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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綫男神余德丞踢波昏迷
業餘賽不適離場休息 倒地抽搐兩分鐘無人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憑參演劇集《誇世代》飾演「尚浩洋」人氣急
升、被譽為無綫新一代男神的余德丞（Dickson），前晚在港島西區踢足球期
間，因不適到場邊休息，未幾即被發現抽搐陷入昏迷，由救護車送院一度命
危。警員到場調查，初步無可疑，列作「有人暈倒」案處理。
綫電視藝員余德丞，28歲，被發現時呼吸
無急促及陷入昏迷，送院需轉往深切治療部

搶救，一度情況危殆。余的家人及親友接報趕往
醫院了解，其間顯得憂心不已，通宵守在病房門
外。藝人蔡思貝、譚永浩、余德丞經理人及好
友，昨凌晨及中午紛紛到醫院探望，但離開時
未有回應。直至昨晚，有消息傳出余經過通宵
搶救後，病情轉趨穩定。
現場為西區東邊街北中山紀念公園足球場。據
悉，曾為香港游泳代表隊成員的余德丞，除游水
外，還喜歡踢足球及跑步運動，更參加傳媒朋友
組成的足球隊。前晚事發時，余在上址球場與友
人進行業餘足球賽事，詎料其間發生不適事故。

波友即施救 送院一度命危
消息稱，前晚9時30分，足球賽事正式開始，
余德丞有份上陣作賽。但余只踢了十多分鐘後，
因突然感到不適，需要被換出到場邊坐下休息。

但余的情況未有好轉，未幾更失平衡側臥倒地及
全身僵硬抽搐，但當時在場人士注意力集中在賽
事上，余的反常情況未有第一時間被發覺。
直至約兩分鐘後，始有同在場邊休息的波友發
現余情況有異，當時余已躺在地上呼吸急促，連
聲慰問發現余開始陷入昏迷，大驚趨近為余進行
救急及通知其他在場人士報警，余昏迷由救護車
送院一度命危。
事後警員到場調查，初步無可疑，正了解其
突然暈倒原因。

■圖為西區中山紀念公園足球場。事發時，余德丞在上址球場與友人進行業
餘足球賽事，詎料其間發生不適事故。
網絡圖片

擅泳入港隊 演
「浩洋」
人氣升

現年 28 歲的余
德丞，曾是香港
游泳代表隊成
員，擁有健碩身材，2013 年余加入無綫
電視，先後在體育、兒童及綜藝節目工
作，憑參演劇集《誇世代》飾演「尚浩
洋（Ocean）」一角而人氣急升，被譽
為無綫新一代男神。
根據網上資料，余德丞中學就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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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或因心臟病發
對於身體健碩的余德丞踢波不適昏迷事故。
有心臟專科醫生表示，運動後突然發生昏迷原
因，可能涉患有隱性心臟病或心肌炎有關。
心肌炎的成因，為過濾病毒感染，若患者於
短期內曾患上感冒，便有可能引發心肌炎，但只
要不進行劇烈運動及足夠休息，不會有大礙。

華仁書院，2011 年於香港城市大學工商
管理學系畢業，入行前曾是香港游泳代
表隊成員，於 2004 年及 2005 年出戰澳
洲國際泳賽，另曾任職廣告公司及電台
節目。
2013年，余德丞以42吋巨胸加入無綫
電視，先後擔任TVB體育台外景主持及
兒童節目；2016 年開始參演劇集，憑在
劇集《誇世代》中飾演「尚浩洋

book 開設「謝佩玲悼念」專頁，並已前往
澳洲辦理愛妻後事，遺體稍後將運回港舉
行葬禮。
陳文燕形容，梁及謝生前深受師生愛
戴，校方已將事件通知教育局，並已啟動
危機處理小組，由心理學家到校協助輔導
教師情緒，下月開學時會再為學生提供輔
導及情緒支援。
由於兩人於新學年獲委班主任，現將作出
調動，安排人手接替兩人的工作。據悉，謝
老師曾帶領學生參加舞蹈比賽獲獎。

