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狂拆國旗區旗 疑犯被街坊制服

九巴頻遭「鎅櫈」狂徒逍遙法外
兩日三宗座椅留刀痕 四日五宗藏針傷兩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

景源）繼前日觀塘區揭發一

輛九巴遭人「鎅櫈」破壞

後，昨日同一巴士總站及長

沙灣區再分別揭發有九巴座

椅遭人「鎅櫈」，由車長巡

查發現報案；警方同列作

「刑事毁壞」案處理。這是

繼早前四日五宗九巴「椅裡

藏針」造成最少兩人受傷事

件後，兩日三宗「鎅櫈」刑

事毀壞案件，但至今未有人

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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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鎅椅」事件簿
2018年
7月2日
下午2時許

2018年
7月2日
清晨5時許

2018年
7月1日
中午12時許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長沙灣深旺道巴士總站一輛118號路九巴，
車長在開車前檢查車廂時，發現上層有座椅
有約19厘米長鎅痕，於是報警。

觀塘裕民坊巴士總站一輛101號線九巴，車
長在開車前巡查車廂時發現下層有3個座椅
墊被鎅爛，鎅痕約4厘米長，於是報警。

觀塘裕民坊巴士總站一輛101號線九巴，車
長在開車前巡查車廂時發現上層有3個座椅
墊被鎅爛，於是報警。

九巴「椅裡藏針」事件簿
2018年
6月30日
下午約4時

2018年
6月29日
清晨6時20分

2018年
6月28日
早上8時21分

2018年
6月27日
晚上7時42分

2018年
6月27日
傍晚6時40分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一輛由荃灣站總站開出59M線九巴駛至屯門
碼頭總站時，一名男乘客通知車長下層一座
位橫放着一支刺針，車長報警，無人受傷。

一輛來往何文田及觀塘17線九巴由啟業邨
駛至觀塘創紀之城時，一名67歲男乘客發
現右邊褲袋位鈎有一根約4厘米長的針，自
行取下及通知裕民坊總站的站長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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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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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巴即時報警，傷者由救護車
送院治理。

一輛41A由尖東開往青衣駛至油麻地永星里
時，上層一名女乘客發現臀部被大頭針刺
傷，於是報警及送院治理。

◀觀塘裕民坊巴士總站昨日
再揭發101號線有九巴遭人
「鎅爛」刑事毀壞案，事後
警員到場調查。

▲案件中，101號線九
巴下層共有三張座椅
被鎅爛，破口約4厘米
長。

現場為觀塘裕民坊巴士總站，涉
事的101號線，往來港島堅尼

地城至觀塘，由九巴及新巴聯合營
辦，前日曾有一輛巴士發生遭人
「鎅櫈」。
據悉，昨日被發現遭「鎅櫈」的

九巴，前晚行駛23M路線，其後停
泊上址總站，至昨早被調動改為行
走101號線，暫未知座椅是行駛23M
路線時或巴士停泊在總站期間遭人
破壞，以及犯案者是否同一人。
消息稱，昨清晨5時許，一名駕駛
101號線九巴車長在開車前巡查車廂
時，發現九巴下層其中三張座椅被
人用利器鎅爛，分別是兩個關愛座
及右邊一個近窗座椅，破口約4厘米
長，於是通知公司及報警。
警員到場調查，翻查巴士車廂及附

近一帶閉路電視蒐證，案件列作「刑

事毀壞」處理，交由觀塘警區刑事偵
緝隊跟進，追緝涉案疑犯下落。

警翻睇天眼片追緝疑犯
事隔9小時長沙灣再揭發「翻版」
案件。現場為長沙灣深旺道巴士總
站，涉事118號線，往來小西灣至長
沙灣，由九巴及城巴聯合營辦。
消息稱，昨午2時許，一名駕駛

118號線九巴車長在開車前巡查車廂
時，發現巴士上層近車尾左排一張
座椅有一道約19厘米鎅痕，隨即通
知公司及報警。
警方列作「刑事毀壞」案處理，

交由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正翻查閉路電視蒐證及追緝涉案疑
犯，涉案巴士則駛回車廠進行維
修。
前日中午12時許，觀塘裕民坊巴

士總站101號線九巴，一名車長在
開車前巡查車廂時發現上層有三張
座椅疑遭人用利器鎅爛，於是報
警。
另上月27日至30日間，九巴17、
48X、59M、81及41A號線分別發現
有巴士座椅遭人放置利針或鐵釘，
最少兩名女乘客受傷送院治理。

