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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證男醫院借屎遁越柙
自稱有愛滋詐肚痛 如廁拆天花速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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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醫院接受治療有既定保安
規格，基本包括必須最少有
兩名警員、使用犯人鏈及手
銬、警員盡量令疑犯保持在
視線範圍等，如果屬「甲級
重犯」的保安規格則更加嚴
密，由多名穿着避彈衣、防
暴頭盔及手持長槍警員全程
監視，不准外人接近。
警察員佐級協會發言人李

耀廷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
表示，若被押解往醫院的犯
人如葉繼歡屬於「甲級重
犯」，警方會有一套非常嚴
格及高保安措施的押送規
格。至於一般未定罪或未分
類罪案的疑犯，如果在警署
羈留期間報稱不適需要送院
治理，則是由案件主管或警
署值日官衡量以何種保安規
格押送疑犯往醫院。
一般既定程序要求每名疑

犯必須由最少兩名警員押
解，以達到「二對一」優
勢，至於是使用犯人鐵鏈或
只是手銬鎖住疑犯，亦是由
案件主管或警署值日官決
定。
李耀廷續說，疑犯在醫院

期間如果提出需要上廁所，警員必定
會守在門外及盡量做到疑犯在視線範
圍，但每間醫院的廁所保安規格各有
不同，部分高規格的醫院廁所窗裝有
鐵枝，這次案件反映押解疑犯到醫院
過程仍有進步空間，但因案件仍在調
查中，暫時不宜評論警員是否有失職
問題。

陪同疑犯如廁保持視線內
另有資深警員表示，押犯到醫院所

需保安措施，主要視乎案件嚴重性、
疑犯會潛逃機會及暴力程度等因素，
一般也會使用犯人鏈及手銬。至於必
定不少於兩名警員押解原因，除達到
「二對一」優勢外，即使期間有警員
因事需要離開，亦可由另一名警員繼
續負責看守疑犯。
警員指出，正常情况下，除非醫生

有合理原因需要警員離開，否則警員
在醫院會全程看守疑犯，疑犯躺在病
床時亦會將手銬或犯人鏈扣在床柄，
即使疑犯要求上廁所，警員也會手握
鎖上犯人鏈陪同疑犯上廁所及保持在
視線之內，當完成治療便即時押疑犯
離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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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薄扶林瑪麗醫院過往亦曾發生
越柙事件，最轟動為1989年頭號通
緝犯「賊王」葉繼歡越柙一次。

根據資料，1989年8月4日，當時正在赤柱監獄服刑
約5年的葉繼歡，向懲教員訛稱肚痛不適被押送瑪麗醫
院接受治理。
其間葉向人員要求上廁所，但在廁所內執起玻璃

樽作武器，衝出指嚇兩名押解的懲教人員及跑向醫
院大門，再強行登上一輛停泊門外私家車挾持司機
6歲兒子要脅開車離去，葉趁私家車駛至黃竹坑區
時落車轉乘巴士逃去無蹤。
葉繼歡自此一度銷聲匿跡近兩年後，1991年6月葉疑

再糾黨持AK47部槍連環打劫觀塘物華街五間金行，其
間與警方開槍駁火逾40響，最終劫去約1,000萬財物逃
去，其後再涉嫌干犯多宗械劫案，成為本港頭號通緝
犯。
直至1996年5月13日晚，葉繼歡與兩名同黨攜帶大

批槍械在西環登岸時遇到3名軍裝警員截查，葉逃走期
間中槍重傷再度落網，更因槍傷半身不遂，葉因多項控
罪被判入獄41年3個月，其後經上訴庭改判36年3個
月；但至去年4月19日，55歲葉繼歡因肺癌在瑪麗醫
院羈留病房離世。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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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走犯「賊王」最轟動醫院越柙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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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事件

34歲行使假證被捕男子報稱不適，由警員押送港
島薄扶林瑪麗醫院接受治療期間，趁警員未有鎖
上犯人鏈進入獨立廁所內關門後，移開假天花逃
走無蹤。

一名疑犯在警員押送荃灣仁濟醫院診治時，多次
要求往廁所期間趁機逃脫，警員發現追至300米
外悅來酒店包圍搜索，終在酒店二樓一洗手間外
發現拘捕疑犯帶署。

一名18歲淋腐液案男疑犯不適被押送油麻地伊利
沙伯醫院留院期間，聲稱冷氣凍要求毛氈包裹身
體取暖時暗中脫下手銬逃去；警方經10小時追緝
在柴灣拘捕疑犯。

一名14歲少年犯報稱不適被押送屯門醫院接受治
理時藉機逃走，其間一度匿藏醫院內隱蔽處，最
終被警員發現制服拘捕帶署。

「賊王」葉繼歡在赤柱監獄服刑期間報稱肚痛被押
送瑪麗醫院接受治理，其間趁機跑出醫院門外挾持
一輛私家車逃去無蹤；其後接連干犯多宗嚴重械劫
案，至1996年5月13日始落網。(見另稿)

