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士座位藏針 兩客「遇刺」
九巴證15小時揭3宗「天眼片」交警徹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

網上近日瘋傳九巴座椅出現利針或鐵釘圖

片，懷疑有人惡意在座椅放置利物作「無

目標」傷人行為，最少已有兩人「中招」

受傷，引起市民恐慌。九巴昨日舉行記者

會交代事件，證實15小時內共揭發3宗同

類事件，更有兩人被刺傷。九巴強烈譴責

放置疑似大頭針或尖銳物件者，並透露沒

有接到任何恐嚇的電話、電郵或信件，未

知有關人等的動機及目標。事發後，九巴

已即時要求同事仔細留意所有巴士，及報

警求助。由於3件事件中的3輛巴士均裝有

閉路電視，九巴已將片段交予警方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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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穿腸」超越醫療事故 屯院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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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疑有人
在巴士

座椅置放鐵釘事件，大律
師陸偉雄表示，單是涉案
者將鐵釘弄穿座椅表面插
放行為，已構成刑事毁壞
罪，而涉案者在巴士座椅
插放鐵釘行為，可能會導
致乘客被刺傷，但凡造成
表皮及內皮破裂流血，即
已構成傷人罪。
陸偉雄指出，根據香港法

例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條
例》第六十條「摧毀或損壞

財產」，經循公訴定罪，最
高可判監禁 10 年。倘有乘
客被刺傷，他日涉案者落網
後，即使藉口並非有特定目
標犯案，亦會觸犯人罪。
他表示，根據第二百一十

二章 《侵害人身罪條例》
第十九條「傷人或對他人身
體加以嚴重傷害」，任何人
非法及惡意傷害他人或對他
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不論
是否使用武器或器具，均屬
犯罪，經循公訴定罪，可判
監禁3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10歲女童「林林」3年
前疑被虐待及疏忽照顧致
嚴重營養不良，腦部永久
嚴重受損成植物人。根據
最新的醫療報告，林林的
壽命因本案影響而明顯減
短，加上分析同類案件資
料後，醫生估計她最多只

有20年壽命。法官薛偉成聽取
報告後，指女童即是注定會早
死。女被告聲言只是未有提供
醫療服務，要求法官不要以林
林傷勢作量刑考慮，法官反
駁，母親看到女兒受苦仍視而
不見，等同施予實際身體虐
待。
涉案42歲母親王榮汶被控一

項疏忽照顧兒童罪及一項妨礙
司法公正罪、52歲父親凌耀忠
被控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早
前兩人被陪審團一致裁定罪
成。
控方昨日在庭上讀出醫生為

林林撰寫的最新醫療報告時，
指林林現時仍然要長期臥床，
四肢癱瘓，對外界刺激只有有
限的反應，並失去語言能力及
拿起物件能力，要靠氧氣機供
應氧氣呼吸，平常要插胃管提
供營養液餵食。

母稱無辜 官問傷勢何來
報告續指，林林的壽命因本

案影響而明顯減短，
加上分析同類案件資
料後醫生估計她最多
只有20年壽命。法官
薛偉成聽取報告後，
慨嘆這即是說林林注
定會早死。
兩名被告分別求

情。42歲女被告王榮
汶的代表律師聲稱，
女被告並沒有虐待林
林，只是「未有提供

醫療服務」，同時亦非故意疏
忽照顧林林，又稱審訊時沒有
直接證據證明林林傷勢由女被
告造成，懇請法官不要以林林
傷勢作量刑考慮。
薛偉成即反問辯方律師，

女被告如何不涉林林身體上
的虐待，又指多方證據均顯
示林林身體上有多處嚴重傷
勢，同時亦難以想像一個年
僅7歲的女童如何會有如此嚴
重的傷勢。
他續說，林林案發時被家人

排擠及虐打，更不讓她走出家
門半步，他不明白為何有母親
看到女兒受苦仍可視而不見，
而不帶她看醫生求診、明知她
需要醫療照顧卻不提供，等同
施予實際身體虐待。
52歲男被告凌耀忠呈上手寫

