠幸福快樂。」「白毛毛」更揚言要「殺無
赦，殺呀」。
「HKVDC_2017」更聲言會起埋何君堯幼

子底：「何君堯細仔×××× HO英國畢左
（咗）業，我有相又有片，有無人想睇？」

網嚇涉違例 最高囚5年
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條例第一百

六十一條的「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
腦」，任何人在社交網站發放攻擊甚至恐嚇他
人的訊息，可能已干犯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
取用電腦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刑罰
為監禁5年；倘網民附上對方的詳細資料如姓
名、地址等，令人認為事件並非「講笑」，而
是有意圖去做，則有關字句或已干犯刑事恐
嚇，一經公訴定罪，最高刑罰為監禁5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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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奪命巴」死者 市民怕企路邊
乘客：巴士與的士無賭氣 城巴指車長無追更

巴士車禍死者名單及傷者情況
3名死者

謝鳳英 女 60歲（當場證實死亡）

李建華 男 72歲（送明愛醫院搶救後不治）

黃友聲 男 49歲（送瑪嘉烈醫院搶救後不治）

4醫院接收共30名傷者（17男13女）情況

伊利沙伯醫院 1人危殆 / 1人嚴重 / 2人穩定 / 3人出院

明愛醫院 1人嚴重 / 1人穩定 / 1人出院

瑪嘉烈醫院 1人嚴重 / 3人穩定 / 5人出院

廣華醫院 5人穩定 / 6人出院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及醫管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警方昨日凌晨在九龍城一帶
設置路障截查可疑車輛時，一輛
房車未有理會警員指示停車，踩
油加速逃走。警員開車窮追3公
里，房車失控撞壆翻側，司機當
場就逮。警員在車上發現有少量
懷疑冰毒，遂將司機拘捕及送院
治理。警方暫將案件列危險駕駛
及藏毒案處理。
事發昨日凌晨2時許，一名44

歲姓陳男子駕駛房車沿九龍城太
子道東往觀塘方向行駛，當駛至
一酒店對開時遇到警方路障，警
員示意房車司機停車，但司機未
有停車，反而踩油加速逃走。
警車尾隨追捕，雙方追逐約3

公里，私家車卒在斧山道失控撞
壆翻側，陳姓司機困於車廂須由
消防員救出，警員事後檢查涉事
房車時，發現車上有少量懷疑冰
毒，遂將司機拘捕及送院。
現場消息透露，被捕疑人持有

學習駕駛執照，他聲稱房車是向
朋友借來。事發時雙方沿太子道
東追至龍翔道近清水灣道交界，
房車衝紅燈左轉上斧山道時懷疑
失控，被尾隨警車追至束手就
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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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晨11時許，警員到九龍灣汽車
扣留中心，開始替肇禍城巴檢

驗。城巴派出職員，並提供升降台
及拖車到場協助取證。
現場所見，城巴上層左邊車身，
由車頭至中間位置均嚴重劏開，車
身內外仍遺有血漬。其間，警員在
城巴內外拍照記錄，並檢查車身及
車廂損毀情況，調查約兩小時後始
收隊離去。
車禍發生後，有網民一度流傳車
禍前城巴曾與被碰撞的士在行駛中
有意氣之爭，但該的士乘客阿倫昨
向傳媒表示，意外前兩車司機從未
發生意氣之爭。
阿倫透露，他與父親乘涉事的士往

九龍城，司機沿途一直正常駕駛。
至欽州街交界燈位，司機見燈號
轉黃，如常收慢停在中線，豈料尾
隨城巴猛撞的士左車尾。肇禍後他
落車了解，目睹滿地傷者，有多名
途人更被困車底，他感到非常震
驚，又估計倘城巴車長不選擇扭
軚，可能不會撞向路邊，釀成如此
嚴重死傷。
就有指城巴車長嚴重不足，不少
車長要「追更」，致休息不足，易

生事故。有城巴職工會代表透露，
車長下班後通常休息不足10小時又
要開工，冀望巴士公司及有關當局
正視問題，將工時由14小時減至12
小時。

城巴：司機休息時間跟足指引
城巴營運總監鍾澤文昨日帶同生

果籃到伊利沙伯醫院探望傷者後強
調，公司無論人手不足的情況多嚴
重，都一直根據運輸署指引，給司
機至少10小時的休息時間，車長入
職後會每1年至2年再接受培訓。
他續說，涉事巴士車長一直駕駛
通宵更，出事前並無「追更」，肇
禍前亦有超過10小時休息時間。

車長申早開工 第一轉就出事
城巴發言人回應稱，公司正努力
跟進事件。意外後已取得涉案巴士
的行車記錄，並交給警方調查。發
言人又解釋，涉案車長於9月21日
下午5時05分簽到，至9月22日上
午6時36分下班，下班時車長向城
巴報名，希望下一更提早開工，故
城巴作出安排，車長當日下午5時15
分簽到後出第一轉車，豈料卻發生
意外。城巴會與運輸署討論及研究
有無空間改善編制。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昨日在警校結

業禮後接受查詢時表示，警方會循
多方向調查車禍，並會與巴士公司
聯絡和蒐證，尋找目擊證人及向傷
者錄取口供。城巴已安排將涉事巴
士上的攝錄片段及俗稱「黑盒」的
行車記錄交予警方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長沙灣道城巴剷上行人路