遺體將運回港安葬

迎頭撞越野車

客死異鄉的兩名女教師，分別為謝佩玲
（54 歲）及梁蕙燕（59 歲），生前在將軍
澳港澳信義會小學主教中文科及體育科超
過10年，屬同事關係，情誼深厚。
校長陳文燕昨日指，校方上周六（4日）
接獲死者家人通知才知道事件，對兩人不
幸離世深感傷痛及惋惜。
其中謝佩玲老師的丈夫，事後在 face-

消息指，梁與謝兩人上月中趁暑假，結
伴到澳洲旅遊探親。據當場傳媒報道，事
發於上周四（2日）下午2時50分左右，兩
人乘坐其中一人當地 53 歲男親友所駕駛的
私家車，在珀斯北部傑拉爾頓市南部
Brand Highway Bookara 路段北行，途中疑
私家車越過對面南行線，並與一輛越野四
驅車迎頭相撞。

■梁蕙燕老師
由於撞擊十分猛烈，兩名女教師當場傷
重不治，男親友亦告重傷由直升機送往皇
家珀斯醫院救治，另外四驅車 42 歲男司機
亦告受傷送院。
香港特區入境事務處表示，在獲悉事
件後，已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公署）及中國駐珀斯總領事館（總
領館）了解情況，並主動聯絡當事人家

《葉問 3》金主施建祥被申令破產

「逆行大巴」網上瘋傳 司機嚇到爆粗

■車 cam 片段可見左邊正有一輛雙層巴士
逆線而行。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官塘繞道竟有雙層巴士逆線行
車！昨日網上廣傳一段約半分鐘的
車 cam 片段，拍下一輛雙層九巴突
然逆線出現在觀塘繞道近宏照道支
路位置，當時巴士未有亮着死火燈
示警，亦未有靠路邊停車，而是繼
續向前逆行，其他車輛見狀紛紛閃
避，拍片者更被驚嚇至即時「爆
粗」及大叫 「有無搞錯」。

明知行錯線 照行5公里

警方回應指，昨凌晨約5時接報，
指一輛巴士在觀塘繞道往旺角方向
近九龍灣逆線行駛，警員其後在油
塘鯉魚門邨巴士總站尋獲該輛巴
士。警方會詳細調查案件，如有足
夠證據，會考慮控告該名 60 歲男車
長危險駕駛。據悉由九龍灣至鯉魚
門邨巴士總站，估計有約有5公里。
九巴回應稱，已就事件即時展開
內部調查，並已暫停有關車長的駕
駛職務。九巴強調一向重視行車安
全，嚴格要求車長在任何情況下，
必須遵守交通規則。
消息稱，肇事巴士事發時無載
客，本擬駛往巴士總站做頭班車，
而車長當時亦知行錯線，因凌晨少
車，遂將錯就錯繼續向前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電影《葉
問3》的「背後金主」兼總製片人、上市
公司十方控股（1831）的前董事兼主席
施建祥，2015 年開始租住富商李嘉誠位
於港島南區的獨立屋舊居，惟去年 9 月
因欠租被業主入稟指違約，追討 585 萬
元租金。業主日前再入稟高等法院申請
施破產，案件排期至10月3日聆訊。

早前涉詐騙 被內地通緝
呈請人為新港投資有限公司（新
港），是港島南區壽山村道22A號、22B
號及 22C 號 3 間獨立屋的業主。新港的

董事中包括李澤鉅，而上址獨立屋是長
和（0001）主席李嘉誠舊居。
被告則為被稱為「影視大亨」的施建
祥，有指施早前因捲入內地演藝圈的逃
稅風波，涉嫌集資詐騙在內地被通緝。
去年 9 月，呈請人已入稟高等法院向
施追討欠租。根據人稟狀指，新港在
2015 年 2 月與施簽訂 3 年租約，將 3 間獨
立屋連花園、按摩池、停車場，以月租
195萬元租予對方作為高級居所。
有關租約原定今年 2 月到期，但施在
去年 9 月未按時繳交該月租金，因而違
反租約，須補交兩個月免租期的租金