越柙在逃男疑犯李亮（LI LEON；前稱李俐樺），
34歲，身高約5呎5吋，壯身材，黃皮膚，蓄短黑

直髮，案發時身穿藍色和白色格仔病人衣服及白色運動
鞋。警方發言人表示，十分重視案件，呼籲市民如有任
何資料提供請致電9022 0121與調查人員聯絡或致電
999報案。

三年前保釋後潛逃出境
根據資料，李亮於2015年6月8日因涉嫌「行使虛假

身份證明文件」被捕，同年6月9日被暫控一項行使虛
假身份證明文件罪名，案件於同年6月23日在東區裁判
法院提堂。審訊期間，李獲准保釋外出後，未有如期向
法院報到，懷疑已潛逃出境失蹤，被警方列為被通緝
者。直至本周三（14日），李再持多明尼加證件乘航班
進入香港，其間在國際機場過關時被入境處人員揭發通
緝犯身份，由警方拘捕扣查。
據悉，前晚李在還柙期間自稱患有愛滋病及身體不
適，由兩名警員押送瑪麗醫院接受治理，被安排更換病
人服在A座二樓男內科一間三人病房觀察，兩名警員則
在床邊全程看守，房間有獨立廁所連浴室。
據同房姓何病人稱，李在病房期間不時大吵大鬧稱肚
痛要上廁所，但見警員每次讓他上廁所時也非常謹慎，
分別握住鎖鏈拉及用腳「攝住」廁所門不許關上，其間
疑犯來回多次上廁所。

疑警未鎖鐵鏈 關門如廁出事
消息稱，昨晨8時許，當時李轉由兩名早更男女警員
負責看守，其間李短時間內數次聲稱肚痛要上廁所。當
一次李又再要求上廁所時，疑警員未有鎖上鐵鏈讓他進
入廁所及關門，但良久李仍未完事出來，一直在廁所外
守候警員拍門無回應，隨即開門查看發現廁所內空無一
人，廁所假天花被移開，懷疑李趁機從假天花爬上通風
管道逃去，立即通知上峰派員要求增援。
大批警員接報趕至調查，鎖封醫院各出入口及翻查醫
院及附近一帶閉路電視片段蒐證，再在附近一帶馬路設
置路障及召來追蹤犬協助搜索；因瑪麗醫院與香港大學
鄰近，不排除疑犯潛入校園範圍匿藏，一度在港大展開
大規模搜捕行動，但未有發現。
警方列作「從合法羈押逃脫」案處理，交由西區警區

重案組第一隊跟進，正全力追緝越柙犯下落。
香港大學就瑪麗醫院拘留犯逃脫事件回應，港大會配

合警方搜查及保持密切聯繫，以了解事件對大學的可能
影響。港大亦以電郵通知大學教職員及學生，呼籲大家
保持警惕，如發現任何可疑者，應立即通知大學或向警
方舉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港

島薄扶林瑪麗醫院發生疑犯越柙事件。一名

曾有行使假證件被捕候審期間潛逃男子，早

前再持懷疑偽造證件乘航班來港遭揭發拘捕

後，前日報稱不適由警員押送醫院治理。昨

晨疑犯在病房多次藉詞肚痛上廁所，其間趁

一次警員未有鎖上犯人鏈進入廁所關門後，

移開假天花逃去無蹤。警方列作「從合法羈

押逃脫」案處理，正全力追緝越柙犯下落。

浸大生染肺癆隔離 數十人要驗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鄺福
強）大圍發生毆打致死命案。四名男
子昨晚駕車至一車房大肆搗亂後逃
走，其間車房東主及職員追出阻止，
當中一人未能及時上車被截停街頭拳
腳狂毆狂踢至重傷昏迷，送院不治。
警方拘捕涉「打死人」車房三人及追
緝搗亂車房在逃三名疑犯下落。
搗亂車房反遭毆斃男子，頭部及身
體多處有嚴重瘀傷，昏迷送院經搶救
不治，死因有待進一步驗屍確定。被

捕三名男子，分別為車房東主及職
員，涉嫌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名，
由警員押署通宵扣查，不排除會改控
更嚴重罪名。消息稱，死者與被捕人
之間疑涉及整車糾紛。

