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次攪珠日期：7月20日(星期六)

7月18日(第19/081期)攪珠結果

頭獎：$23,564,150 （1.5注中）

二獎：$284,230 （6.5注中）

三獎：$26,920 （183注中）

多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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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9日（星期五）■責任編輯：勞詠華

老婦上門診後亡 官批私醫錯漏多
醫委會此前拒受理 死因庭揭口供多處不吻合 醫學記錄連性別都錯

近月奪命工傷事件簿
7月18日

7月17日

6月30日

6月22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大埔船灣陳屋村一個地盤，挖泥車
失控翻側，47歲工人跌出車外被
壓斃。

屯門鳴琴路房協地盤37歲測量員
遭高處墮下石屎擊中頭部死亡。

元朗屏廈路貨櫃場52歲工人被翻
側的剷車壓中頭部死亡。

葵涌貨櫃碼頭貨倉，一名37歲管
工搬運一噸重木箱時，被翻倒的木
箱壓斃。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葛婷）一名七旬老

婦3年前在家中接受私

家醫生上門診症後死

亡，死因庭在西九龍裁

判法院聆訊3天，昨日

裁定死因不明。裁判官

作出裁決時，質疑為死

者診症及打止嘔針的私

家醫生司徒敬豪的口供

有多處不吻合，非誠實

可靠證人，又指他的醫

學記錄錯漏百出，認為

事件或涉及醫療判斷、

醫生醫術水平是否符合

標準等問題，若家屬認

為是醫生醫德或醫術問

題，應向有關部門投

訴。死者家人則指早前

曾向醫委會投訴，但沒

被受理，死因庭裁決後

會再向醫委會投訴。

女事主賴來香(75歲)，是患便秘和有長期痛
症的印尼華僑，其幼女於2016年3月23

日為母親致電香港急症中心召喚救護車，擬送
母親往私家醫院，但中心救護車未能即時應
召，轉為安排醫生司徒敬豪上門診症，惟在司
徒敬豪為事主打止嘔針和處方藥物離開後，事
主被發現沒有呼吸，急召救護車送公立醫院搶
救，同日因肺炎不治。
死因裁判官黃偉權昨在裁決時，質疑司徒敬

豪的證供有多處矛盾及不吻合，撰寫的醫學記
錄亦錯漏百出、連性別都寫錯，內容令人難以
相信，認為他並非誠實可靠的證人。
黃官指司徒敬豪作供時，指曾向事主家人提

及事主有炎症，情況嚴重需要入院，但家屬拒
絕。惟翻閱他撰寫的記錄卻指事主的維生指數
良好，沒寫事主要即時入院，反而家屬一早已
想召喚救護車，認為兩者並不吻合，令人難以
接納。

私醫指因開窗聽不到肺雜音

黃官續指，事主的病歷寫明自2012年已有支
氣管擴張，另一位醫生亦曾明確寫明事主肺部
有粗糙雜音，但司徒敬豪卻在報告中表示事主
肺部清晰，作供時則辯稱聽診時因現場開了
窗，受嘈吵聲影響才聽不到事主肺部的雜音。
黃官認為司徒敬豪作為急症科醫生，行醫20
年，事主病史中列明有支氣管擴張，稍有醫學
知識都應知道有可能聽到事主肺部有雜音，但
他當時選擇不關窗做聽診，以及作出肺部清晰
的判斷，是不合常理的做法。

家屬裁決後再向醫委會投訴
黃官又指，事主在短時間內由清醒到有急促變

化，專家證人指打止嘔針到肌肉，可能產生副作
用，但沒有客觀證據指是止嘔針令死者死亡，所
以裁定事主死因不明。但認為這次是醫療判斷，
但醫生醫術水平是否符合標準，不是裁判官這外
行人可以判斷，若家屬認為是醫生醫德或醫術問
題，應向有關部門投訴。

死者江姓兒子則表示，勉強接受判詞，算是
還母親一個公道。又指2016年曾向醫委會投
訴，至今年二月獲初級偵訊委員會通知投訴不
成立，原因包括醫生為死者進行適當身體檢
查，死者沒有支氣管肺炎一般症狀，胸部檢查

時聲音清晰等，又指根據病歷猝死原因不明
顯，相信醫生已充分考慮病人身體狀況和症
狀，拒絕受理其投訴。死者兒子認為醫委會當
年的決定草率，會就死因庭的裁決稍後再向醫
委會投訴。

