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學員：事主與被告情同父女

12人網購月餅券被呃2.2萬元

出境車輾斃清潔婦不顧而去
死者捲車底頭爆肚破 警通報公安協緝肇事司機

大埔10小學生集體食物中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落馬洲管制站發

生不顧而去致命交通意外。一名年逾六旬清潔女工昨晨在

貨車輪候區工作期間，懷疑遭出境貨車撞倒捲入車底輾過

頭爆肚破重傷昏迷，肇事司機駕貨車離境不顧而去，及至

女工被發現時已證實死亡。警方列作致命交通意外處理，

透過兩地協助機制通報內地公安，協助追緝涉案貨車及司

機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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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車禍清潔女工姓莫，67歲，
頭部爆裂、肚破腸流及全身

多處骨折，當場死亡。事後警員
根據資料，聯絡死者的家人提供
資料協助調查。

食環外判女工管制站上班
據悉，莫婦與丈夫結婚多年，
育有兩女一子，家住元朗水車館
街。街坊指，夫婦二人多年來努
力工作，含辛茹苦養大子女，現
時所住單位屬自置物業，子女亦
已出身，兒子更結婚搬出及育有
子女，三代同堂，夫婦可以退休
安享清福。
但夫婦因自覺仍有工作能力，
丈夫即使因曾經工傷需要持拐杖
協助步行，仍不時在寓所附近拾
紙皮變賣，莫婦則任職食環署外判
清潔女工，平日在落馬洲管制站上
班。詎料昨日莫婦上班期間遇上車
禍喪命，肇事司機更不顧而去。
現場為落馬洲新深路貨車輪候
區，屬邊境管制站範圍。消息稱，
昨晨7時許，當時莫婦如常在管制
站內的貨車輪候區工作期間，疑遭
一輛掛兩地車牌的貨車撞到捲入車
底輾過，當場頭部爆裂、肚破腸流
重傷昏迷，但肇事司機未有即時停
車不顧而去，附近人士發現車禍報
警，傷者經救護員經檢驗證實死

亡，毋須送院。

無目擊者查天眼蒐證
警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其間

用帳篷遮掩死者遺體，初步相信
涉事貨車在交通意外後，已離境
進入內地不知所終，由於案發時
並無目擊者，警方正翻查現場附
近一帶閉路電視片段蒐證，追緝
涉案貨車及司機下落。直至昨
午，警方完成初步調查工作後，
死者遺體由仵工舁送殮房等候進
一步檢驗。
新界北特別意外調查隊第一隊

何泰然督察表示，由於相信涉案
貨車已離境進入內地，警方已透
過兩地協助機制通知內地公安，
案件交由新界北總區交通部特別
意外調查隊跟進，呼籲任何人如
目睹意外發生或有資料提供，請
致電3661 3800或3661 3859與調
查人員聯絡。
食物環境衛生署接受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證實，昨晨該署一名街
道潔淨服務承辦商的員工，於落
馬洲管制站遇上交通意外不治，
事件正由警方調查。該署對事件
感到十分難過，已請有關承辦商
向死者的家人致以慰問，並要求
承辦商跟進善後工作及向死者的
家人提供適切支援及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婷）七旬田徑教練被指8年前
非禮時年14歲女學員案，昨於
粉嶺裁判法院續審，兩名曾接
受被告教導的男女學員分別作
供，均稱被告與事主X關係親
密，不時「攬頭攬頸」有如父
女。教練常會替學員按摩，脫
下面褲亦屬平常。案件全部作
供完畢，將押後至11月16日
於區域法院裁決。
現年77歲被告W.H.為退休田徑

