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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牌生銹斷裂 扑暈女經紀

追月市集夠潮 爛碗碟變飾物
手作人喜見市民關注環保 盼政府提供平台方便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文青風席捲中

秋！中秋節期間，本港各區紛紛舉行文藝市集，吸

引手作人及愛好自家創作的市民及旅客到訪，不少

人都趁昨日「追月」夜及公眾假期玩到盡。饒宗頤

文化館一個以中秋為題的市集上，數名手作人不約

而同地以環保為題推出爛碗爛碟、即棄咖啡膠囊等

看似是垃圾的物件轉化成的飾物，售價由58元至

120元不等。有手作人表示，港人對環保議題及文

藝市集的關注度提高，期望政府能提供相關平台予

他們多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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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秋節期間，本
港各區都紛紛舉行文
藝市集。

香港文匯報
記者楊佩韻攝

■主推純棉繩結掛飾
及空氣草的「日抖工
作室」。

香港文匯報
記者楊佩韻攝

■■回收中式爛碗爛碟回收中式爛碗爛碟，，再轉化成耳環及扣針的再轉化成耳環及扣針的
「「O-UnderlineO-Underline」。」。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攝攝

■即棄咖啡膠囊轉化
成的飾物。

香港文匯報
記者楊佩韻攝

■參與拉花班的陳生
陳太表示，體驗很新
鮮。 香港文匯報

記者楊佩韻攝

■市集推出拉花班市集推出拉花班。。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攝攝

饒宗頤文化館昨日舉辦追月市集，場內有數十檔攤位及工
作坊，吸引不少市民及旅客到訪。回收中式爛碗爛碟，

再轉化成耳環、手鈪及扣針的「O-Underline」負責人Oka
Yeung表示，本身很喜歡米通碗，又發現有人會將爛碗爛碟廢
棄，遂花了近4個月時間研究如何打磨碎片，再打孔製成飾
物，開業1年間曾到不少市集擺檔，認為市民反應不錯，顧客
年齡由20歲至70歲不等，笑說：「有婆婆都會買。」
近期流行以咖啡膠囊沖泡咖啡，但由於膠囊的包裝無法回
收，大多用完即棄，衍生環境污染問題。「咖啡飾」負責人
Bee表示，她在辦公室工作時發現，每日茶水間都有為數不少
的咖啡膠囊，去年聖誕嘗試用膠囊製作飾物送贈好友，獲得鼓
勵於今年6月開店出售。

廢物利用「垃圾」戴上身
她表示，市面反應未算熱烈，「因為市民仍未接受到將『垃
圾』轉成的製品戴上身」，但期望製成品可讓港人提高環保意
識及嘗試廢物利用，源頭減廢。
主推純棉繩結掛飾及空氣草的「日抖工作室」負責人Hilda
表示，純棉繩結掛飾及空氣草很適合香港，因佔用空間不大，
且能帶出北歐家居感及易於打理，相信很受市民歡迎。她認
為，近期發現不同市集都多了以環保及綠化為主題的攤位，相
信大眾都對環保議題有所關注，但能定期舉辦市集的平台較
少，手作人都要四出奔走，期望當局可仿傚日本或台灣，在周
末劃出一個地方予手作人舉行市集，增加交流平台之餘，亦可
以成為旅遊及消閒景點。

談起文藝感，不少人都將咖
啡及文藝連結，有連鎖咖啡店
首推「咖啡拉花班」，讓顧客
感受咖啡文化。咖啡店負責人
Alex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說，饒
宗頤文化館多是旅客到訪，而
今次追月市集相信會吸引港人
到場，故推出拉花班讓他們親

手畫出兔仔。參與拉花班的陳生陳
太表示，體驗很新鮮，期望本地會
有多點地方推廣藝術文化。
Pacific coffee剛落戶於饒宗頤文

化館，負責人Alex表示，早前曾不
定期舉行工作坊，但今次趁追月市
集舉行拉花班，讓市民可以親身體
驗。參與拉花班的陳生表示，本港
學生對藝術文化是較為重視，但認
為整體社會對藝術文化的重視程度
不大，除了地方或平台不足外，普
遍市民都對手作產品抱以「淘寶也
有」的心態，令手作發展不如日本
及台灣等地，期望政府可以多加協
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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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車遭縱火 溜前撞兩車

上月中一名21歲青年試玩海洋公園
「活埋凶間」鬼屋時不幸喪命，警方翻
查閉路電視後，發現事發時負責的工作
人員不在崗位，正調查事件是否涉及人
為疏忽。
海洋公園機動遊戲「活埋凶間」，在

