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遊樂中心「暗釘」傷童 惹怒網民終道歉

「滅火筒飛彈」撞甩冷氣險殺人
拾荒者拆蓋漏氣 樽身飆50米上4樓 反彈碎片傷男縫兩針

現場為福榮街近欽州街交界，平日深
夜會有拾荒者在附近一帶收集紙皮

或金屬廢料，並會在路邊整理廢物再變
賣。消息指，前晚10時許，疑有拾荒者在
上址路邊拆除一支舊滅火筒的金屬樽蓋
時，疑樽蓋被扭開一剎，樽內大量壓縮氣
體隨即從樽口噴出。

女戶主大驚 以為爆冷氣
滅火筒如火箭炮拋物線飛逾50米外，應
聲擊中福榮街177號唐四樓一單位窗口冷
氣機。當時正在屋內「涼冷氣」姓李女戶
主，聽到窗邊傳來巨響，轉頭望窗赫見冷
氣機已搖搖欲墜，以為冷氣機發生故障爆
炸，大驚報警。
在滅火筒擊中冷氣機後，再如「波子」
墜地再反彈飛向行人路邊，差點擊中一名
沿馬路邊行過的男途人（見另稿），但碎
片墜落欽州街與福榮街交界時，一名途經
男子被擊中頭破血流受傷。

一男險「中彈」一男捱「流彈」
警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檢獲一支滅火
筒樽及金屬樽蓋，並發現有唐樓單位窗口
冷氣機搖搖欲墜。由於有即時危險，消防
員需要將冷氣機清拆搬落地面，傷者則由
救護車送院治理。
警員初步調查，不排除因有人拆除滅火
筒時引致意外，但肇事者已不知所終，暫

列刑事毁壞案處理，未有人被捕。
受傷男事主姓麥，55歲，頭部被碎片擊

中流血，清醒送院經治理，未有大礙。
麥在醫院向記者表示，事發時正途經欽州

街與福榮街交界，突然聽到砰一聲巨響，隨
即感到頭部被硬物擊中受傷，送院需要縫兩
針治理。他本身在區內從事帆布工作，因很
難請病假，今早會負傷如常上班。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晨再到現場了解，但
見被滅火筒擊中冷氣機仍被置放路邊未被
清理，涉事唐四樓單位的窗戶則玻璃碎裂
待修。
據姓李女住戶表示，冷氣機牌子為開利

已用五六年，約4,000元至5,000元，性能
良好。冷氣機雖被「飛彈」打中，但她慶
幸事故未造成嚴重傷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劉友光）深水埗發生罕見滅火筒

傷人意外。前晚疑有拾荒者在路

邊拆除一支舊滅火筒樽蓋時發生

氣體洩漏，滅火筒猶如火箭炮拋

物線飛逾50米擊中附近一唐樓單

位的窗口冷氣機，冷氣機被擊至

搖搖欲墜，滅火筒再如「波子」

墜地反彈向路邊險擊中馬路邊一

名途人，而行人路有一名男子被

碎片擊中受傷，送院治理。警方

暫列刑事毁壞案處理。

在深水埗昨日發
生的罕見滅火筒傷
人意外中，現場有

閉路電視拍攝到事發一刻。短片所見，
滅火筒擊中冷氣機後，墜地時如「波
子」彈向路邊，僅差1米就擊中一名路
經途人，險象環生。
根據閉路電視片段所見，事發時一名

男子正沿馬路邊緩步前行，突然被一陣
巨響嚇至呆站路中，未幾一團黑影由遠
處從天而降飛至，速度之快肉眼難見，
僅能憑閉路電視定格，發現滅火筒在該
男子身前約4米外馬路着地，隨即爆出
一下金屬撞地所擦出的火花。

滅火筒着地後，就如「波子」般反彈
起往該名男子方向飛去，僅僅在其身邊
約1米位置「降落」。此時，險被擊中
男子才懂得反應，作出閃避動作及轉身
逃走。

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前工程師盧覺
強在看過相關意外片段後表示，若以滅
火筒約11磅重，要由地面飛彈逾50米
外擊中唐四樓高的冷氣機，估計從樽身
內所噴出壓縮氣體的推動力達到200
磅。當滅火筒擊中冷氣機由唐四樓高處
墜下着地時則達到172磅力，如果途人
不幸被擊中頭部，相信必死無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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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涉漏氣傷人事故
2018年 疑有拾荒者在深水埗福榮街路邊拆除一支舊滅火筒樽蓋時發生氣體洩漏，
5月25日 滅火筒如火箭炮拋物線飛逾50米外擊中一幢唐樓四樓單位窗口冷氣機。