■司徒敬
豪早前出
庭應訊。
資料圖片

■■死者兒子死者兒子
稱會就死因稱會就死因
庭的裁決稍庭的裁決稍
後再向醫委後再向醫委
會投訴會投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警方前晚在油麻地一單
位搗破製毒及包裝中心，拘
捕一名女毒販，檢獲一批霹
靂可卡因、液態可卡因、氯
胺酮及製毒相關工具，毒品
總值約645萬元。
被捕女子姓陳，35歲，本
地人，涉嫌「製毒」及「販
毒」罪名，通宵扣查。

早前黃大仙警區特別職務
隊根據線報經調查，鎖定油
麻地區一個已運作數月的製
毒及包裝中心。
至前晚（17日）約7時，人
員展開代號「雷霆 2019」打
擊毒品行動，人員於廟街230
號韶興大廈對開埋伏監視，
其間趁陳姓目標女子出現採
取截查行動，在她所攜帶的

膠袋內搜出660包共重約125
克霹靂可卡因；人員將女子
拘捕及押返樓上一單位調
查，再在屋內檢獲630包共重
約2.5公斤霹靂可卡因、兩公
升液態可卡因及約0.4公斤氯
胺酮、一批製毒及包裝工
具，毒品總值約645萬元，主
要向西九龍區娛樂場所提供
毒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鄧偉明）繼前日屯門發生
地盤高處墮下石屎擊斃地盤工
人劉志浩後，昨日大埔再發生
地盤挖泥車翻側壓斃工人的奪
命工業意外。一名工人操控挖
泥車在泥土鬆軟不平的地面工
作時，挖泥車突然失衡翻側，
工人被拋出車外，並被挖泥車
壓住受重傷，由消防員救出送
院不治，這已是一個月內第4
宗奪命工業意外。

月內第四宗奪命意外
男事主張×文(47歲)。現場

為大埔沙欄路近陳屋村一個正
在興建村屋的地盤，本月初才
開始動工。昨晨11時許，張在
地盤內操控一輛挖泥車工作
時，疑因地面泥土鬆軟不平，
挖泥車突然失平衡向右翻側，
張從駕駛室跌出，遭挖泥車壓
住胸腹被困，63歲姓朱工友見

狀報警及嘗試進行拯救，但不
成功，由消防員趕至使用工具
抬起車身救出傷者，惟張送院
後證實不治。警員封鎖現場調
查，列作「有人意外受傷及工
業意外」處理，交由勞工處跟
進調查意外原因。
香港工會聯合會副會長周聯

僑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提
醒工友在駕駛挖泥車時，必須
要扣好安全帶及戴安全帽，切
勿因夏天炎熱或貪一時方便拒
扣安全帶；當發生翻車意外
時，工人必須保持冷靜，第一
時間雙手抓緊軚盤及雙腳用力
撐住駕駛座，盡量穩固身體，
謹記不要魯莽作出跳車逃走行
為，因為當工人跳出車廂時有
可能遭挖泥車壓傷，甚至死
亡。
此外，工人在操控挖泥車進

行工程前，應先為工地進行安
全評估，以策安全。

37歲地盤工人劉志浩，前日在屯
門鳴琴路房協地盤被石屎擊爆頭慘
死。劉生前為家中經濟支柱，遺下
母親、妻子及一對年幼子女頓失生
活依靠，前路茫茫，急需有心人伸
出援手。
昨晨9時許，劉志浩家屬一行4人

到葵涌殮房辦理認屍手續，其間劉
母、妻子及胞姊難耐哀傷落淚；劉母哭稱：
「嗚……嗚……我個仔好乖，唔煙唔
酒……」，見者心酸。據劉的胞姊表示，早
年胞弟報讀建造業訓練局及考獲相關牌照
後，從事地盤平水測量員10多年。劉志浩

生前與妻子育有一對現年5歲兒子及3歲女
兒，一家四口與劉母同住粉嶺嘉福邨，依
靠劉志浩每月約兩萬元薪金生活。詎料，
劉志浩前日開工期間意外喪命，一家頓失
經濟支柱；惟有關方面至今仍未有向他們
交代事件經過。
前日早上9時許，劉在屯門鳴琴路3號房

屋協會轄下資助房屋項目的地盤工作，其
間一塊近半米長石屎從一座正進行外牆竹
棚架拆卸工程的樓宇墮下，劉被石屎擊中
頭部重傷昏迷，由救護車送院不治。勞工
處正就意外原因展開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鄧偉明

