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瘋駕男逆行撞4的士釀8傷
警追緝棄車在逃紋身男 被捕4乘客稱唔識司機拒助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青衣青
裕新村昨凌晨發生縱火案，村長停泊寓所
外的座駕遭縱火，烈焰除波及焚毀旁邊兩
車外，更一度殃及其寓所外牆熏黑，重案
組已接手追查狂徒縱火動機。有村民指村
長座駕於2015年時亦曾遭縱火。
縱火案現場為青裕新村一露天停車場，
車場毗鄰為黎姓村長的寓所。案發時並排
停泊有3輛私家車，包括村長與其兒子的
座駕，及一名蔡姓村民的私家車。

昨凌晨3時55分，有村民發現上址3輛私家車
齊起火，火勢猛烈，火舌殃及旁邊村長寓所外
牆。消防接報趕至出動一條喉及一隊煙帽隊灌
救，約20分鐘後將火救熄，但3輛私家車已嚴
重焚毀，燒剩車架，緊鄰的村長寓所外牆熏
黑，部分玻璃窗亦燒至碎裂。
消防經初步調查，相信首先起火的是停泊中
間的村長座駕，起火原因有可疑，列作縱火
案，至早上鑑證化驗人員亦到場蒐證，案件已
交由葵青警區重案組第二隊跟進，探員則向村
長及附近村民了解，案件暫無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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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名傷者，包括被捕私家車3女1男乘客及4名的士司機，19歲至66歲，分別胸頸痛
及手腳擦損，全部清醒送院經治理，未有大
礙。被捕4名男女乘客，涉嫌「擅自取去交
通工具」罪名，但4人「異口同聲」稱不認
識在逃司機，懷疑「有心」拒絕合作。

Audi「舞龍」招疑 遇查衝燈狂飆
消息稱，昨凌晨3時許，一輛警方隱形戰車

在牛頭角區巡邏期間，

於企業廣場 5期MegaBox
對開常怡道發現一輛載有5

名男女的 Audi 私家車形跡可
疑，於是暗中尾隨跟蹤監視。其
間私家車沿常怡道駛入牛頭角道
南行途中不時「左搖右擺」，警
員駕駛隱形戰車尾隨至近安善道

交界時，決定發出響號要求對方停車
接受檢查。
詎料私家車司機未有按指示停車加速逃走，

隱形戰車遂尾隨追截，私家車沿牛頭角道駛至
燈位時先不顧危險「衝紅燈」，其間駛至玉蓮
臺對開時再因前方有車輛阻塞下，冒險切入對
面行車線上逆線瘋狂駕駛，企圖擺脫隱形戰車
追捕；但當私家車逆線逃至近馬蹄徑對開時，
終失控與四輛迎面駛至空載的士發生連環相撞
意外，四輛的士同告損毀，私家車則車頭嚴重
凹陷損毀「拋錨」，男司機隨即棄下同伴落車

逃去，被撞四輛的士司機

同告受傷，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警員駕駛隱形戰車趕至封鎖現場，經搜查在

肇事私家車上未有發現可疑物品，其間警員向
私家車4名男女客詢問肇事司機資料時，4人
同聲稱不認識司機拒絕合作。警方初步調查，
列作「瘋狂駕駛及擅自取去交通工具」案處
理，拘捕私家車4名男女乘客，4人報稱受傷
送院治理；案件交由秀茂坪警區刑事調查隊第
一隊跟進，追緝年約20歲至30歲男司機，左
手有紋身，案發時身穿黑色上衣及短褲。

4人拒助調查 若定罪判更重
大律師陸偉雄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

以這宗案件為例，涉嫌偷車被捕的4名男女乘
客，懷疑拒絕合作提供涉案司機資料，增加警
方調查困難；雖然4人的行為不會構成被加控
其他罪名，但日後案件經審判及4人被定罪
後，相信法官在量刑時會考慮有關行為而判處
較重刑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牛頭角發生逆線瘋駕釀五車連環相