求情信，稱自己已經知錯，非
常後悔，並想向所有人，特別
是林林道歉，又承認自己當時
「沒有勇氣及早糾正問題」，
又稱他的母親已年老，希望法
官可輕判，讓他有更多時間陪
伴母親。
案件原定於昨日待法官聽取

辯方求情後判刑，但法官指判
詞長達50頁，決定押後至今早
（29日）11點判刑及解釋判刑
理由。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女疑犯開網店 曾辦實彈射擊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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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歲男
死者詹鎮
基(左上)。
網上圖片

本周二（26日）港島鰂魚涌公園發生槍擊
案，造成兩死兩傷。涉案44歲女疑犯詹心桀
昨日被警方控以兩項謀殺罪及兩項有意圖而
射擊罪，由警車押往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法
官將案件押後至9月20日再訊，等候控方進
行DNA檢驗、彈道校對，及等待兩名死者的
驗屍報告，被告繼續還柙。
控方指，44歲女疑犯詹心桀於本周二(26日)

在太古城道鰂魚涌公園內，謀殺詹少芬和詹鎮基，
以及意圖使詹前駒及詹小慧身體受嚴重傷害而向他
們射擊。控罪書上未有列明被告報稱職業，消息指
她拒絕透露從事什麼職業。控方透露，在被告褲內
搜出手槍及載有5發子彈的彈匣，其後再在她身上
搜出另外41發子彈。
另外，在她的背囊內搜出兩把長約10厘米的刀
及1把連包裝及價錢牌的鎅刀，亦會一併化驗。
控方以需時作DNA校對，進行彈道校對及校對
被告手上的射擊殘餘物，以及等候兩名中槍死者的

驗屍報告，因此申請將案件押後12周以等候報告
內容獲批准，被告暫時毋須答辯並繼續還柙。
據悉，槍擊案中62歲死者詹鎮基，與妻子及一
對十多歲兒子同住太古康怡花園。鎮基生前從事電
腦工作，非常熱愛運動，經常跑步及游水。詎料他
與兄弟姐妹4人就母親遺下的南豐新邨單位出售問
題，本周二與姨甥女在鰂魚涌公園商討期間，遭姨
甥女連環開槍射襲，鎮基與80歲胞姐少芬相繼重

傷不治；72歲兄長前駒及60歲胞妹小慧亦中槍受
傷。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再登入女疑犯開設的保鑣

公司網頁搜尋，發現網頁與有實彈射擊體驗團的網
站連結，按連結後再進入一間去年5月開設的網上
商店，店主為女疑犯保鑣公司，有模型槍出售、外
遊實彈射擊團，收費高達2.8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上周六屯門醫院一名75歲末期腎衰竭男病
人，疑被職員以硬物插入肛門，直腸有兩厘
米長傷口，翌日情況轉差離世事件。屯門醫
院高層昨日就事件召開記者會，指事件已報
警，期望警方盡快找出事件真相，給予公眾
一個交代。事件中所涉及的兩名病房助理，
已正在休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昨日
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與院方了解情況
後，認為事件超越一般醫療失誤，可能涉及

襲擊或延遲醫治而引致死亡。
屯門醫院副行政總監莫俊強昨日在記者會上承
認，事件中，醫生講解緊急手術時與病人及病人家
屬溝通或有不理想的地方，倘雙方當日有更多時間
商量會更好，惟病人情況轉壞時正值夜深，加上已
有出血等情況，十分緊急，外科醫生、深切治療部
醫生及麻醉科醫生已在有限時間內為病人解釋手術
詳情，包括治療效果及風險。
他指，病人在作出決定時的意識清醒，院方亦
只能遵從病人意願。事後新聞稿只為簡單清楚說明
事件，沒有預料字眼令病人家屬感到院方有任何隱
瞞，重申院方從沒有刻意推卸責任的意圖。