警列刑毀 可監禁3年
根據香港法例，在巴士「鎅櫈」

或座位插針同屬干犯刑事毀壞罪，
如因此導致有人受傷，更有可能被
控傷人罪，即使犯案者未有特定目
標，但任何人如作出罔顧他人安
全、非法及惡意傷害他人行為，即
使沒特定傷害目標亦有可能觸犯
《侵害人身罪條例》，一經定罪可
判監禁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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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斯親王醫院團隊至今為超威爾斯親王醫院團隊至今為超
過過170170名病人植入無線起搏器名病人植入無線起搏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
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前晚深水涉發
生破壞國旗及區旗案件，一名男子在街
上沿途不斷拆毀多支國旗及區旗，惹來
市民不滿上前阻止，合力將犯案者制服
及報警，混亂中疑犯及一名熱心市民受
傷，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被捕男子姓盧，33歲，涉嫌刑事毀壞
及普通襲擊罪名，報稱受傷不適送院治
理。另一名阻止盧破獲國旗及區旗熱心
市民姓梁，60歲，面部、眼晴及腹部受
傷，清醒送院經治理，未有大礙。
前日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
多處地區團體也街道安插國旗及區旗慶
祝。消息稱，前晚10時許，當時一名姓
盧男子行經石硤尾邨服務設施大樓對開
南昌街時，無故邊行將安插在路邊欄杆
的國旗及區旗拆毀掉在地上，途人見狀

報警。
香港文匯報從深水埗區議員陳國偉所

提供的短片及相片所見，涉案男子在街
頭粗暴將插在路邊欄杆的國旗及區旗用
力抽出掉在地面上，其間有一名男子站
在其面前似嘗試阻止。

市民阻止遭止汗劑噴面
消息稱，其間一名60歲姓梁熱心男途
人因不值盧所為上前阻止，但遭盧用手
及向眼睛噴射止汗劑襲擊，附近多名途
人見狀上合力將盧制服及報警。
警員接報到場調查，初步發現共有14

支旗幟被人損毀，案件列作刑事毀壞及
暫作普通襲擊處理，交由深水埗警區刑
事調查隊第八隊跟進。
案件中，涉案被捕的盧及姓梁熱心市

民受輕傷，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及《區旗及
區徽條例》，任何人在公眾場合公開及
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
等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及侮辱區旗或區
徽，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被罰款5
萬元及監禁3年。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嚴杏意）俗語說
「年紀大、機器壞」，心臟因自然老化及冠心
病等，跳動得愈來愈慢，為了將心跳「撥回」
正常速度，主要治療方法是置入心臟起搏器。
不過，起搏器因電線老化的原因，容易引起併
發症。本港在2015年起引進最新一代的起搏
器，體積小如一粒藥丸，亦毋須在心臟血管內
置入電線。威爾斯親王醫院團隊至今為超過170
名病人植入無線起搏器，手術成功率達99%，
並未出現任何併發症。
威爾斯親王醫院心臟科主管陳日新指，傳統

起搏器有機會引致併發症，如囊袋傷口疼痛、
囊袋感染、皮膚糜爛和刺穿肺膜等，且感染後
一年內死亡率可逾9%。他說，以前做手術去取
出導線過程較麻煩，因為導線會因長時間在人
體而增生組織，故要先用儀器剪開組織，方可
取出導線。他們需要放入一個新的心臟起搏
器，在避免併發症和再感染的情況下，可以選
擇使用無電極導線起搏器。

威院助170人植入 成功率99%
陳日新介紹，無電極導線起搏器是全球最小

型的心臟起搏器，大小形狀有如一顆維生素膠
囊，重量只有約2克，進行導管微創手術，手
術時間減至約0.5小時至1小時，且傷口不需要
縫針，令感染風險相對較小。他指，威爾斯親
王醫院團隊至今為超過170名病人植入無線起
搏器，手術成功率達99%。
陳日新指，因多數病人在離世會選擇使用火

化的方式，而親屬也忘記了屍體內裝有心臟起搏器，
令到火化過程中出現起搏器爆炸情況，非常危險，醫
院要為遺體進行手術取出起搏器。
不過，新一代的無線起搏器，並不需要從心臟內取

