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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劉友光）九龍灣發生工人

昏迷猝死意外。一名平日健康

良好的中年男子，昨晨工作期

間突然昏迷，工友一度以為事

主觸電昏迷，報警求助，事主

送院搶救不治。警方及勞工處

人員初步調查，未有發現漏電

跡象，不排除事主患有隱疾，

列作「有人暈倒-送院時死

亡」案處理，死因有待進一步

驗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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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工開工離奇猝死
工友以為事主觸電昏迷 現場無發現漏電跡象

對於一向身體健康的
中年男子突然昏迷猝
死，有醫生指出，猝死

大多與心臟問題有關，由於香港都市人生活
緊張、少運動及飲食不健康等因素，加速心
臟機能逐漸衰退，以致心臟病年輕化有上升
趨勢，呼籲市民40歲以上開始定期進行身體
檢查。
家庭醫生關嘉美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大部分猝死原因也與心臟血管疾病有
關，惟50歲屬於中年，不少市民除非感到身
體不適或有明顯病徵，一般甚少會主動或積
極進行身體檢查。
不過，香港都市人生活緊張、少運動、飲

食不健康及作息不定時等因素，也會加速心
臟機能衰退，如果有吸煙飲酒習慣，更會加
重心臟負擔，即使中年亦屬高危一族，所以
近年心臟病有年輕化迹象。

醫生：中年開始定期體檢
關嘉美提醒，即使自覺身體健康正常，但

步入中年人士應開始定期進行身體檢查，了
解自己血壓、血脂、血糖及肝功能等情况，
以便及早發現可能存在的身體問題。
此外，如果市民在進行運動或上落樓梯

時，出現不正常頭暈、胸口翳痛、氣喘情
况；或者容易疲倦、晚間睡覺時多尿及視力
突然不好，也可能與心臟出現問題有關，便
應盡早進行身體檢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生活緊張心臟病趨年輕化
�&

▲九龍灣停車場內工人昏迷送院不治。

■警員封鎖現場進行調查。

▶猝死工人的行動不便年邁母親趕至
醫院驚聞噩耗，傷心掩面痛哭。

男事主姓蘇，50歲，被發現時面
部發黑昏迷不醒，呼吸脈搏微

弱，送院經搶救證實不治。
事後蘇的家人接報趕至醫院驚聞
噩耗，傷心不已。

死者年邁母親痛哭
據悉，蘇任職裝修工人，已婚，
妻兒在內地居住，需兩地往返團
聚，蘇在港則與家人同住香港仔
區，為家中主要經濟支柱之一，年
邁母親因行動不便需要坐輪椅。昨
蘇母趕至醫院得悉兒子死訊，難抵
「白頭人送黑頭人」激動痛哭，需
由親人在旁不斷安慰，見者心酸。
現場為啟祥道22號開達大廈一停車
場，因進行工程關係，停車場內有一
個板間房讓工人擺放工具及工作。消
息稱，昨晨，蘇如常返回上址停車場
工作，其間疑在板間房內突然不適暈
倒，但未有被即時發現。
直至昨晨10時許，一名56歲姓梁

男同事進入板間房時，赫見蘇昏迷

倒臥地上電線旁邊，一度懷疑蘇觸
電昏迷，大驚報警，傷者由救護車
送院搶救不治。事後警方及勞工處
人員封鎖現場調查，未有發現漏電
跡象，毋須通知機電署人員協助，
初步不排除事主本身患有隱疾，因
病發失救死亡，案件無可疑，死因
待進一步驗屍確定。
勞工處發言人表示，處方接報即
時派員到現場了解，正就意外原因
展開調查。
根據資料，近年港人患心臟血管