地盤挖泥車側翻 壓斃操控工人

警油麻地檢645萬元毒品 拘女毒販

家人認屍痛哭 妻兒失依靠
奪

命

工

傷

■大埔發生地盤挖泥車翻側壓斃工人意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鄺福強、蕭景源）涉
及本港的電話騙案，今年頭5個月較去年同期
有大幅上升趨勢，當中涉及被騙金額更高達
4,559萬元，上升約4.7倍。專責監察及調查全
港電話騙案的警方東九龍總區重案組第三隊探
員，昨在沙田拘捕一名19歲少年，相信他與最
少兩宗分別在今年4月及5月發生的假冒官員騙
案有關，其間有人自稱是「特務」，上門向事
主收取騙款，涉及金額共約78萬元。警方現正
追查疑犯有否干犯其他同類案件，以及同黨下
落。
被捕青年姓李（19歲），警方在行動中檢獲
兩部與案有關的手提電話、一批匯款單、一張
屬於其中一名女受害者人的銀行卡，以及一萬
多元現金。警方「電話騙案專責小組」、東九
龍總區重案組第三隊署理警司譚威信表示，被

捕青年在集團中擔當露面向事主提取騙款，以
及處理贓款角色，騙款會被以匯款形式匯往內
地的銀行賬戶，案中檢獲的一萬多元現金，相
信是疑犯在兩宗騙案中所得的佣金。

兩女墮電騙失78萬元
疑犯涉及的首次騙案發生在今年4月，一名26

歲女事主接獲冒充電話公司職員的來電後，被
轉駁至一名自稱是武漢公安局的公安人員對
話。其間事主被指牽涉內地一宗非法洗黑錢
案，要求她交出銀行卡及密碼作資產審查，並
安排一名男子上門取走事主的銀行卡。其後事
主發現銀行戶口內被人非法提取3萬元。
第二宗騙案發生在今年5月，一名73歲老婦

被以同一手法訛稱她牽涉內地一宗行騙案，為
表清白，女事主遂按對方指示，將合共75萬元

現金分兩次交予一名自稱是「特務」的男子作
保證金，她其後始醒覺上當，報警求助。
東九龍總區重案組第三隊探員經調查後，迅

速鎖定一名涉及兩案，現身收取騙案的青年，
並在昨日採取行動將其拘捕。

警拘19歲青年 涉兩宗冒官電騙案

■探員展示在行動中檢獲的部分證物，包括匯
款單及現金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大欖隧道收費廣場發生奪命
車禍，一輛城巴在廣場埋站後開
行，突失控直撼前行一輛密斗貨
車尾，除釀成12名乘客及貨車
司機受傷外，今年初剛「翻閹」
的 65 歲城巴車長更重傷被夾
困，由消防救出送院後不治。
意外中喪命城巴車長姓梁、65

歲，城巴透露，該車長於1997
年7月入職，現年65歲，今年1
月 29 日通過身體檢查後，經
「退休員工再次聘用計劃」獲再
次聘用，前日（17日）例休後，
昨早7時半上班，中午茶休約1
小時後，於銅鑼灣駕駛969號線
城巴前往天水圍途中肇禍。警方
將驗屍確定其死因，會循多方
面、包括車長的身體情況等調查
肇因。車禍中其餘13名傷者包
括城巴6男6女乘客（9歲至78
歲），及關姓、32歲貨車司機，
當中兩名乘客傷勢較重。
事發於昨午2時許，涉事城巴

載客開往天水圍，沿青朗公路經
過大欖隧道收費亭後，進入收費
廣場的巴士站上落客再開行後不
久，突失控猛撼前行一輛24噸
中型密斗貨車車尾，再溜前約50

米始停下，城巴車頭全毀，車長
被夾困駕駛座上重傷昏迷，車上
多名乘客受傷。貨車尾及尾板則
被撞至變形。
消防員趕到將車長救出，與2

名傷勢較重的乘客同送博愛醫院
搶救，惜車長送院延至約3時終
不治。其餘10名男女乘客及貨
車司機，先後由多輛救護車送往
屯門醫院治理。新界北總區交通
部特別調查隊正跟進調查車禍肇
因。
城巴發言人對交通意外表示沉

痛，並對死傷者家屬致深切哀悼
與慰問，會盡力向傷者及死者家
屬提供協助，及會全力配合警方
調查是次意外經過及成因。
城巴職工會及巴士業職工會聯

盟分別發聲明，對事件表沉痛及
對司機、其家屬致哀。兩工會均
指出，不止一次向運輸署提出巴
士設計有問題，司機位置前沒有
任何緩衝部件，一旦發生意外，
司機必然首當其衝。但運輸署卻
指有關設計符合歐盟規定，漠視
過往多宗司機重傷及致命意外。
工會將繼續要求署方重新檢視有
關巴士車身設計的規定，以加強
保障乘客及司機安全。

■■城巴車頭全毀城巴車頭全毀，，車長車長
一度被夾困駕駛座一度被夾困駕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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