意外後一直關閉，西區警區重案組及機
電署連日在現場調查。出事的機動遊戲

設有多組道具棺材供入場人士「躺臥」，鬼
屋分為兩層，上層的參加者要臉部朝上躺進
道具棺材，然後滑落下一層獨自繼續行程。
據了解，根據遊戲設計及人手安排，入場人
士滑到下層後，會有工作人員在旁指示離
開。
鬼屋奪命事故發生於上月16日下午2時
許，21歲中文大學一年級生張朝傑，在漆
黑迷宮內疑行錯方向，誤闖至另一房間，懷
疑被一幅滑降的棺木重擊頭部，工作人員稍
後在後勤設施位置發現事主昏倒地上，送院
後不治。海洋公園回應外界質疑無人在下層
接待事主以致迷路時指，事主滑抵鬼屋下層
後，有職員曾經跟他接觸，並向他指示正確
的前行方向。但據知，警方調查命案時曾翻
看閉路電視片段，片段顯示不到有職員在場
給予事主指示。
海洋公園續指，由於警方及機電署的調查

仍在進行中，不方便透露其他細節。
海洋公園行政總裁李繩宗案發當晚召開記者會，

稱事主進入景點5分鐘後，被發現在一個只供工作
人員進入的後勤設施昏迷，海洋公園對事件感到非
常悲痛，已即時關閉有關景點，並協助機電署調查
肇因。
機電署發言人表示，「活埋凶間」於上月14日

獲發機動遊戲機許可證，經了解相信事主進入了非
遊人進入的機械操作區，被機件擊中，事故並不涉
及機件故障。機電署即時下令海洋公園停止該機動
遊戲的操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輛停泊於深水
埗醫局街路邊的密斗貨車，昨接近午夜時分被人發
現駕駛座突然起火冒煙，貨車溜前撞中前面一部客
貨車，客貨車被推前撞向一輛私家車。消防員接報
到場，開喉灌救迅速將火撲熄，消防認為起火原因
有可疑，已交由警方列作縱火案跟進。
事發地點深水埗醫局街238號對開馬路邊，午夜

零時左右，住在對面大廈的58歲姓張車主發現貨
車有火光，立即下樓察看，並取水救火。消防員其
後接報到場，開喉灌救將火撲熄，初步證實貨車駕
駛座被火嚴重燒毀。消防發現車頭泵把位置首先起
火，並非自然起火，經調查後認為事件有可疑，轉
交深水埗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跟進，暫時未有人被
捕。
據車主表示，他當時將貨車停泊好後入了二波，

並有拉手掣，不知道為何遭人縱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上水龍
躍頭單車徑因車禍意外揭發有人懷槍事
件，一名滿身酒氣男子昨清晨騎單車期間
撞及路旁工地鐵欄翻車，他雖受輕傷，但
疑因酒醉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警員接報到
場意外發現其單車籃內竟藏有一柄仿製曲
尺手槍，遂以涉嫌藏有仿製槍械將其拘
捕，正調查其攜槍原因及動機。
涉懷仿製槍被捕男子姓張、34歲，檢
獲的仿製黑色曲尺手槍槍身印有型號，初
步相信為一款台灣製造的模型槍，口徑9
毫米，重約1,100克，以金屬材料組裝，
外型幾可亂真，不少玩具槍舖或網店均有
出售，價錢約1,000港元。資料顯示，該
槍配以「啪啪紙」火藥產生槍聲，並模擬
真槍的彈殼退膛過程，但僅有聲響而沒有
殺傷力。但有槍械專家指出，該槍可改裝
成氣槍，發射的「BB彈」近距離可以傷
人。警方己檢走涉案手槍，以檢驗曾否改
裝。
事發於昨清晨5時許，涉案男子滿身酒

氣騎單車沿沙頭角公路龍躍頭段單車徑前
行，至近龍躍頭1號橋時突失控撞向路邊
工地鐵欄，事主人仰車翻倒地，僅手腳擦
損輕傷，但他疑不勝酒力，一度不省人
事，有途人發現代為報警求助。
警員及救護員接報趕到替事主治理，

其間警員在其單車前方的載貨籃內，發現
一柄黑色曲尺手槍，警員大為緊張，立即
封鎖現場調查，稍後將酒醉事主喚醒了
解。消息指，有人報稱該槍只是玩具槍，
但無法解釋攜槍外出原因，警方懷疑他另
有企圖，遂將其拘捕，押送往醫院治理
後，再帶署扣查。

