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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機侵賽場「失事」累攝記傷
Formula E兩度遭無人機騷擾 一「機師」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慘遭兩名
保母虐待致腦出血命危的4歲女童，經通宵
搶救包括開腦手術後，昨仍留醫深切治療
部，未過危險期，至於被捕的兩名女疑犯繼
續被扣留調查。
女童母親轉述醫生診斷指，女兒因腦部受
創，恐影響日後智力發展，她又透露自己曾
因犯法入獄兩年，在獄中認識該兩名女疑
犯，她希望兩人會受到應有法律制裁。
慘遭虐待命危的4歲女童，是家中長女，
另有一名孖生妹妹，她目前仍在廣華醫院深
切治療部留醫，尚未過危險期，病房外有警
員24小時把守，除父母外，其他人不得探
望。社會福利署正跟進個案。
女童的姓鄭（29歲）母親，昨到醫院探望

垂危女兒後表示，女兒因腦出血及有血塊，
前日已接受開腦手術「醫生話大孖目前叫平
穩，但未過危險期。」醫生要施藥令女兒昏
睡，讓她休息。醫生診斷指，其女兒腦部受
創，恐日後會影響智力發展，為此她一時感
觸，傷心痛哭。

未料舊知下毒手 或涉濫藥
鄭續透露，自己曾因犯事而入獄兩年，孖
女當時曾被分派到兒童之家，她亦是在獄中
認識涉案的兩名女疑犯，出獄後她內心曾作
激烈掙扎，但最終決定接回孖女照顧，但礙
於綜援金不足以維持生活，需外出兼職賺
錢，因而經常將孖女託交友人暫代照顧。
她回憶指，前日接回大孖時，見她遍體鱗

傷，精神恍惚「嗌佢十幾聲先應一應，話驚
驚……」。她希望疑犯會受到應有的法律制
裁。
「根本諗唔到，冇可能打到咁……佢好乖
好嗲……」昨到醫院擬探望大孖的契媽亦透
露，大孖外號叫「哨牙妹」，由婆婆剪了個男
仔頭，樣子得意，惹人憐愛，不明為何會遭
人毒打。
警方重案組仍調查女童因何慘遭虐待。據

悉，兩名女疑犯均有不良嗜好，是否有人在
毒品影響下向女童施以殘忍手法虐待，亦是
警方調查重點之一。
案發於前日早上，鄭母到旺角花園街一單

位接回4歲大孖時，發現她遍體鱗傷，送院
時更陷入半昏迷。

其後院方證實女童頭、面、手腳、身體及
腹部都有不同程度傷痕，部分傷勢更相當明
顯，包括腦出血，腹部嚴重瘀傷，雙腳有類
似用火燒傷痕跡。警方西九龍總區重案組接
報後，同日下午拘捕兩名分別姓陳（36歲）
和姓馮（41歲）的女子扣查。

遭虐女童開顱仍危 母憂智力日後受損

被捕男子姓莫（34歲），他涉嫌觸犯
「致使飛機對人或財產造成危害」罪

被扣查。根據《1995年飛航（香港）令》，
如因魯莽或疏忽操作無人機系統而危害他人
或財產安全，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
被判處監禁兩年及罰款5,000元。
由國際汽車聯會主辦的電動方程式錦標賽
（Formula E）香港站賽事昨日揭幕，早上
11時進行電動方程式排位賽第一節，而賽前
的中環海濱會場嘉年華會，一早已吸引大批
賽車迷入場，場面熱鬧。警方亦在賽前一日
提醒市民切勿在比賽場地附近操控無人機航

拍設備，以免造成意外。
惟在昨晨10時45分，現場執勤警員突發
現會場上空出現一架無人機來回盤旋，警方
鑑於無人機一但失控墜入人群，將嚴重危害
公眾安全，立即展開追蹤調查。未幾，警員
即在距離主場僅數十米的愛丁堡廣場9號停
車場頂樓，發現1名涉嫌操控該架無人機的
本地男子，隨後將其拘捕，連人帶機一併帶
署扣查。案件交由中區警區跟進。