出，是全球第一個經真人證實無害，爆炸情況非常輕
微，甚至不會穿透體外，故安全性得到保證。
今年71歲的陳女士，早年因心動過緩，由家中走至

港鐵站的過程中都要休息4次，並經常感到氣促，她及
後進行手術植入傳統起搏器，未幾傷口出現感染，部
分起搏器更外露在皮膚上，醫院為她取出起搏器並在
右胸上安置新的，但因前一個導線未取出，令到新的
起搏器同樣受到感染，為此醫院轉介她到威爾斯親王
醫院進行手術，她是當時世界體重（34公斤）最輕去
植入無電極導線起搏器的病人。手術超後過一年，陳
女士起搏器運作正常，沒有細菌感染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葛婷)上周五（29日）屯門
友愛邨垃圾站發現一名初生女嬰屍體，翌日警方經
調查在邨內拘捕一對同居男女，兩人被控隱瞞嬰兒
出生罪，母親再被加控殺嬰罪。控方指兩名被告現
共同育有3名子女，警方將向兩人的子女錄取口
供，以及索取女嬰的驗屍報告等資料，因此申請押
後案件至8月27日再審，兩人暫時不准保釋，需還
柙懲教看管。
被捕兩人，分別為女嬰28歲報稱無業生母陳詠

琪，以及陳的43歲任職運輸工人男友麥瑞璘，昨
日早上兩人由警車押送到屯門裁判法院，他們被控
隱瞞嬰兒出生罪，女嬰母親另外被控一項殺嬰罪。
控罪指，女被告於今年6月29日在屯門友愛邨愛

智樓寓所，將女嬰放入一個膠袋內，然後棄置在垃
圾站導致嬰兒死亡，案件發生時女被告因受分娩影
響未完全復原，導致精神不平衡。
控罪又指男女被告兩人意圖隱瞞嬰兒出生的事
實，兩名被告在庭上表示明白控罪。控方昨日亦在
庭上確認，垃圾站的閉路電視拍下首被告的棄嬰過
程，首被告其後有對警方招認。
控方指因為警方要審閱嬰兒驗屍報告和女被告醫
療報告，以及化驗女被告與嬰兒關係。
另外，控方又指案件嚴重、加上女被告有招認及
有閉路電視看見棄嬰過程。因此要等待警方向兩被
告的9歲和10歲子女錄口供以提供更多資料，因此
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審理。
裁判官將案件押後到8月27日等待警方調查，並拒
絕兩名被告的保釋申請，兩人還柙懲教看管。而男被
告申請覆核擔保，裁判官批准於7月10日覆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旺
角發生石屎天花剝落傷人驚險意
外。前晚一間點心店老闆娘在為客
人包外賣食品期間，對上天花一幅
3米乘半米石屎突然剝落，壓毀假
天花墜下，老闆娘閃避不及被碎石
擊中頭部受傷，負傷報警。警方列
作「高空墜物」案處理。
「中頭獎」老闆娘姓李，43歲，

頭部被石屎碎擊中受傷，幸傷勢不
嚴重，經救護員治理後，毋須送
院。
現場為旺角長旺道3號地下一間

點心店，由一對夫婦經營。
據姓劉男老闆稱，他於去年年尾

租用上址，並花數月時間裝修至今
年1月開店至今，開店期間天花有
石屎剝落，以致鋼筋外露，他曾聯
絡業主要求維修，但對方一直拖

延，最後只是請人用水泥將外露鋼
筋範圍遮掩便了事。
消息稱，事發前晚11時許，當時

劉妻在打理店舖期間有客人光顧買
外賣，詎料她站在近店門口位置為
客人包外賣時，頭上突然傳出巨
響，大堆石屎碎及假天花一同墜
下，客人見狀大驚後退，但劉妻則
閃避不及被假天花及石屎碎擊中頭
部，感到一陣暈眩，幸傷勢不嚴
重，驚魂甫定後報警。警員到埸調
查，但見店內地上滿佈石屎碎及假
天花組件，天花則鋼筋外露，剝落
範圍約3米乘半米，初步無可疑，
列作「高空墜物」案處理。

老闆：維持原狀待業主視察
事發後，劉姓老闆嘗試致電業主

投訴，但一直未能取得聯絡。據了

解，其後業主堅稱是東主夫婦二人
保養不當才出事。東主姓李太太指
目前仍未清理店面，將會維持原狀
以留待業主親身到場視察及了解，
故現時店舖未能如常營業，生意將
受影響。劉先生估計是次塌石屎事
件，令他損失十多萬元。

食店塌石屎天花 老闆娘「中頭獎」垃圾房棄嬰屍案
情侶不准保釋

黃 雨 塌 樹

天文台昨午短暫發出黃雨警
告期間，跑馬地及長洲相繼發
生大樹倒塌意外，共造成4人
受傷，分別頭部及手腳擦損，
清醒送院經治理，未有大礙。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發現天花剝落的點心店地上滿佈
石屎碎及假天花組件，幸未有造成
嚴重受傷。

■涉案男子在破壞國旗及區旗時，一名
男途人上前嘗試阻止。

深水涉區議員陳國偉提供

■沿途街道盡是被抽出掉在地面上的國
旗及區旗。 深水涉區議員陳國偉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