撞交通意外。警方隱形戰車昨凌晨巡邏

期間，發現一輛可疑私家車「左搖

右擺」行駛，司機被警員要求停車接

受檢查時即高速逃走，其間先後「衝

紅燈」及逆線行駛，以致失控與迎面

駛至四輛的士發生迎頭相撞，私家車

司機逃去無蹤，車禍共8人受傷送院治

理；警方列作「瘋狂駕駛及擅自

取去交通工具」案處理，拘捕私

家車4名乘客及追緝在逃司

機下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
光）前晚在尖沙咀加拿分道一間樓上歌
舞會所疑有不明氣體洩漏引致32人不適
送院事故，消防員經通宵調查，相信因
會所廚房在抽風系統故障仍如常煮食
下，令密閉場地積聚過量一氧化碳猶如
「毒氣室」，幸場內人士及時察覺逃出空
曠地方，否則不堪設想。
32名不適送院事主，分別 11男 21

女，27歲至70歲，有吸入一氧化碳不適
徵狀，其中5人一度情況嚴重，兩人需
要轉送東區醫院接受高壓氧治療；截至
昨午為止，仍有18名傷者留醫，幸無生

命危險。
現場為加拿分道25號至31號國際商

業信貸銀行大廈樓上一間私人歌舞會
所，事發時正進行晚宴，場內有108名
顧客及15名職員。消防區長（九龍西）陳
孝忠昨凌晨在記者會表示，前晚約9時
07分，消防處接獲上址私人會所有多人
不適，救護人員到場發現不適人數眾
多，需要增派救護車處理。約26分鐘
後，消防處再接獲上址懷疑洩漏不明氣
體及有人不適舉報，消防員到場時所有
人已離開私人會所在樓下接受治理。
陳孝忠指，消防員使用儀器經探測發

現有一氧化碳，據會所負責人透露事發
前會所廚房抽風系統損壞，但照常煮
食，懷疑因此引致場地積聚一氧化碳，
初步無可疑，但確實肇事原因仍有待進
一步調查。昨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再到涉
事私人歌舞會所了解，發現已經暫停營
業，大門貼出「因內部裝修，休業三天」
的公告。
專家表示，一氧化碳與人體血液中血

紅素的結合力，較氧氣強200倍至250
倍，當一氧化碳進入身體必然會排擠氧
氣，令血紅素帶氧能力下降引致體內組
織缺氧，患者會出現頭暈、抽搐、心肌
梗塞、嚴重會昏迷死亡，情況猶如「燒
炭」。

舞場變「毒氣室」原因一氧化碳過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西環
昨午夜發生罕見電車翻側意外，一輛電
車在駛至一處彎位時突脫軌並翻側橫臥
路中，尚幸當時車上並無乘客，意外中
僅司機受輕傷，電車其後由吊車扶正拖
返車廠檢修，警方正調查意外肇因。
肇事電車編號158，事發時正西行由
北角駛往屈地街電車廠，該車由入職約
8個月的23歲男司機駕駛。他在意外中
腳部受傷一度被困，要由途人協助離
開，事後由救護車送院治理後已無大
礙。電車公司表示正全力配合政府有關
部門調查肇因。

事發於昨午夜零時許，電車沿德輔道
西西行，至418號太平洋廣場對開近山
道一處彎道時突脫軌，電車失控衝向左
邊行人路，險撞進地下一間店舖，終掃
撞行人道鐵欄、路牌及石壆阻住去勢，

終向右翻側，橫臥西行兩條行車線上，
車身損毀，車頂的電弓箱撞毀甩脫。
尚幸意外時值深夜，路面人車稀疏，

未殃及其他人，途人目睹意外後報警，
並協助司機離開車廂。大批消防接報到
場，經搜索後證實電車未有壓住其他
人。至凌晨2時許，吊臂車到場將電車
扶正放回路軌，由其他電車拖返車廠檢
修。警方及電車公司正調查肇因。
這是3周內第二宗電車嚴重事故，本
月6日下午2時許，一輛編號94的電車
駛經中環德輔道中近雪廠街時，懷疑輾
過暗藏路軌的不明來歷小金屬物而導致
出軌，幸意外中無人受傷，電車事後拖
回路軌，自行駛返車廠檢修。

電車脫軌翻側 3周內第二宗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蕭
景源）幼稚園
校長余倩瑛本
周四（21日）
上午離開藍田
寓所返校，但
卻一直失蹤未
見返校，其家
人即日報警求
助，警方昨向
公眾發出余的
圖片，呼籲市
民提供消息。
離奇失蹤的

余倩瑛現年45
歲，資料顯示其為葵盛東邨一間幼稚園的
校長，警方表示，余身高約1.63米，體重
約50公斤，瘦身材，尖面型，黃皮膚及
蓄長直黑髮。她最後露面時身穿淺藍色外
套、黑色長褲、黑色鞋、戴眼鏡及攜有紫