■謝佩玲老師
屬，及按家屬的意願提供適切可行的協
助。入境處會繼續與公署、總領館及當
事人家屬保持緊密聯繫，積極跟進事
件。
據悉，澳洲及新西蘭均是近年港人出埠
自駕遊的熱點之一，惟近年相關的港人外
遊車禍頻生，連同今次兩名教師喪命，過
去3年已造成8人死亡。

390 萬元，即合共欠下新港 585 萬元。
呈請人又要求施另外賠償提前解除租約
的損失及支付欠款每年12厘的利息。
至於本次入稟，呈請人新港在法庭文
件上寫施的地址仍是上述 3 間獨立屋。
據悉，涉事豪宅於今年 3 月開始已有新
租客入住，月租 200 萬元，須在每月首
天繳付。有報道指，新租客是內地私募
基金經理，其保證人是曾加入多個反對
派政黨的深水埗前區議員符偉樂，但有
指新租客上月亦未依時交租，已被新港
入稟追討。
符偉樂曾是多個政黨成員，先在上世
紀 90 年代加入民協，後來分別成為前
綫、社民連及「人民力量」成員。

警破賣淫集團拘 46 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個活
躍於港島區的賣淫集團，涉「一條龍」
安排內地女子來港在酒店房間長駐賣
淫，從中抽取妓女高達五成「肉金」，
年賺逾1,200萬元。港島總區重案組經逾
半年調查後，前日出動約 140 人展開代
號「堯天」行動，拘捕 46 人，包括 5 名
骨幹成員及 41 名賣淫女子。警方相信已
成功瓦解該個賣淫集團。
被捕的 5 名骨幹成員，包括 3 男 2 女
（31 歲至 70 歲），均無同類案底，涉嫌
「依靠他人賣淫收入為生」；另外被捕
的 41 名內地女子（22 歲至 43 歲），均
持雙程證來港，涉嫌違反逗留條件稍後
將交入境處跟進。

手機幕後操控 年賺千二萬
警方港島總區刑事部羅國凱警司（行
動）表示，今年以來警方港島總區與另
外 4 個總區一共進行了 338 次掃黃行動，

拘捕377人。
不過，賣淫集團會在警方
採取行動後調整運作模式，
以逃避警方追查，例如過去
同類賣淫集團會透過俗稱
「跑腿」向賣淫女子收取佣
金後直接存入主腦的銀行戶
口，但因害怕警方追查，今 ■警方展開代號「堯天」行動，拘捕 46 人，相信
次 的 目 標 賣 淫 集 團 改 變 手 已成功瓦解該個賣淫集團。
法，會先將佣金帶往內地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再作處理，藉以逃避警方搜
行，先在港九各區拘捕 5 名集團的骨幹
證。
同時，該集團會專門安排內地女子來 成員，再搜查港島區內兩間酒店及 1 座
港入住酒店房間後，會安排拍攝性感照 住宅大廈，拘捕 18 名持雙程證內地女
透過手機程式向嫖客宣傳，而在整個賣 子。其後探員再根據線索，突擊搜查多
淫過程，集團成員均以手機操控，從不 座住宅大廈的目標單位，拘捕另外 23 名
露面，而妓女每次收費300元至600元， 持雙程證來港涉嫌賣淫的內地女子。
行動中，警方並檢獲約 20 萬元現金、
集團則抽佣五成，每月收入約 100 萬
大批避孕套、潤滑濟、銀行存款單據、
元，年賺1,200萬元。
行動於前日下午 4 時聯同入境處進 匯款記錄，甚至有消炎藥物等。