冷氣機被擊至搖搖欲墜，滅火筒則墜地反彈向路邊。一名男子被墜下碎片
擊中受傷，送院治理

2016年 將軍澳駿才街一間飛機輪胎維修中心，一名29歲跟車工人由貨車卸下兩
3月30日 個飛機輪胎時，其中一個突然爆開，另一輪胎遭強大氣流炸起。工人被巨

輪擊中昏迷，送院不治

2014年 一輛回廠空載九巴沿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往元朗方行駛時，尾轆突然爆胎，
7月10日 激發氣流及碎片擊傷一名女途人，傷者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2014年 一輛垃圾車駛經荃灣麗城花園三期7座對開路邊時突然爆胎，強力氣流濺
4月5日 起路面沙石，擊傷路邊4名女途人，傷者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2013年 元朗福喜街一個貨櫃場的輪胎店，67歲技工為一個約1米直徑的大型輪胎
11月1日 充氣時，疑輪胎因過度損耗，以致胎內鐵絲網結構損毁，充氣期間不勝負

荷爆胎。技工首當其衝被激出氣流擊中受傷昏迷，一度情况嚴重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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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第18/057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1,538,710 （1注中）
三獎：$88,240 （46.5注中）
多寶：$8,000,000

下次攪珠日期：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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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再有外
傭被揭發涉嫌在僱主飲食中「加料」事
件。屯門翠濤居一名住戶昨晨疑新聘外傭
在食品中加入尿液，於是報警。警方列作
「意圖損害而施用毒藥」案處理，拘捕涉
案外傭帶署扣查。
被捕外傭，24歲，印尼籍，涉嫌意圖損
害而施用毒藥罪名；案件交由屯門警區刑
事調查隊第六隊跟進。
據悉，現場為青山公路青山灣段168號翠
濤居1座一單位，住有戶主夫婦及一對約1
歲大的龍鳳胎。涉事外傭剛受聘到上址工
作約1個月，早前被女戶主不滿其工作表
現，不排除有人懷恨在心而復仇。
消息稱，昨晨約11時，38歲姓譚女戶主

在接過外傭遞上的飲品飲用時，赫然發現
水質帶鹹及含有異味，懷疑被加入尿液，
隨即質問該名外傭，見外傭言詞閃爍，於
是報警。警員到場調查，以相關罪名拘捕
外傭及檢走飲品作進一步調查。

疑迷信「加料」令僱主聽話
有外傭僱主團體人士表示，過往不時揭

發有外傭將自己的尿
液給僱主飲用行為，
部分原因是外傭誤信
以為這樣做可使僱主
對自己聽話或不會發
脾氣，但亦有一些屬
外傭憎恨僱主而作出
的報復行為，多年前
更曾揭發有外傭在煮
給僱主食用的餸菜
中，加入自己的經
血。
他認為，僱主提防

外傭不當行為的方
法，可以在寓所內安
裝攝錄機，並「先禮後兵」讓外傭清楚知
道，以起警惕作用；僱主應不時留意外傭
言行舉止有否可疑之處。
他強調，普遍而言，大部分傭工都是循
規蹈矩，很多時只因僱傭雙方因文化、生
活及教育背景不同，以致有所誤會，但提
醒僱主如覺得彼此無法溝通或不信任時，
建議應盡快結束僱傭關係。

根據香港法例二一二章《侵害人身罪條
例》中「意圖損害而施用毒藥等」，任何
人意圖使他人受損害、精神受創或惱怒而
非法及惡意向該人施用或導致向該人施用
毒藥或其他殘害性物品或有害物品，或導
致該人服用毒藥或其他殘害性物品或有害
物品，即屬犯法，循公訴程序審訊，一經
定罪，最高可處監禁3年。

飲品異味似「加尿」女主報警拉外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網上
有群組流傳一宗有關幼童受傷意外。日
前有家長帶女兒到觀塘一間室內幼兒遊
樂中心玩耍時，女兒在波波池範圍內遭
鐵釘弄傷頭部流血，需要送院治理。家
長事後向店方投訴時，反遭店方稱「小
朋友的安全是家長負責」。事件在網上
公開後，網民紛紛批評店方卸責。昨
日，涉事公司終在官方facebook向事主
及其家人道歉，並宣佈即日起停業一星
期，以檢查場內設施的安全性問題。
根據有關 facebook 群組網頁的貼文