認助理無權為病人通便
莫俊強解釋，通便屬於醫療程序，當病人有大

便過硬及有宿便等情況，會由醫生判斷是否需要接
受通便，而醫生需決定及指示通便程序，例如處方
口服藥物或以甘油條處理，過程由護理人員跟從醫
生指示去做，而病房助理一般只協助病人沖涼，不
會協助通便，而通便亦只會在病床上處理，非洗澡
的地方。
屯門醫院行政總監鄧耀鏗表示，知道大眾關注

今次事件，院方感到非常難過，已向病人家屬致深
切慰問，並強調調查過程會公平公正。
屯院病人聯絡主任將會聯絡死者家屬，提供相

關協助。
他並就院方處理事件上的溝通不足， 包括同事

間溝通、與家屬溝通及新聞稿使用不當字眼，為病
人家屬帶來的懷疑及困擾表示歉意，承認醫院與病
人溝通間有改善空間，亦希望未來可以做得更好，
日後會增加醫院與病人溝通的培訓。
對於病人被什麼硬物插入肛門及醫生是否知悉

病人需否通便，鄧耀鏗表示，病人排版很清楚地寫
下其情況，唯細節不便透露。
院方因認為事件已超越醫療事故行為，已經報

警，由警方調查涉事的病房助理有否違規。
他續說，該名男病人已留院一段時間，涉事病

房助理同樣於屯院工作一段時間，不排除雙方早前
已有接觸，但實際情況要留待調查。

劉國勳：疑涉襲擊或延醫致死

劉國勳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則表示，向院方了解
情況後，認為是次事件超越一般醫療失誤，可能涉
及襲擊或延遲醫治而引致死亡，故已與家屬報警處
理，他未來會繼續與警方和醫管局溝通跟進事件，
為死者討回公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劉友光

■屯門醫院高層就一名末期腎衰竭男病人疑被硬物
插入肛門事件，召開記者會交代最新進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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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九巴座椅遭人放置疑
似利針或鐵釘事件，引起
市民人心惶惶，尤以經常
乘坐涉事巴士路線的乘客
為甚，不少乘坐涉事九巴
路線的乘客也表示會加倍
小心，希望警方盡快將涉
案者繩之以法。
據經常乘坐九巴81號

線的劉小姐表示，一直以
來乘坐巴士時也不會特別
留意座椅是否有「陷
阱」，她對有人竟在椅上
放置利針感到震驚，表示
以後乘巴士坐下前，也會
多加留意及檢查座椅有否
異樣，以防「中招」。
另一名不願上鏡的乘客

劉小姐亦表示，她與家人
居於青衣長青邨，因在尖
沙咀區工作關係，因此差
不多每日上班及下班也乘

坐41A，對有人在椅上放
置利針感到惶恐，擔心若
利針生銹或有病菌，被刺
傷便會受感染，故希望車
長及清潔工人加強檢查座
位，以保障乘客安全。

工會：或涉脫班招怨氣
九巴僱員工會主席郭志

誠表示，據他所知，今年
初也曾發現同類事件，當
時由乘客發現通知車長，
幸無人受傷，事件亦未有
被傳媒廣泛報道。
郭志誠估計，涉事者可

能居於沙田或葵青區，未
知是否因巴士脫班及班次
疏落引致不滿，有人因累
積怨氣而作出的惡意行
為，認為事件是長時間累
積，非突發性，若管理層
能做得更好，相信同類事
件會減少。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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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網上圖片所見，有兩張為一支疑似鐵釘尖銳
物，但在座椅中央較前位置凸出近1吋，上載