教練，他被控於2009年9月1日至
2010年4月8日期間某日，在大埔

猥褻侵犯X。

攬頭攬頸稱被告「H仔」
作供的巫姓前男學員於2010年至

2014年間為香港大學田徑隊成員，
被告是其教練。2010年至2012年
間事主X多次隨被告到校與他們一
起受訓，且大部分時間均乘坐被告
座駕離開。學員通常稱呼被告為
「某 sir」，但X會稱其「H仔」，
巫感覺兩人相處熟絡、親密、交
談熱情，不時見X搭被告膊頭，
攬住他談話。
巫稱教練替學員按摩是平常事，

女學員叫男教練按摩亦常見，他亦
有要求其他教練替其按摩。巫稱接
受按摩時通常會穿運動短褲。
另一許姓前女學員透露，於2009
年認識X，當時同為屈臣氏田徑會
運動員隊友，同樣接受被告教導，
至2013年退出田徑隊。她稱熟悉X
為人，但兩人非要好和深交的朋
友。許形容被告與X關係有如父
女，X不時捉弄被告，又會拍他頭
和背、抆頭髮及攬頭攬頸等。

被告曾替作供女學員按摩
許指被告曾在運動場為她按摩，一

般是大腿內側、前後肌、小腿等常會
拉傷的位置。許續稱若冬天時就脫掉
外穿長褲、剩下內穿短褲按摩；夏天
就將內膽褲拉高按摩，但亦試過脫下
面褲，只穿內褲按摩。許稱田徑一般
是按摩下身，甚至臀部，不會隔住衫
褲按摩，會用手掌、手心、手指等，
甚至用手踭及腳踭作按摩。用力程度
則按個人需要決定，但一定會用力，
不會輕撫。
所有證人昨日已舉證完畢，控辯

雙方稍後會向法庭呈交書面結案陳
詞，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至11月16
日，並轉往區域法院作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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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對於落馬洲發生
奪命車禍中，肇事司機駕駛貨車不顧而去逃返內
地；法律界人士指出，將來涉案司機一旦落網所
面對的刑責，只會較意外後即時停車報警更重
罪，被控更多罪名及刑罰更重。
大律師陸偉雄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發

生有人受傷的車禍後，司機有責任即時停車及報
警，並盡量為傷者進行急救，即使最終傷者送院
經搶救不治。警方根據交通意外過程調查後，司
機未必被控「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罪名，可
能會是較輕的「危險駕駛引致他人嚴重受傷」或
甚至更輕的罪名，視乎車禍情節而定。
陸偉雄續說，如果司機發生車禍後不顧而去，

最終導致傷者死亡，將來司機落網除需要面對
「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罪名外，還會被控
「車禍後遇事不報」及「車禍後不停車」罪名(根
據法例，車禍後遇事不報可判監6個月及罰款1.5
萬元、車禍後不停車可判監12個月及罰款1萬

元)。
此外，法官在判刑時考慮到司機車禍後不顧而

去的行為，刑期及罰款偏向較重、停牌時間會更
長，更難以有求情理由。

兩地無引渡例需商討
至於潛逃內地肇事司機是港人或內地人問題，

陸偉雄指，如果涉事車輛和司機，屬於香港登記
車輛及港人，警方可向運輸署索取資料聯絡車主
提供司機資料，若車主在21日內未能提供司機資
料，即屬違法。當警方取得司機資料，再透過兩
地協助機制通知內地公安，由公安協助追捕司機
及遞解出境移交香港警方。
若是內地車及內地司機，只要是在香港發生車

禍及被捕，香港是擁有審判權。但如果內地司機
在車禍後潛返內地，由於香港與內地無引渡條
例，司機落網後是在內地或移交香港受審，則要
由兩地部門商討決定。

2000年10月
13日，香港特
區政府與內地

公安部在北京簽署的《內地公安機
關與香港警方關於建立相互通報機
制的安排》(兩地協助機制)，翌年1
月 1日正式運作。根據簽署的安
排，有關通報機制屬於一種行政安
排，須在尊重雙方有關法律的基礎
上進行，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影響被
採取刑事強制措施或被檢控人及其
家屬依照法律享有的權利。
「兩地協助機制」實施以來，內