釀成3死30人受傷嚴重事故，

昨日仍有一半傷者須留醫治

理。是次意外肇因眾說紛紜，

有人聲稱車禍前城巴曾和一架

的士碰撞而出現意氣之爭；有

人稱是城巴車長要「追更」、

休息不足所致。警方開始檢驗

肇事城巴，及取走巴士上的

「黑盒」行車記錄儀，循城

巴車長的人為疏忽、駕駛態

度等方向追查肇因。涉事的

方姓、44歲車長仍被扣查。

不少市民昨日到車禍現場致

祭及獻花，有市民則對是次

車禍似留下陰影，在等候過

馬路時，刻意站近騎樓底，

再不敢站近馬路邊。

長沙灣道城巴嚴重車禍釀
成3死30傷，有死者家屬
不滿城巴事後一直未有主動
接觸他們及安排善後等事
宜，至家屬致電查詢要求路
祭，對方竟冷漠回應「我哋

無做呢啲咁嘅嘢（路祭）」，經家屬爭取後，
城巴始答應安排路祭及善後。
事故中女死者謝鳳英（60歲），一直獨身，

與兄長等家人同住何文田愛民邨，並在長沙灣
一間錶廠任職俗稱QC的品質管控員。她每天
傍晚放工，均會乘搭城巴E21A線巴士歸家。

事發時謝坐在巴士上層前排，巴士上層掃撞大
廈騎樓石屎簷篷，致半邊車頂劏開，謝慘被撞
擊重創，更夾困在座椅之間，當場證實不治。

城巴「補鑊」安排加慰問金
據謝的兄長透露，事發後不久獲警方通知獲

悉噩耗，但城巴一直未有聯絡他們。至昨早家
屬主動聯絡城巴查詢路祭事宜，但對方竟回應
稱「我哋冇做呢啲嘢」，家屬大為不滿，對方
始答應稍後會回覆。其後城巴始回應會安排家
屬今日下午2時到現場路祭，周一再安排人員
上門慰問，並派發慰問金。

夫妻拍拖變陰陽永隔
車禍中另一名被城巴撞倒並捲進車底慘死的

男途人黃友聲（49歲），消息稱，他與陳姓
（48歲）妻子非常恩愛，事發時夫妻正拍拖逛
街，豈料途經現場時同遭城巴撞倒捲進車底受
困，黃救出送院後不治，其妻腰及右腿亦受傷
留醫，從此夫婦陰陽永隔。

根據黃的facebook網頁資料，他畢業於珠海
學院資訊科學系，於九龍區一間泰菜館工作，
與妻子居於元朗錦田橫台山一村屋。昨日友人
得悉他遇上意外慘死，特到其網頁發文悼念：
「You are always my best friend. I will miss
you forever（你永遠是我的好友，會永遠懷念
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家屬查詢路祭 竟遭冷漠回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長沙灣
道巴士剷上行人路釀3死30傷嚴重車禍，
傷者包括17男13女（8歲至72歲），其中
一半人經治理後已可出院，但仍有15人須
留醫。城巴派出職員到多間醫院探望傷
者，城巴營運總監鍾澤文昨日帶同果籃到
伊利沙伯醫院探望傷者後表示，公司已聯
絡上其中一名死者家屬，會了解他們的需
要及安排即時應急錢。城巴並設立保險熱
線3555 0344及6172 2335，每日由早上9
時45分至傍晚6時30分讓受影響人士及死
者家屬查詢和聯絡。
車禍中一名坐在上層的姓尹、46歲巴士

乘客，在事故中左手被夾至潰爛，經通宵
緊急施手術後，情況仍然危殆。據悉，他
為地盤雜工，已離婚，與女兒及年邁母親
同住何文田。事發時他放工坐巴士返家遇

車禍重創，家人為免其母親及女兒擔心，
暫仍未敢告知情況。
同樣坐在巴士上層的黃姓男乘客透露，

巴士掃撞石屎簷篷，令其胸口及左手骨
折，頸部亦受傷，黃昨在病榻上表示心情
仍然好沉重，他任職貨車司機，由於意外
導致他不能開工，故會追究責任。

好友互拉一把 避捲車底死劫
傷者中有一對分別姓梁及姓林的好朋

友，在車禍中僅受輕傷，兩人頻稱意外中
輕傷已屬不幸中大幸。梁表示：「生死只
差一步。」當時兩人擬往北河街晚飯，在
現場等候過馬路時，目睹該城巴高速而
至，生死一刻兩人本能地拉住大家退後一
步，避過遭捲進車底之禍，但仍被巴士擦
撞而受傷。

一半傷者仍留醫「夾爛手」男續危殆

■「獨人」聲稱要
對何的子女「殺無
赦」。 網上截圖

■何君堯的女兒被
起底。 網上截圖

■有人要公開
何的兒子照片
(上圖），又聲稱
要「招呼」何
君堯的女兒（下
圖）。 網上截圖

■■肇事城巴在扣留中心等驗車肇事城巴在扣留中心等驗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市民到長沙灣道奪命車禍現場獻花悼念市民到長沙灣道奪命車禍現場獻花悼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城巴營運總監鍾
澤文。 電視截圖

■女死者謝
鳳英坐巴士
上層慘死。
網上圖片

■巴士車禍
中男死者黃
友聲(左)，
與受傷的妻
子 陰 陽 永
隔。
網上圖片

■何君堯公開律師資格登記文件。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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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第17/112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1,029,900 （2注中）
三獎：$93,090 （59注中）
多寶：$18,938,336

下次攪珠日期：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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