撞吊臂墜落 走避跌爛「炮」
至下午3時許賽事進行期間，再有一架無

人機在賽場上空盤旋拍攝，疑意外撞到一部
大會攝影機的吊臂後，在龍和道近添馬公園
墜地，多名攝影師見狀走避，其中1人跌倒
擦傷，另1人則跌爛一部配備長鏡頭的相
機，於是報警求助，警方正設法追查該無人
機機主下落。
警方提醒市民，比賽場地有大量人群聚集

及有賽車以高速行駛，市民切勿在場地上空
以無人飛機進行航拍，以免危害公眾安全及
公共秩序。
根據民航署指引，放飛航拍機時須符合有

關規定，包括不得放飛的地點，如人多擠迫
的地方上空、飛機升降航道和直升機坪附
近、維多利亞港一帶及沿岸地區等範圍。

去年10月的電動方程式錦標賽（Formu-
la E）香港站賽事期間，亦有3名（28歲至
42歲）本地男子涉嫌在賽事會場操控無人機
進行航拍被捕，事後3人被控以「致使飛機
對人或財產造成危害」罪。案件剛在上月17
日提堂，被告毋須答辯，案件押後至明年1
月3日再提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第四季電動方程式錦標賽（Formula E）

香港站賽事昨（周六）起一連兩日在中環海濱舉行，警方雖在賽前已提醒

市民切勿在賽事期間，於賽場活動範圍附近航拍，以免無人機意外墜入人

群造成危險，惟仍有市民「鋌而走險」，昨5小時內先後發現兩架無人機在

會場上空盤旋拍攝，警方於早上拘捕一名男子，是連續第二年有人涉嫌操

作無人機危害他人或財產安全而被捕。下午，再有一架航拍機疑失控墜落

地面，令兩名攝影師走避時分別跌傷及跌爛相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一條約3米長小抹香鯨屍
體，昨清晨5時半被發現在葵
涌 9號貨櫃碼頭對開海面浮
沉，水警及消防其後將鯨屍撈
起送往青衣公眾碼頭，交由海
洋公園專家即場剖驗，並取走
部分樣本包括內臟以便化驗追
查死因。據悉，小抹香鯨在港
並不常見，這是本港第五次發
現抹香鯨科，惟僅2003年發現
的一條抹香鯨仍有生命，惜最
終仍需人道毀滅。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指，

昨被發現的小抹香鯨為亞成年
雄性，身長約2.92米，屍身屬
第四級嚴重腐爛程度，已抽取
樣本作進一步檢驗，了解其死
因。
小抹香鯨屬小型齒鯨，是齒

鯨亞目中的一個科，主要生活
於熱帶至溫帶深水海域，因香
港水域較淺水，因而亦較少出
沒。剛出生的小抹香鯨長約1.2
米，成年後則長達3.5米，重
約400公斤。

死因待查 同科第五次發現
過往本港只有4次發現抹香鯨科記錄，

對上一次是在2014年，一條雄性成年小
抹香鯨在大埔新娘潭鳳坑村對開海面擱
淺。另在2003年7月21日，一條長約10
米，重達10噸的雄性抹香鯨，疑誤闖西
貢鹹田灣附近的大浪灣擱淺，大批市民連
續8小時為其淋水保命，惜其最終要人道
毀滅。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呼籲公眾，若發

現懷疑鯨豚擱淺個案，可致電1823熱
線，並提供發現擱淺的時間、地點、相片
(如有)，讓行動組能盡快到場跟進。
抹香鯨科是齒鯨亞目中的一個科。除著

名的抹香鯨外這個科還有兩個比較不知名
的、體形較小的種類，也就是小抹香鯨和
侏儒抹香鯨。抹香鯨是體型最大的齒鯨，
主要吃魷魚，常出沒在水深超過1,000米
的深海。抹香鯨的身型具有明顯的雌雄二
型性，雄型的體型較大，平均體長雌鯨約
11米(體重約15噸)，雄鯨16米(體重約40
噸至45噸)。新生抹香鯨的體長亦約長4
米，重達1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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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一名七旬通宵更的士司機昨
晨未見交更，至中午有途人發現
其的士停在九龍城亞皆老街路
旁，躺在駕駛座上不省人事，消
防到場破窗將其救出送院，惜抵
院已證實不治。警方不排除有人
因病發失救致死，案件無可疑。
懷疑猝死的士司機姓符、71
歲。為通宵更的士司機，警方其
後聯絡上其相識行家及家人了
解，證實他有身體病記錄，不排
除因病發失救致死，但真正死因
仍有待驗屍確定。
符昨清晨應交更給早更司機，
但一直未見其出現，行家已感奇
怪，一直嘗試聯絡但未有結果。
至中午12時許，有途人發現一輛