地公安多次協助拘捕在港干犯嚴重
罪行疑犯。今年7月1日香港回歸紀
念日，尖沙咀海防道一間珠寶店遭
匪徒以鐵鎚擊毀飾櫃掠去一批手錶
及首飾，總值2,350萬港元。案發
後，香港警方經調查拘捕八名男女
疑犯，但有三名匪徒潛逃返內地匿
藏，透過兩地協助機制三名匪徒於
深圳落網，並於上月4日移交香港
警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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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狀：逃逸控罪多刑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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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大埔一間小學
昨午爆發懷疑食物中毒事件，共有10名男女學生在
校內午膳後陸續出現腹痛及上吐下瀉情況，校方報
警召來救護車將各同學送院，經治理後已無大礙。
衛生防護中心及食環署已接通知跟進事件。
事發為大埔廣福邨元洲仔里大埔浸信會公立
學校，10名不適學生包括2男8女，年齡同為8
歲，均為小學三年級學生。消息稱，昨午2時許
午膳後，陸續有學生出現嘔吐、腹痛及腹瀉等情
況，校方報警求助。多輛救護車到場處理，在副
校長及教職員陪同下，救護車分批將共10名男
女學生送院治理，校方除通知有關家長趕到醫院
外，校長亦到醫院探望學生。各學生經治理後情
況穩定，並可出院返家休息。

飯盒有異味 去年曾「中招」
有入院學生表示，午飯時吃過牛扒飯，其後即出

現肚瀉及嘔吐，另有同學吃麵及炒飯亦感不適，有
同學表示感到飯盒有異味。有學生家長透露，去年
學校已曾發生過懷疑食物中毒事件，其後校方已更
換飯盒供應商，豈料仍然發生同類事故。
校方其後在網頁貼出通告，表示已通知衛生

署和食環署跟進事件。衛生防護中心接通報後隨
即聯絡學校並展開調查，初步確認為一宗急性腸
胃炎爆發個案。衛生署表示，根據學校提供資
料，共1男3女的8歲學生，先後出現嘔吐、腹
痛和腹瀉等病徵，全部人均已求醫，毋須留院，
現時情況穩定。衛生防護中心人員已到學校視

察，並向校方建議所需的預防措施，包括適當和
徹底消毒清潔、適當處理嘔吐物，以及注重個人
和環境衛生，並對該校進行醫學監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早前中秋節臨近，有
騙徒趁機在網上聲稱以低於市價出售月餅券，但買家存
款至指定戶口後，即被封鎖聯絡未能取得月餅券，最少
12人中招，涉案金額約2.2萬元；警方經調查前日拘捕
兩名涉案女騙徒帶署。

入錢即鎖聯絡 警拘兩騙徒
被捕兩名女騙徒，本地人，分別44歲姓黃及35歲姓
張，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名，通宵扣查。
消息稱，今年8月至9月中秋節臨近期間，警方先後接

獲4男8女事主(22歲至44歲)報案，指有人在網上交易平
台聲稱有以市價八至九折價錢出售的月餅券，但事主透
過WHATSAPP聯絡對方購賣月餅券，按指示將貨款存
入賣家指定的銀行戶口後，隨即遭對方封鎖聯絡，以致
無法能取得月餅券。涉案金額共約2.2萬元，思疑受騙報
案。
直至前晚11時許，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人員經調

查，根據資料突擊搜查尖沙咀及深水埗區目標地點拘
捕兩名涉案女子，並檢獲數張銀行卡及智能電話等證
物。

黃之鋒保釋期申離港被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因違
法「佔領」期間，在旺角阻礙執
達吏清場，被控刑事藐視法庭罪
成判囚，他申請上訴獲准保釋等
候上訴。昨日黃稱今年9月至明年
1月間要六度到海外出席演講及領
獎活動，申請更改保釋條件，上
訴庭經考慮認為並無必要，拒絕
其申請，黃需維持原有保釋條
件，不得離港。
黃之鋒是於 2014 年違法「佔