者留言指是來往荃灣及沙田的九巴48X線車廂上發
現，並指已有乘客上車後不幸被針刺到，斥責行為
「極度惡劣」。

「遇刺」乘客急症室求診
前晚10時許，一名疑被利針刺傷的女乘客在互聯
網上載手持用膠盛載利針圖片，但見圖片背景為醫
院急症室。她留言指在尖沙咀乘坐41A九巴時，走
到上層車尾及坐下時突感到臀部傳來刺痛，經查看
驚覺座位上插了一支利針。
她通知車長及自行到廣華醫院求診，並慨嘆是
「無妄之災」，又提醒「各位坐公共交通工具時，
要留意下，安全先好坐落去」。
事件迅即在網上及社會引起熱論。九巴昨日舉行
記者會，九巴副車務總監彭樹雄在記者會上證實，
自前日（27日）傍晚至昨日為止，共揭發3宗九巴
車廂座位被放上大頭針或鐵針的事件，分別兩宗發
生在前日、一宗發生在昨日，兩名女乘客受傷。

涉及41A、48X、81號線
第一宗事件發生在前日傍晚6時40分，一輛41A
由尖東往青衣長青邨的巴士上，上層1名女乘客於
油麻地永星里發現臀部疑被大頭針刺傷並即時報
警。

第二宗事件發生在同日晚上7時42分，一輛由沙
田禾輋到荃灣灣景花園的48X巴士，到達灣景花園
站時上層一名女乘客的大腿被針刺傷，九巴亦已即
時報警。
第三宗事件發生在昨晨8時21分，一輛由佐敦渡

華路到禾輋的81號巴士上，當巴士到達沙田時，有
乘客通知車長在上層找到懷疑針狀物體。事件中並
無人受傷，巴士到達總站後報警。
彭樹雄表示，發現利尖的位置在座位中及座位與

座位的中間，3支針的外表並不相同，兩名乘客傷勢
輕微。九巴高度重視事件，並感到非常憤慨。蓄意
傷害他人身體是嚴重罪行，九巴強烈譴責放置疑似
大頭針或尖銳物件的人。
他強調，九巴已就3件事件報警，一定會全力配

合警方調查。彭再指，3件事件中的3輛巴士均裝有
閉路電視，並已將片段交予警方處理協助調查。

九巴：無接任何恐嚇電話電郵
彭樹雄透露，今年初亦發生兩宗同類型事件，分

別是今年1月29日由禾輋到佐敦的81號巴士內及今

年2月9日在47X由沙田秦石往葵盛（東）的車廂座
位上插有刺針，但九巴並沒有報警，因有關相片只
是在網絡上流傳，加上沒有人向九巴提出事件或報
案，九巴方面並不肯定事發日期，而是在傳媒查詢
事件後始得知事件，但在首次事件後已督促同事要
多加留意車廂。
彭指，九巴沒有接到任何恐嚇的電話、電郵或信

件，未知事件的動機及目標。事發後已即時要求同
事仔細留意所有巴士，而平日的既定程序是，車輛
到達總站後，車長要由下層走到上層檢查車輛。
彭呼籲乘客如發現可疑人士或物件，立即報警及

通知車長處理。九巴亦提醒所有前線同事，包括站
長及車長多加留意車輛有否可疑物件。
警方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證實，前日（27日）

及昨日（28日）接獲兩名市民及一名巴士公司職員
報案，指分別在3輛巴士的上層座位發現針，當中
一名28歲女乘客及一名27歲女乘客，分別被針刺傷
臀部及腿部，清醒送往廣華醫院及仁濟醫院治理。
警方將三宗案件暫列作「求警調查」，合併交由沙
田警區重案組跟進調查，暫未有人被捕。

■劉小姐稱以後乘巴士坐下
前，也會多加留意。

■「中招」女傷者拍下涉案
利針相上載互聯網。

網上圖片

■■九巴座椅兩日三插針傷人九巴座椅兩日三插針傷人，，重案組跟進重案組跟進。。

■■九巴座位遭人九巴座位遭人「「插針插針」（」（紅圈示紅圈示），），女乘客女乘客
坐巴士慘遭針拮坐巴士慘遭針拮。。

■■4444歲女疑犯由歲女疑犯由
警車押往法院警車押往法院。。 6月28日(第18/071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472,180 （4注中）
三獎：$71,440 （70.5注中）
多寶：$13,666,209

下次攪珠日期：6月30日

6 13 29 38 45 4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