（Ocean）」一角被注視，再與蔡思貝
一同主持旅遊節目而人氣急升，備受力
捧。余因健碩身材及外形吸引，被譽為
無綫新一代男神，更曾與麥明詩、蔡思
貝、劉穎鏇等香港小姐傳出緋聞。
余德丞踢波昏迷命危消息傳出後，他
的 ig 已有數百粉絲及藝人留言打氣，包
括陳庭欣、樂瞳及歐陽巧瑩等。另昨日
更有粉絲、蔡思貝及譚永浩等藝人到醫
院探望，希望余早日康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朱經緯稱無犯罪意圖 指事主挑戰警方

結伴遊澳洲 兩女師撞車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再有港人
於外國遭遇車禍不幸離世。將軍澳港澳信
義會小學兩名女老師，趁暑假結伴往澳洲
旅遊探親，上周四（2日）乘坐其中一人的
當地男親友駕駛的私家車，在公路疑越線
與另一輛越野四驅車迎頭相撞。兩名教師
當場不治，男親友亦重傷命危。港澳信義
會小學對事件感到傷痛及惋惜，指兩人深
受師生愛戴，校方已啟動危機處理小組為
師生提供輔導，本港入境處亦正跟進事
件。

■余德丞喜
歡做運動，
網上有不少
他的踢波
相。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時任警司的朱經緯，2014 年 11
月 26 日在旺角彌敦道處理激進
示威者違法「佔領」行動時，因
執行職務被控用警棍襲擊一名男
途人鄭仲恒。他早前被裁定襲擊
致造成身體傷害罪罪成，判囚 3
個月，朱不服，就定罪及判刑提
出上訴。該案昨第二天在高等法
院審訊，代表律師指朱當時相信
自己的行為正當，沒有犯罪意
圖，而事主向警方大叫是屬「挑
戰」。雙方陳詞完畢，法官押後
至下月 14 日裁決，朱經緯繼續
獲准保釋。
現年 58 歲的朱經緯，昨日早
上由前警務處刑事及保安處長羅
夢熊陪同下到庭應訊。朱經緯的
代表律師指，原審裁判官的裁決
只集中在事發當刻，忽略了事發
之前，事主鄭仲恒不願走動，又
向警方大叫。控方則指，當時事
主前面有其他人阻礙，不是故意
延遲，亦無證據顯示他大叫或以
挑釁性、敵意地與警方說話。
上訴方即展示多張相片反駁，
指鄭仲恒向警方大叫是屬「挑
戰」，因為聲浪太大，朱經緯都
聽不到，只見事主有機會行而不
行，由事主的身體語言可見他的
態度是「挑釁」，朱當時使用警
棍的做法合理，即或不是合法，
也應考慮鄭仲恒屬於具敵意群眾
的其中一員。

朱當時認為自己行為正當
上訴方又指，原審裁判官未能找到朱經
緯的犯罪意圖，要考慮朱經緯是否有意圖
不合法和不當使用武力襲擊事主。
朱經緯當時認為他的行為是正當，即使
他是錯判，誤以為有需要使用這樣的武
力，只要他真誠相信就沒有犯罪意圖。
上訴方續稱，事主鄭仲恒事後到診所的
行為不尋常，認為鄭並非求診，目的只是
取病假以及讓醫生拍攝傷勢，好讓他作檢
控之用。而朱經緯由事發至今4年一直受困
擾，被違法「佔中」支持者緊迫着，包括
曾被人跟蹤針對、行蹤被放上網，即使現
已退休，至今仍有人在庭上向他示威，一
直在壓力下生活，另在保釋前已被還柙16
天，懲罰已足夠，希望改判有條件釋放。
控方表示，當朱經緯襲擊事主時，人群
已逐漸散去，事主亦走過了朱經緯，以這
種擊打方式去控制人群，永遠不可視為正
當。又指即使警方長時間受壓可能是求情
因素，但不能合理化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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