的士停在九龍城亞皆老街遊樂場
對開路旁，司機拉上椅背躺着，
但一直毫無反應，感可疑遂報警
求助。
消防趕至打破車窗玻璃開門，

將已陷昏迷司機抬出，由救護車
送往廣華醫院，惜抵院後已證實
不治。
九龍城亞皆老街遊樂場對開，

中午近12時，一輛停泊在慢線之
的士上，司機位椅背拉低，姓符
(71歲)司機被發現昏迷車內，途
經駕駛人士見狀報警。警方聯同
消防接報到場，消防擊破左後側
車門玻璃窗，將符救出，再由救
護員送往廣華醫院，惜搶救不
治。警方經初步調查相信事件無
可疑，惟死因有待驗屍確定。

未捱到交更 老的哥疑猝死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蕭
景源）元朗媽
廟路昨晨發生
驚險交通意
外，一名男子
駕客貨車到附
近擬泊位後往
食早餐，豈料
其間疑有人猛
踏油門當腳掣，座駕即失控狂
飆剷上行人路，直插進一間粥
舖內，幸當時店舖尚未營業，
未致釀成更嚴重意外，事後司
機一度報稱不適，但拒絕送
院，警方正調查意外肇因。
無辜遭撞毀的粥店開業僅
約3個月，營業時間由傍晚6
時至凌晨4時，故事發時仍未
開門。
東主透露開舖時花費約60
萬元裝修，今次舖內捲閘及玻
璃門遭撞毀，店內部分食具及
枱椅亦毀爛，損失不菲。東主
表示店舖裝有閉路電視，但事
故後電力中斷待修，故暫未能
翻查錄影片段了解經過。
肇禍司機為姓駱(60歲)男
子，他從事裝修，平日會駕客

貨車運載裝修工具及開工。昨
早8時許，駱駕客貨車到元朗
媽廟路與福樂徑交界，擬泊位
後往食早餐。
豈料車前倒後泊位期間，

懷疑有人誤將油門當腳掣，座
駕即失控飆前約5米，直剷上
行人路後再撞毀粥店捲閘，半
個車身陷進舖內，掃毀舖面玻
璃門及舖內食具。尚幸現場店
舖尚未開門營業，亦未有途人
經過，未致釀成更嚴重意外。
事後途人發覺司機呆坐駕

駛座上，以為他受傷被困，代
為報警，消防趕至將司機扶
出，他一度報稱不適，幸經即
場治理後無礙，拒絕送院。警
方調查後將客貨車拖走待驗，
並調查意外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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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名53歲肝功能異常
男病人，自9月3日起於博愛醫院接受高劑量類固醇
類藥物治療，卻懷疑遭醫生「開漏藥」，未獲處方抗
生素藥物預防病菌感染。
該名男病人兩個月前感染肺囊蟲肺炎，後轉入瑪

麗醫院治療，最終於上月21日因肺炎及多重器官衰
竭離世。瑪麗醫院發言人回應查詢時表示，經評估，
有關個案並不屬於醫療風險警示事件或嚴重風險事
件，醫院與病人家屬商討後決定、不會轉交死因裁判
官跟進。

院方：不屬醫療風險事件
瑪麗醫院發言人表示，院方對事件表示難過，會

繼續與病人家屬保持聯繫，提供適切協助。有報道指
出，病人女兒指曾獲瑪麗醫院告知醫生「開漏藥」，

又形容情況罕見。
博愛醫院發言人早前曾表示，該名男病人患有長

期病患，自9月3日起接受高劑量類固醇類藥物治
療，10月4日因肝功能異常入住博愛醫院內科病房，
其後病人肝功能持續惡化轉入瑪麗醫院。
經證實，該病人感染肺囊蟲肺炎。有報道指，雖

