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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篷巴「剃頭」撼天橋底釀7人傷

遠足老手墮崖 魂斷狗牙嶺
挑戰險要峭壁失足 飛墮20米下山坡喪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高難度行山

路徑大嶼山狗牙嶺昨發生嚴重意外，一名年

近七旬、遠足經驗豐富的男子昨偕15名友人

遠足齊挑戰狗牙嶺地段，但他手腳並用攀登

狗牙嶺一段最險要的「一線生機」懸崖峭壁

期間，疑失足飛墮20米下山坡重傷昏迷。飛

行服務隊直升機到場救援，惜證實他已當場

喪命。

警截12輛改裝電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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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歲行山客從狗牙嶺峭壁失足飛墮500米深懸
崖，跌至約60米被一棵樹托墊撿回一命，頭部
及身體多處受傷，須由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吊起
送院。

60歲遠足客在攀登狗牙嶺時失足跌落山坡，頭
部受傷動彈不得，須由直升機救起送院搶救，
幸無生命危險。

3男1女遠足客由大嶼山石壁前往大嶼南，至
狗牙嶺附近時其中兩名男子懷疑中暑不適，由
直升機將兩人接返飛行服務隊總部再送院。

4名聾啞人士結伴挑戰狗牙嶺，當中兩人體力
不支抽筋，須召喚直升機協助救下山送院。

3名理工學生登大嶼山觀日出時，其中一人從
狗牙嶺附近山脊失足墮下230呎的峭壁，救起
時證實死亡。

19歲男子跟友人結伴攀登鳳凰山賞月及觀日
出，及後有人發覺青年失去蹤影，到寶蓮寺報
警，警方在鳳凰山與狗牙嶺之間對落500呎的
深谷發現青年，送醫途中已告不治。

挑戰「一線生機」失敗送命的男子姓劉、69歲。據
友人透露，他已有多年遠足行山經驗，全港各區

主要的行山路徑均有留下足跡。

死者曾多次挑戰狗牙嶺
他亦曾多次挑戰狗牙嶺，對現場地勢熟識。昨日行程

中亦負責領頭先行，豈料他卻因一時失手而喪命。
意外現場的狗牙嶺，為大嶼山鳳凰山南面一段支脈，
因多個山頭高低起伏有如狗牙而得名，由於沿途懸崖處
處，要手足並用攀爬始能通過，故一直屬於五星級最高
難度行山路徑，只適合有經驗人士「挑戰」。而狗牙嶺
其中一處極險要的山頭峭壁，兩邊都是懸崖，僅有一條
狹窄步徑通過，加上沙石不穩，行山客稍有不慎失手，
便會直墮懸崖，故被遠足人士稱為「一線生機」或「閻
王壁」。

友人報警 飛服隊到場
昨早9時許，劉相約15名男女行山友在大嶼山石壁水

塘出發登山挑戰狗牙嶺，途中一直由劉帶頭而行。至下
午1時30分，眾人步至狗牙嶺險最險要的「一線生機」
崖壁。現場消息稱，劉一馬當先攀爬挑戰，豈料途中疑
跣腳失平衡跌倒，即飛墮約20米下一處深谷，頭部重
創當場昏迷，同行友人見狀報警求助。
警方及消防接報立即趕往搜救，政府飛行服務隊一架

海豚直升機剛在附近，接報迅速到場，確定傷者位置
後，再通知另一架接載4名民安隊隊員、一名飛行醫
生、一名飛行護士及一名空勤主任的超級美洲豹直升機
抵達救援。
由於現場地勢險要，直升機未能直接將事主吊起，遂
先由民安隊員將事主抬上較平坦位置，經飛行醫生當場
檢查，證實事主已傷重不治。稍後其遺體由直升機吊起
載返飛行服務隊總部，再轉交有關部門處理。
此外，不少市民昨趁假日到郊野遠足，消防處截至下

午共接獲6宗攀山拯救求助事件，當中最少兩人須送院
治理。
一名中年漢於中午到東平洲遠足，至更樓石附近時疑
因失足墮崖受傷，幸一直清醒，他其後由飛行服務隊直
升機救起送院救治。而在中午12時許，一名趙姓、75
歲老翁在柴灣大風坳遠足時亦失足跌傷頭部，事後獲送
院治理。