色手袋。
余倩瑛是於本周四上午離開其藍田連德道的住所

後便告失蹤，警方呼籲任何人如有余倩瑛的消息或
曾見過她，請致電3661 0321或9886 0060、或電
郵至rmpu-ke-2@police.gov.hk與東九龍總區失蹤
人口調查組，或與任何一間警署聯絡。
余倩瑛失蹤後，其親友亦在網上發文呼籲網民協

助尋找。據稱，當日早上約7時22分，余離開藍田
住所往工作地點，途中失去聯絡，有人曾目睹她乘
搭88X號巴士往沙田方向，而其手機WhatsApp程
式最後上線時間為當日早上8時40分。據知，余從
未試過失聯，失蹤前亦沒有與家人爭執。

幼
園
校
長
離
奇
失
蹤

香港新聞A5

2019年3月24日（星期日）

20192019年年33月月2424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19年3月24日（星期日）■責任編輯：甄智曄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蕭景源、鄺
福強）尖沙咀揭發一宗謀殺案。上周四
(21日)一名印度男子被發現傷痕纍纍昏迷
寓所床上，由同鄉報警，救護員證實死
亡，警方初步調查死因有可疑；探員經
連日調查下，拘捕死者一名同鄉涉嫌藏
毒及謀殺案有關。昨晚警員再到案發現
場大廈進行調查及蒐證。
印度裔男事主，50歲，被發現時躺臥
床上重傷昏迷，頭部及身體多處受傷，
當場死亡；法醫經驗屍，發現死者左腹
有明顯瘀傷、鼻部及右眼角有3厘米至4
厘米傷痕，初步死因為脾臟遭打爆致內
出血死亡。被捕印度裔男子，44歲，涉
嫌謀殺及藏毒罪名，通宵扣查。

據悉，印度裔死者與疑
兇，同為持「行街紙」留港，兩人與4
名同鄉居於尖沙咀海防道一個兩房單
位，死者與疑兇睡在廳中一張「碌架
床」，死者睡下格床、疑兇睡上格床，
兩人素有積怨。案發前一日(20日)晚上，
有同鄉在房間聽到廳外傳來激烈爭吵
聲，懷疑兩人在酒後因事發生口角，其
後回復平靜，當時未有為意。
油尖警區刑事總督察林婉玲表示，上
周四(21日)中午12時許，有同鄉發現事
主倒臥廳中「碌架床」的下格床重傷昏
迷，大驚報警，救護員趕至經檢驗證實
已經死亡，無須送院；警員到場發現死

者滿身傷痕，死因有可疑，
隨即封鎖現場展開深入調查，發現一名
睡在死者上格床的44歲印度裔男子藏有
159克大麻毒品，以相關罪名將其拘捕
帶署扣查。
其間探員向其他同住同鄉落口供時，

再發現死者與涉嫌藏毒疑犯曾經發生爭
執，不排除與案有關；探員進一步在大
廈展開地氈式搜索，在其他樓層檢獲染
血枕頭及疑兇的圍巾，圍巾上更染有血
漬。直至昨日，探員經調查證實藏毒疑
犯涉嫌謀殺死者，將案改列謀殺及藏毒
案處理。

印度漢遭打爆脾亡 同鄉室友涉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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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殃的數輛的士遭殃的數輛的士。。

▼車內一名男
疑人被捕帶
署。

■■受傷的士司機送院敷治
受傷的士司機送院敷治。。

■■涉事涉事AudiAudi嚴重損毀嚴重損毀。。

■失蹤的幼稚園校長余
倩瑛。

■重案組及鑑證人員早上折返縱火燒車
現場蒐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電車翻側橫亙路中。 網上圖片

■大批警員到兇案現場大廈蒐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 攝

▲▲瘋駕男逆線瘋駕男逆線
行駛行駛，，與迎面與迎面
駛至四輛的士駛至四輛的士
發 生 迎 頭 相發 生 迎 頭 相
撞撞，，事後更棄事後更棄
車逃去無蹤車逃去無蹤。。

下次攪珠日期：3月26日(星期二)

3月23日(第19/034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1,067,810 （2注中）

三獎：$121,170 （47注中）

多寶：$20,007,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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