經搶救，該病人肺囊蟲肺炎感染已康復，但其後因感
染其他病菌而令情況再度轉差，最終於上月21日去
世。
博愛醫院發言人早前表示，一般而言，醫生會詳

細考慮病人臨床情況、治療效果及可能產生的副作用
後，才會決定是否同時處方抗生素作預防性治療，但
目前並沒有相關臨床指引，訂明處方高劑量類固醇藥
物治療肝功能異常症狀時，必須同時處方抗生素作預
防性治療。

疑遭「開漏藥」病人 捱兩個月離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香港田徑隊員、
「欄后」呂麗瑤沉默10年始有勇氣剖白曾遭性侵經
歷，承受宗教及文化傳統束縛的本港少數族裔少女
似乎更難直面性暴力困擾。昨日公佈的兩項調查研
究顯示，在139份針對14歲至18歲少數族裔少女的
問卷調查中，85.1%受訪者曾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性
暴力，包括不斷被提出性要求等，62.9%的施暴者
為陌生人。受害者少女中55.9%曾求助，44.1%未
曾告訴過任何人。

恐「漏風」不容家鄉 惹殺身禍
關注婦女性暴力組織風雨蘭總幹事王秀容表示，

風雨蘭機構於去年及今年接觸到遭受性暴力的女性
中，10%為少數族裔。因少數族裔少女常年頻繁往來
香港及家鄉，更有人出嫁後會長期於家鄉居住，若遭
受性暴力，少數族裔女性多不會向家人或朋友求助，
因其朋友圈多為家鄉人，若遭性暴力的消息傳回家
鄉，可能會遭受身體襲擊甚至惹來殺身之禍。
會上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碧樺依發表

《香港少數族裔少女對於性別暴力知識與觀念研究
報告》，研究以焦點訪談方式訪問12名年齡介於14
歲至18歲分別來自巴基斯坦、印度及尼泊爾族裔的
少女。研究發現，大部分受訪少數族裔青少女對性
暴力有清晰認知，若受訪者遭受性暴力時身處香
港，多會主動向警方求助，但卻無意識尋求社工協
助，對香港存在的社會服務機構並不熟悉。
風雨蘭聯同香港理工大學退休教授陳錦華昨日並

發表《香港少數族裔少女對於性別暴力觀念、經驗及
求助模式研究報告》。報告調查發現，85.1%受訪者

曾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性暴力，62.9%的施暴者為陌
生人，40.2%施暴者為朋友，另還有同學（29.9%）、
親戚（13.4%）、老師（10.3%）等。受害者中55.9%曾
求助，44.1%未曾告訴過任何人，求助障礙最主要
為「害怕負面形象」（50%）、「保持家庭聲譽」（37.9%）
及「害怕破壞與施暴者關係」（36.2%）。

麥美娟促設委會支援少族
立法會少數族裔權益委員會主席、工聯會立法會

議員麥美娟建議政府提升架構，成立高層次服務少
數族裔委員會，統籌不同政府部門、決策局，處理
少數族裔問題。她還建議政府針對少數族裔家長，
開展不同形式的工作坊，讓家長在子女遭受性暴力
時，有勇氣幫子女處理問題，並令其得到適切及正
確的保護及支援。

少族少女遇性侵 逾四成人啞忍

■王秀容（左）、麥美娟。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文華 攝

■■一架無人機失事墜一架無人機失事墜
毀人群毀人群。。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一名外籍攝影師一名外籍攝影師
受驚致相機跌落地受驚致相機跌落地
面損毀面損毀。。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小抹香鯨遺骸嚴重腐爛。

■受虐女童
仍留醫深切
治療部，昨
日家人到醫
院探望。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友光 攝

■客貨車「插進」粥舖。 網上圖片

■警員在停車場頂層將涉嫌違法航拍男子(左
二)拘捕帶署。 網上圖片

12月2日(第17/141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723,270 （2.5注中）
三獎：$73,160 （65.9注中）
多寶：15,195,783

下次攪珠日期：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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