問題有年輕化趨勢，即使一向身體
健康人士也有患病可能，病發前可
能全無徵兆，防不勝防。
今年8月初，曾經是香港游泳代表

隊成員的28歲無綫新一代「男神」
余德丞，在西區中山紀念公園球場
進行業餘足球賽事期間，突然在場
邊抽搐昏迷，幸得在場人士及時用
自動心臟去顫器進行急救，但余德
丞送院仍一度命危，需轉往深切治
療部連日搶救始康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患有心臟病的
六旬的士司機因車資問題涉襲擊乘客，警員
到場調查時的哥情緒激動，警員需以武力將
他制服拘捕，的哥因受傷需送院，其後證實
頸椎移位，留醫一個月後因支氣管炎病亡。
死因庭昨展開聆訊，聆訊在西九龍法院科
技法庭召開，預計聆訊10天，並需傳召20名
證人。死因裁判官指公眾一向關注警方涉及
使用武力的程度，當局有責任向死者家屬、
市民交代事件始末。
開案陳詞透露，65歲的士司機陳輝旺於
2012年11月11日晚上，在九龍接載一對日
籍夫婦到港島大坑，的士駛至西隧九龍入口
收費亭附近時，雙方因隧道費問題爭執，陳
與男乘客落車發生糾纏，並與前來調解的西
隧職員一同跌在地上。
警方到場調查，陳承認曾襲擊乘客，警方
擬將其拘捕時，陳激動不斷掙扎，警員將他
按在地上及鎖上手銬，強行押上警車期間，
陳一度遭警員箍頸。陳稍後報稱身體不適，
被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送院時陳的額
頭、手踭、膝及小腿都有擦傷，院方曾替他
照X光，卻未發現其頸椎受傷。
同月13日陳向醫護表示頸痛及四肢乏力，
院方檢查發現其頸椎移位，由於陳有心臟問
題，家屬認為風險太高，同意不施手術，僅
替他安裝固定裝置。至同年12月12日陳終告
死亡。驗屍報告指，陳因頸傷需長期臥床，
因支氣管炎離世，而他有心臟病，出現心肺
功能障礙，與死因有關。有骨科專家認為，
陳的頸傷是他與警員糾纏時造成。

死者長女：點解可以咁傷？
死因裁判官表示，有理由相信陳被帶上警
車期間，疑遭警員箍頸致頸椎受傷。另外，
醫院在陳入院逾1天才發現其頸椎受傷，之

前一直沒為他戴上頸箍保護。
死者長女陳盈康供稱，父親是夜更的士司
機，並患有心漏症及白內障。事發後一直未
見父親回家，直至13日才接獲電話，稱父親
已在醫院。
她與母親及胞妹趕到醫院，見到父親身體

多處受傷，父親指「警察打我」。
長女不明父親「點解可以咁傷？」曾多次

向警方了解，但一直未獲合理解釋，只着她
向律師求助，又表示不會再調查其父的涉嫌
襲擊案，並向她退還父親的30元保釋金。
另外醫院在陳案發日送院接受檢查時，未

有及時發現他頸椎移位，直至同月13日作磁
力共振檢查才發現。長女曾為此查詢，有醫
生只表示當時「照唔到，睇唔到」。
拘捕陳的警員馬振康作供稱，當晚與同袍
接報到現場時，已見陳有傷，對方稱是與乘
客爭執時雙雙倒地而受傷，但他表示不需送
院。
後經調查顯示陳曾拳打乘客頭部及箍頸，