走唔甩「被遺棄」淪人肉沙包
現場為大圍成興街12號一間車房。

消息稱，昨晚6時許，車房正在營業期
間突然有一輛私家車駛至門外，車上
跳出四名男子衝入車房內用硬物擊碎

車輛擋風玻璃大肆搗亂，其間車房東
主及職員三人見狀大聲喝止，四名男
子得手即逃出車房準備返回私家車逃
去。車房三人尾隨追出阻止，當中三
人及時登上車廂開車，惟其中一人未
能及時上車被遺下，逃至附近成運路
遭車房三人截停瘋狂圍毆，過程被附
近途人用手機拍攝及被放上互聯網。
從短片所見，車房三人將涉嫌搗亂男

子按壓在地上不斷拳如雨下，其間更不
斷用腳狠踢其頭部，男子捲曲身體不斷

哀叫「唞唔到氣呀......」，但三人仍繼
續施襲下，未幾男子不支陷入昏迷，途
人見狀報警。警員封鎖現場調查，發現
被圍毆男子重傷昏迷，呼吸脈搏全無，
隨即為他進行心外壓急救及送上救護
車，惟傷者送院經搶救不治。
警員調查期間，車房三人得悉闖禍

「打死人」後，被嚇至不知所措，由
警員以相關罪名拘捕帶署扣查，警方
正追緝涉嫌刑事毁壞在逃三人下落及
調查死者糾眾搗亂車房動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浸大
一名修讀副學士學生證實感染肺結核
病，已入院接受隔離治療。浸大發言
人表示，學院本周三收到衛生署通
知，得悉一名在九龍塘校園修讀副學
士學生感染肺結核病，根據衛生署建

議，校方已聯絡曾經與受感染學生接
觸的數十名教職員及學生，進行胸肺
檢驗。校方會依照衛生署的指引作出
跟進，清潔班房及通風系統，以減低
傳染機會。
衛生署接受媒體查詢時表示，不會

評論個別個案，若署方收到關於結核
病的通報，會作出公共衛生評估，按
需要實施防控措施。
署方表示，過去一年平均每月接獲

300多宗新增結核病呈報個案，本年
10月份的臨時數字為420宗，而11月
份的臨時數字為185宗。
肺癆又稱肺結核病，是本港常見傳

染病，屬於慢性傳染病，肺癆患者會
出現輕微發燒、盜汗、疲倦、體重下
降、長期咳嗽和痰中帶血。
根據衛生署資料顯示，肺癆可由空

氣傳播，感染者咳嗽或打噴嚏時會將
細菌散播到空氣中，抵抗力稍差的人
吸入後便會染病。而有效的抗生素療
程一般可將傳染期縮短至數周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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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屯門公路發生連環
車禍。前晚一輛外賣電單車與的士發生輕微碰撞意外
後，雙方停在公路慢線處理期間，一輛駛至七人車收
掣不及狂撞的士，的士被撞前撼向電單車，電單車司
機走避不及被撞重傷昏迷，送院命危。警方拘捕肇事
七人車司機及調查車禍原因。
被撞電單車司機名為穆罕默德，28歲，巴基斯坦
裔，頭部重傷昏迷，需轉往深切治療部搶救，情況危
殆。被捕七人車司機姓黃，39歲，涉嫌危險駕駛引致
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名，帶署扣查。

碰撞停車講數 走避不及撞飛
據悉，穆罕默德早年從事運輸業及地盤工，去年因

工傷康復後，約一個月前轉職外賣電單車司機。消息
稱，前晚約10時，穆罕默德駕駛外賣電單車沿屯門
公路中線行駛期間與一輛的士發生輕微碰撞，兩車駛
至慢線路邊停泊商討賠償問題。其間一輛七人車沿慢
線駛至，疑姓黃司機收掣不及從後撞向的士車尾。
由於撞力奇猛，的士被撞至推前撼向外賣電單車，

當時正在路邊的穆罕默德走避不及被撞至頭部重傷倒
地昏迷，由救護車送院命危。警員封鎖現場調查，以
相關罪名拘捕肇事七人車司機帶署扣查。
汽車工業學會會長李耀培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當車輛在高速公路發生交通意外後，如果只屬輕
微碰撞及無政府公物損毁，涉事司機不一定要即時停
車處理，雙方可以駛至有避車處的安全地點始停車商
討賠償問題，無論任何時候在高速公路下車視察或理
論也是非常危險的事。

■■屯門公路前晚發生屯門公路前晚發生「「連環車禍連環車禍」。」。

■越柙疑人持有多明
尼加身份證。

■疑犯打開假天花爬走越柙。■警員在疑犯病床檢走遺下的犯人鏈。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警方召來警犬到醫院搜尋越柙疑犯。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大批警員在瑪麗醫院對開薄扶林道搜索走犯。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市民用手機攝得市民用手機攝得
事主被事主被33人按地圍人按地圍
毆毆。。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警員首先趕抵替昏迷事主作急救警員首先趕抵替昏迷事主作急救。。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車房內一車房內一
輛私家車擋輛私家車擋
風玻璃被擊風玻璃被擊
毀毀。。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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