發生遠足
客失手墮崖
喪命的狗牙

嶺「一線生機」懸崖，是不少
遠足客熱門行山路徑，過往已
曾多次發生遊人墮崖事故。
漁護署雖在沿途多處豎有

「懸崖危險 切勿前進」的警告
牌，但仍難阻遠足客嘗試挑
戰。
「一線生機」峭壁高度僅約

20米，但地形獨特，斜度幾乎
垂直，步道僅容一人通過，沿
途又是嶙峋及浮鬆碎石，兩旁
亦無樹枝或草叢阻擋，遠足者
上落時均要手腳並用，小心攀
爬始能通過，稍有不慎失足，
即會飛墮山崖，非死即傷。
攀山專家鍾建民形容「一線

生機」是狗牙嶺路線中一道難
關，他建議遠足新手勿輕易嘗
試挑戰，而富經驗行山客亦要
小心提防，千萬不要輕視而快

速通過，應慢慢一步一腳印，
每步均要踏穩後才展開下一
步，而雙手亦要不斷捉住扶穩
堅固岩石借力。

忌「人貼人」隨時累人
另外遠足客亦切忌「人貼
人」排隊一齊攀爬通過，免踏
翻碎石而意外擊中旁人，亦能

避免一人失足時引起連鎖反
應，拖累其他人一齊墮崖，釀
成嚴重意外。
鍾又提醒遠足人士要量力而

為，新手若往鳳凰山一帶遠
足，應選擇平坦易行、相對較
安全輕鬆的古道，避免經過險
要的狗牙嶺。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一線生機」高難度 新手勿輕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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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滙豐
香港社區節2017」昨日開幕，一輛負責
接載數十名義工的開篷觀光雙層巴士，駛
經北角時懷疑失控撞向橋躉，巴士上層玻
璃應聲碎裂，支架被撞至扭曲變形，造成
7人受傷，當中包括兩名小童。受事件影
響，部分行車線需暫時封閉。
發生「險過剃頭」意外的是一輛「城

巴」開篷觀光雙層巴士，意外共造成6男
1女受傷，年齡由兩歲至35歲不等，大多
是頭、手或腿受傷。事發昨午2時許，雙
層巴士駛至北角英皇道近電照街時失控撞
向橋躉，救護員到場後，在巴士無蓋上層
替傷者進行簡單包紮，然後召救護車將全
部傷者送院治理。
一批沒有受傷的義工乘客，則落車轉乘
其他車輛繼續行程。警方在場調查意外原
因，現場東行交通一度受阻。

發生意外的城巴疑由匯豐租用，當時車
上約有30名乘客正趕往參加「匯豐香港社
區夥伴計劃」的活動，部分傷者據悉為匯
豐的員工及家屬。
據了解，涉事巴士當時除接載「社區
節」義工之外，還有人帶同子女同行，詎
料途中發生意外。

資料顯示，社區節活動於昨日中午12時
至下午5時，在中環遮打道行人專區及全
港十八區舉行，有各類互動遊戲及精彩表
演供公眾參與。
匯豐發言人表示，會盡可能為受傷職員
及其家屬提供協助，希望他們能早日康
復，目前事件已交由警方處理。

■墮崖身亡行山客遺體由
直升機送返飛行服務隊總
部，等候進一步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昨凌晨時分
在大帽山及錦田路段進行
反非法賽車行動，成功截
獲12輛懷疑經過人為改
裝的大馬力電單車，全部
被扣查作進一步檢驗。警
方呼籲駕駛人士切勿以身
試法，警方會不時採取行
動打擊非法賽車，以保障
道路安全。
人稱「香港秋名山」的

大帽山行車道路，一直為
非法賽車的熱門賽道。警方新界
北總區交通部特遣隊人員，昨凌
晨5時開始在大帽山及錦田一帶的
非法賽車熱點，進行代號「火
炬」( Fossington ) 反非法賽車行
動；行動一直持續至清晨7時，其