領」行動期間，與其他示威人士
在旺角彌敦道阻礙執達吏清場，
其後被控以刑事藐視法庭罪，黃
認罪，於今年1月在高院被判囚3
個月，即時收監。黃其後又提出
上訴，上訴庭排期於明年4月3日
聆訊，其間准他以1萬元保釋外出
等候上訴，保釋條件包括期間不
准離港。
昨日黃向上訴庭申請更改保釋條

件，聲稱今年9月至明年1月要六
度離港，往海外進行4次演講，及
領取2個獎項，因而要求每次外訪

前可取回護照，並准許他離港。

官駁理由非必要
黃的代表律師指黃在香港有緊

密聯繫，無潛逃風險，並願將保
釋金由原本1萬元增至5萬元。但
上訴庭強調黃必須要有充分及特
別的理由。法官指現時網絡發
達，演講可透過互聯網進行。另
黃亦非必定要在該段時間出席領
獎活動，相關領獎日期仍可與大
會商討。上訴庭經考慮後不批准
黃的更改保釋條件申請。
黃又提到他早於今年4月已取得
法援，並於7月正式提出上訴，但
上訴庭卻排期至明年4月才處理，
認為有所延誤。但上訴庭反駁指
已早作排期於明年1月4日處理，
但因黃的代表律師指當日未能出
席，故才改為4月3日，並非上訴
庭延誤。
黃之鋒對上訴庭判決表示遺憾

及失望，他認為此舉是不必要的
額外懲罰，他即使面對監禁刑
罰，也不應被剝奪出境自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打
鼓嶺及葵涌相隔三日內發生雌雄賊
劫的士案件，警方經連日調查有突
發性發展，前日根據資料在粉嶺華
明邨拘捕一對涉嫌與案有關年輕情
侶，並起回部分贓物。
被捕雌雄賊，分別為年僅16歲

少年及18歲少女，兩人為情侶關
係，涉嫌行劫罪名，將被通宵扣
查。
消息稱，上周四(20日)晚上，一

名46歲姓張的士司機在上水接載
兩名戴口罩男女後，的士途經打
鼓嶺坪輋路近大埔田時，兩名乘
客突持硬物向司機扑頭襲擊打
劫，掠走約值5,000元財物逃去，
司機受傷報警送院治理。事隔三
日，本周日(23日)晚上，一名62歲
姓的士司機在深水埗接載一對戴
口罩男女往葵涌，其間乘客多次

要求更改地點，當的士駛至青衣
永基路與葵喜街交界時，男女乘
客突然亮出刀指嚇打劫，雙方
糾纏間的士失控溜前撞向停泊路
邊密斗貨車尾，劫匪搶去約200元
散銀逃走，陸負傷尾隨追截無果
報警，送院治理。

天眼露行蹤上門拘人
警方初步調查，綜合兩宗劫案

事主口供相信屬同一對雌雄賊所
為，探員翻查兩人上車地點及落
車地點附近一帶閉路電視片段，
成功鎖定一對目標男女。直至前
日下午6時，邊界警區重案組人員
根據資料突擊搜查粉嶺華明邨一
目標單位，拘捕屋內涉案小情
侶，檢獲一隻懷疑贓物的手錶、
口罩、環保袋及犯案時所穿着衣
物等證物帶署調查。

連環劫的士 小情侶落網
■10名三年級男女學生在午膳後出現肚痛不
適，需送院治理。

◀落馬洲管制站貨車輪候區發生不顧而去奪命
車禍，警員趕至封鎖現場及用帳篷遮掩死者遺
體展開調查。

▲何泰然督察表示，警方已透過兩地協助機
制通知內地公安，協助追緝懷疑已出境涉案貨
車及司機。

■警方偵破網上售賣月餅券騙案行
動中，檢獲銀行卡及智能電話等證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