醉漢踩單車撞欄 揭藏仿製槍被捕

鬧市現果子狸 市民變「龍友」追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
法祖）中秋節煲蠟又出事。
昨日凌晨有人發現元朗一個
休憩公園內的膠長凳和塑膠
簷篷起火，消防接報到場把
火救熄，經調查後懷疑火警
因市民煲蠟引起，將之列作
縱火案，交由元朗警區刑事
調查隊跟進。
火警現場是元朗大樹下西

路休憩公園，凌晨2時許，
公園冒出熊熊火光，市民發
現報警，消防員到場開喉灌
救，迅速將火救熄，初步相
信是公園內一張膠凳首先起火，火舌波
及毗鄰另一張膠凳及對上的膠簷篷，兩
張膠凳及簷篷同遭焚毀。
消防事後嗅到起火位置有易燃液體

氣味，不遠處空地再找到一個月餅罐，
懷疑有市民趁中秋佳節煲蠟引發火警。
另秀茂坪康寧道一遊樂場昨亦發生

懷疑縱火事件，凌晨3時許有男途人報
案，指見到遊樂場有光火，消防到場將
火救熄，發現地上留有一個易燃液體罐
和一疊有火燒痕跡的紙巾。經初步調查
後，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秀茂坪警區
刑事調查隊第一隊接手跟進，案件列作
縱火，暫未有人被捕。

市民煲蠟燒毀公園膠凳簷篷

■從單車籃
掉下的仿製
曲尺手槍。
電視截圖

■懷疑遭人縱火燒毀的休憩公園膠長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上水清河邨發生路牌鐵柱生銹倒
塌意外，一名在路旁派發宣傳單
張的保險女經紀猝不及防，被擊
中頭部一度昏迷，經救治後恢復
知覺，她事後猶有餘悸指，幸而
只被路牌板面擊中，若遭板邊利
角劈中，頭部可能被劈開兩半。
警方調查後相信事件無可疑，
已通知有關部門跟進肇因，及檢
查其餘路牌有否潛在同樣危險。
突然折斷倒塌傷人的為一支提
示單車及途人分隔的圓形路牌，
高約3米。現場所見，該路牌近路

面底部的鐵柱全部有銹蝕痕跡，
警方調查後相信事發時無人干擾
過，初步懷疑因路牌日久失修而
釀成意外。
無辜被路牌砸傷的保險女經紀

姓鍾、40歲。她與兩名男女同事
昨午約3時，到現場的清河邨商場
對開清曉路的行人及單車徑附近
派發宣傳單張。
至下午5時許，該路牌在毫無徵

兆下突然折斷倒下，鍾女當時背
向路牌，頭部突被圓形路牌擊
中，她當場倒地一度昏迷，至同
事上前將她喚醒，才知悉是被路

牌擊中，她事後由救護車送院治
理。
警員其後封鎖現場調查，並通

知路政署等有關部門到來，了解
路牌塌下的真正原因，並檢查附
近其餘路牌有否潛在相同危險情
況。
民建聯北區區議員劉國勳表

示，正常天氣下發生塌路牌意外
實屬罕見，今次估計是路牌日久
失修，鐵柱銹蝕而導致突然折斷
倒塌傷人。他會向有關部門了解
肇因，並跟進區內其他路牌有否
潛在同樣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中環利
源西街一幢空置大廈外牆，昨午發現有
果子狸出沒，市民覺得趣怪，紛紛舉起
手機拍照。
漁護署及愛護動物協會曾派人到場視

察，惟果子狸已不見蹤影。漁護署呼籲
市民，倘若見到有野生動物出現，切勿
主動接觸，以免發生危險。

昨午2時，有男途人在中環利源西街
路邊等候友人，抬頭望天，不經意看
到對面大廈有一頭動物在2樓簷篷爬來
爬去，還探頭向下望向途人，他起初
以為是一隻貓，用手機鏡頭放大，發
現有長嘴巴、長尾巴，身長接近兩英
尺，兩眼有黑毛包圍，狀似狐狸，友
人到來後說是果子狸，兩人立時拍下

短片留念。
從市民拍得的照片見到，果子狸在大

廈外牆的分體冷氣機上攀爬，身手敏
捷，樣子蠻可愛，途人發現有果子狸
後，紛紛舉起手機拍攝。及後有人通知
愛護動物協會人員，惜人員到場後，果
子狸已不見蹤影。
果子狸屬哺乳類動物，一向行蹤隱

秘，對人類刻意躲避，普通巿民很少有
機會一睹其真面貌，另果子狸在香港是
受保護野生動物，不可任意捕殺。

■■生銹路牌倒塌生銹路牌倒塌，，擊中女保擊中女保
險經紀險經紀（（左左）。）。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有市民拍到果子狸在大廈外牆攀爬。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