間警員在雷公田小巴站附近發現
一批大馬力電單車，正以超高速
行駛，警方立即採取「布袋」戰
術予以搗截，先後截獲12輛電單
車，當中包括有「街車」及越野
電單車。

海關破行李藏毒拘兩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海關毒品調查科機

場調查課前日下午在香港國際機場的入境大堂，截獲
一名由巴西里約熱內盧出發，經阿聯酋迪拜來香港的
南美男子，X光檢查發現其攜帶行李底部有可疑。經
檢查發現行李暗格內藏可卡因，52歲南美男子涉嫌
販運危險藥物被捕。
機場調查課人員昨日上午在北角一所酒店附近發現

可卡因毒品的接頭人，立即趨前以涉嫌販運危險藥物
罪名拘捕一名24歲外籍男子，海關不排除會有更多
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深水埗警區特別職
務隊人員根據線報及經深入調查後，昨午約4時30分
展開代號「犁庭掃穴」的反賭博行動，突擊搜查長沙
灣道178號至184號一單位，搗破一個懷疑非法釣魚
機賭檔，在單位內拘捕8名男女。
被捕8人分別是一名44歲姓江本地男子，因涉嫌

「經營賭博場所」被捕，一名本地男子及4名本地女
子 ( 25歲至42歲 )，涉嫌「在賭博場所內賭博」被
捕，餘下兩人分別是24歲本地女子及47歲本地男
子，兩人因「未能出示有效身份證明文件」被捕。8
人同被扣留調查。
反賭博行動中，警員合共檢獲4,500元賭款、兩部

釣魚機、一部電視機及33張積分卡。初步調查顯
示，賭檔已運作約3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九龍城一間甜品
店，昨晨懷疑分體式冷氣機過熱冒煙起火，店舖被熏
黑，事件中無人受傷。受火警影響，南角道至龍崗道
一段來回線需暫時封閉。
警方早上6時許接報，指起火現場是衙前圍道74號
地下一間甜品店，警方和消防其後到達起火甜品店，
拍門卻無人應門，遂破門進入店舖，一邊開喉救火，
一邊升起消防雲梯了解樓上單位有無人被困。
消防派出一隊煙帽隊協助救火，大約20分鐘將火

救熄，初步懷疑是店內一部冷氣機故障引致起火，火
警原因仍有待調查。

警搜單位搗賭檔拘8男女

冷氣機過熱 甜品店起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鄺福強、蕭景源）一
名在內地經營成衣和房地產生意的中年女商
人，日前來港傾談生意，抵港翌日隨即被人
帶往北角一住宅單位禁錮，對方以金錢債務
問題致電女商人的內地親友，要求交出400
萬港元平息事件。香港警方接獲親友報警
後，經深入調查，昨日成功救出該名女商
人，同時拘捕涉案4男3女本地人。港島總區
重案組已接手跟進，初步相信事件涉及生意
往來。
港島總區刑事總部重案組3B隊高級女督察
許諾表示，警方於上周五（24日）接獲54歲
女事主的內地親友來電，指女事主於兩日前
（22日）持中國護照來港，翌日被人帶往北
角區一住宅單位禁錮，有人指女商人有生意
債務未曾解決，並致電內地找她的親友傾
談，開價400萬港元才肯放人。親友假意應
承，轉頭即致電香港警方尋求協助。
港島總區重案組經連日深入調查，成功鎖

定目標疑
人的出入
地點，昨
晨採取行
動在北角
一住宅單
位救出女
事主，女
事主並無
受傷，但
聲稱被人
搶走身上
總值50萬元手錶和首飾。探員其後突擊搜查
附近多個單位，合共拘捕4男3女，年齡由
27歲至50歲，均持有香港身份證，全部因涉
嫌非法禁錮被帶署扣查。警方稍後在其中一
人身上搜出女事主的失物。
許諾表示，初步知悉事件涉及生意往來，

詳情仍未清楚，仍需時間調查了解清楚。

涉非法禁錮內地女商 7人被捕

■懷疑經過人為改裝的多部大馬力電單車，
被扣留作進一步檢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被捕男疑人被扣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攝

■肇事觀光巴士。 網上圖片

■傷者自行用紙巾清理傷口。 網上圖片■巴士撞橋意外中有小童須送院驗傷。

■狗牙嶺沿途設有警告牌提醒遠足客。 網上圖片

■拯救人員在狗牙嶺現場營救失足墮崖男子。 飛行服務隊提供圖片

■「一線生
機」峭壁極
險要難行。

網上圖片

■直升機趕往狗牙嶺救
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