馬遂宣佈以襲擊罪將他拘捕，陳不理會並企
圖離開及抗拒，馬遂與另一同袍將他按地制
服及用手銬反鎖，押上警車期間，陳不斷掙
扎抗拒稱「唔想上警車」。

死者妻睹閉路電視片段哭泣
庭上播放閉路電視片段，陳妻目睹片段一

度哭泣，法庭要休庭讓她休息平復情緒。片
段顯示陳抗拒期間，便裝警員林偉榮從後箍
頸，強行將他拖走，陳雙腿一度離地。
馬稱，陳登車後又再次走出，並躺臥地上
左右搖擺身體，最終再被帶上警車。馬指陳
的個案可界定為「消極抗拒」，警校訓練指
可考慮採用「四人搬離法」，但訓練沒涵蓋
將疑人搬上警車的做法，當時亦沒有足夠人
手，只能由他與林兩人將陳帶上警車。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蕭
景源)灣仔譚臣道一食肆禍
不單行，繼早前受強颱風
「山竹」影響致嚴重水
浸，至今仍無法營業，食
肆負責人昨早返回食肆時
發現後門被人撬開，店內
有被人搜掠痕迹，於是報
警求助。
負責人透露店舖已經連
續兩晚遭爆竊，合共失去
約1萬元財物，加上現時
要花費數百萬元重新裝修
店舖，負責人慨嘆連串事

件可謂「屋漏偏逢連夜
雨」，直言損失慘重。
現場為譚臣道97號一間
茶餐廳，負責人指前日返
回店舖時已曾發現後門被
人撬開，一個價值約7千
元佛牌被人偷去。至昨晨
折返又發現店內一批食材
如罐頭等約值2千元的食
物被人偷去。
負責人表示，早前強颱

風「山竹」令食肆地庫水
浸，水深一度過膝，颱風
過後要以抽水機抽走店內

積水，事後店舖一切物品
如桌椅、煮食工具等全被
浸壞，被迫停業處理，經
調查後相信是強颱風令店
內一條污水渠爆裂導致水
浸，負責人估計要花數百
萬元及約2個月時間重新
裝修，現時仍然與單位業
主商討停業期間的租金及
向保險公司追討賠償等事
宜，未想到賠償問題未處
理好，食肆又連續2晚被
人爆竊，可謂「屋漏兼逢
連夜雨」。

餐廳超級「黑仔」水浸後兩遭爆竊

■■兩番失竊的兩番失竊的
茶餐廳仍待重茶餐廳仍待重
新裝修始能恢新裝修始能恢
復營業復營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劉友
光）香港仔揭發工廈爆竊案。一名內地
女商人早前因寓所裝修關係，將藏有約
值170萬元財物夾萬暫時擺放公司，昨
晨職員返回公司發現遭人潛入爆竊，夾
萬內財物已被盡掃一空，報警求助。
現場為香港仔業勤街33號至35號金

來工業大廈一間公司。據悉，公司東主
為一名內地女商人，居於南區一豪宅，
早前因寓所裝修關係，女商人為安全起
見，將藏有兩條共值約100萬元的金
條、約60萬元首飾及10支共值約10萬
元名酒的夾萬暫時擺放公司。
消息稱，昨晨10時許，公司46歲姓

陳男負責人返回公司時，發現閘門被
撬毁，公司內有被搜掠痕跡，老闆娘

的夾萬亦被撬開，擺放在內總值170萬元財
物被盡掃一空，隨即通知女東主及報警。
警員到場調查，其間分別套取指模及翻查閉

路電視蒐證，案件列作爆竊處理，交由西區警
區刑事調查隊第六隊跟進，正追緝涉案賊人下
落。

■香港仔工廈單位被爆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劉友光）九
龍灣及北大嶼山分別發生牽涉的士驚險車禍，
包括的士狂撼警車致打「白鴿轉」及的士撞至
工程車剷上行人路翻側，兩宗車禍共造成9人
受傷送院治理。警方正調查車禍原因。
9名男傷者，包括兩名警員、兩的士司機及

兩乘客、工程車三名乘客，分別面、頸及身體
多處撞傷擦損，幸傷勢不嚴重，清醒送院經治
理，未有大礙。
九龍灣車禍發生於昨晨約8時41分，一輛載

有4人的地盤工程車沿承啟道駛至近沐虹街交
界時，58歲姓馮司機收慢準備左轉進入地盤
之際，尾隨駛至載客的士67歲姓吳司機收掣
不及從後撞向工程車，工程車被撞至失控剷上
行人路再向右翻側，司機及乘客同告被困車
廂，的士車頭則凹陷損毁，途人見狀報警，由
消防員趕至救出工程車司機及乘客。
車禍中，工程車3名乘客、的士司機及男乘