指，事發於上周四（24日），有家長帶
同女兒到觀塘一間室內幼兒遊樂場中心

玩耍，其間女兒不慎在波波池內跌倒，
頭部被設施一口釘弄傷流血，以致需要
送院縫針治理。
從附圖所見，其中一張可見女童頭頂

明顯有一個殷紅的傷口，另一張相則是
女童已經接受治療，貼上紗布及膠布，
但可見女童的衣服染有斑斑血跡，觸目
驚心。
女童的母親在帖文中引述涉事公司回

覆，稱「小朋友的安全是家長負責」，
又聲言場地非常安全，公司無錯。女童
母親生氣地在文中批評：「有誰會預料
波波池有釘？」
事件在網上公開後，網民即時紛紛熱論，

並批評涉事公司不負責任，有網民直言「唔
係我仔女受傷我睇到都肉赤啦」。
其間，懷疑涉事公司三度在官方fb回

應事件，稱上周四（24日）發生一件
「不愉快事件」，同時呼籲家長需陪同
小童正確使用場內任何設施，切勿讓小
童離開視線範圍，以避免不必要的意外
再次發生。雖然帖文對事主表示深切慰
問，但未有就事件致歉。公司回應進一
步惹怒網民，數以千計網民給了「嬲
嬲」。

停業7天 委工程師徹查
昨日凌晨，公司態度開始軟化，再發

文指正進行內部檢討，會盡快公佈詳
情。同日早上，公司第三度發文向事主
和其家人道歉，承認公司絕對有責任保
護各小朋友在場內的安全，並為事件一
開始時的發文引起各界誤會而致歉。
同日中午，公司再貼文指，經深入調

查和翻看閉路電視片段後，確認是緊貼
滑梯側的軟墊中，一口「嵌入式安裝螺
絲」引致意外。
公司誤以為「凹入」軟墊中的螺絲不

會招致意外，但結果不如所想，並宣佈
停業7天，委任合資格工程師評估遊樂
設施和玩具的安全、加强員工培訓及巡
視設施，並發出告示及加安保護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天水圍
揭發逆子企圖弒母事件。
一名患有精神病男子，早前涉嫌將老

鼠藥加入母親飲用的熱湯中，幸母親未
有大礙；其後事件被揭發及報警，昨日
警方根據資料拘捕涉案男子帶署扣查。
女事主姓周，60歲，疑曾飲用有老鼠
藥的湯，初步未有大礙。
被捕男子姓吳，30歲，涉嫌企圖謀
殺；案件交由元朗警區重案組跟進。
據悉，周與吳為一對相依為命的母

子，但母子關係欠佳，兩人同住天水圍
天逸邨一公屋，吳因患有精神病，需要
定期服藥及覆診。

初見湯渣有異物未報警
消息稱，本月16日吳在家翻熱一碗湯

給母親飲用，母親飲用時已覺味道有
異，並在湯渣中發現不明紅色粒狀物
體，思疑向兒子查詢了解，詎料兒子表
示將早前在街頭拾得鼠藥放入湯內，但

當時母親未有報案及求診。直至日前，
周帶吳往青山醫院覆診期間，將兒子在
湯中加入老鼠藥一事告訴醫生。其後醫
生與相關人士經商討後，認為事態嚴
重，前日向警方報案。
昨日警方經調查根據資料拘捕涉案兒

子帶署扣查。

兒子覆診媽爆料
湯放老鼠藥靠害

■遭滅火筒撞擊的冷氣機的唐樓單位窗戶
仍未維修。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無辜遭碎片擊中頭部受傷事
主，送院需縫兩針治理。

■警員到場調查，在地上發現的滅火
筒金屬樽蓋，已經嚴重生銹。

■■意外後意外後，，消防員趕至將搖搖欲墜冷氣消防員趕至將搖搖欲墜冷氣
機拆除機拆除，，擺放在涉事滅火筒旁邊地上擺放在涉事滅火筒旁邊地上。。

◀閉路電視片段顯示，滅火筒
（紅圈示）僅差1米便擊中該名途
人，險象環生。鄭先生提供片段

■■屯門翠濤居一單位女戶主屯門翠濤居一單位女戶主，，昨晨疑新聘昨晨疑新聘
外傭在飲品中加入尿液外傭在飲品中加入尿液，，報警求助報警求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圖片所見圖片所見，，女童的衣服染滿斑女童的衣服染滿斑
斑血跡斑血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