客受傷，5人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事隔約半小時，北大嶼山再發生涉及的士車

禍。昨晨約9時15分，一輛警方私家車沿北大
嶼山公路快線往機場方向行駛，準備到近小蠔
灣附近處理一宗交通意外。詎料警車駛至近現
場收慢時，尾隨載客的士姓莫司機收掣不及從
後狂撼警車尾，警車被撞至失控打「白鴿轉」
掉頭橫亘路中，的士則左車頭凹陷損毁停在快
線上，從後駛至車輛相繼緊急煞停及報警。
警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初步發現警車上兩

名警員、的士司機及一名乘客受傷，由救護車
送院治理。受車禍封路影響，現場交通一度嚴
重擠塞，直至解封始逐步恢復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荃錦公路大橋村近香港
槍會附近有一對黃牛母子於
引水道遊走，有途人擔心牠
們受困，報警求助，消防及
漁護署人員派人到場協助拯
救，兩隻黃牛終由人員引領
下，沿引水道梯級返回路
面，並走向叢林離去。
事發於昨日上午9時許，一

名女子報警指有兩隻黃牛被
困於引水道，警員接報到場
卻未見兩牛蹤影，調查後收
隊離去。
惟約3小時後，該名女子再

次報警，表示該兩隻黃牛仍
然不斷於引水道徘徊，警員
再次到場終發現兩牛蹤影，
於是要求消防及漁護署派員
到場協助。
漁護署人員到場，證實為

一大一小黃牛，相信是一對
母子，人員視察現場環境
後，決定走落引水道，用木
板阻住一邊去路，將兩牛引
導往大橋村村口方向一條引
水道梯級，兩牛終自行沿引
水道梯級返回路面，並走進
路邊叢林繼續行程，拯救人
員終完成任務收隊離場。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蕭景源 )清水灣大
坳門村有數條水律蛇「入侵」地下一村屋
單位，戶主發現蛇蹤大驚報警求助，警方
召來蛇王到場協助捉蛇，經搜索後終分別
於屋內及花園等地方共捕獲7條約半米長
的小水律蛇，相信俱是剛孵化出生，全部
均被蛇王放入布袋中帶走。
據了解，戶主首先於前日在屋外花園的

蕉樹旁及樹上發現有多條小水律蛇，至昨
凌晨2時許再發現有1條水律蛇已「入侵」
屋中，惟有報警求助。
蛇王到場後先將屋內水律蛇生擒，之後

在花園搜索其餘蛇蹤，終在花園內一棵蕉
樹上再捉走數條長度相若的水律蛇，最終

合共捕獲7條水律蛇。
蛇王表示，今次捕獲的小蛇是剛孵化出

生不久，近月是蛇類孵蛋季節，懷疑是有
水律蛇在村屋附近產卵，幼蛇孵化後，部
分仍留在村屋附近遊走，且不排除日後附
近仍會有小水律蛇出現。
蛇王又笑言今次是眾多捉蛇行動中，捕

獲最多數量的一次。蛇王補充稱，水律蛇
並非毒蛇，市民毋須過分擔心。
根據資料，水律蛇又名滑鼠蛇，平均可

生長至1.5米至2米多長，是一種肉食性生
物。水律蛇廣泛分佈於全港，是受保護瀕
危動植物物種之一，農田、灌叢、草地、
池塘等地點是其慣常棲息地。

黃牛母子困引水道獲救

7水律蛇BB闖村屋就擒

■7條水律蛇闖大坳門村屋。

■黃牛母子困荃灣引水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兩宗的士追尾釀9傷

■■工程車被撞至剷上行人路向右翻工程車被撞至剷上行人路向右翻
側側，，兩車共兩車共55人受傷人受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