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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五名青年昨日凌晨夜
探傳說中 「鬼屋」，走進灣仔南固臺
廢宅內飲酒遣興，期間一名肥胖青年
疑有醉意，無端端在梯級摔倒撼傷後
腦，倒楣送院治理。同行友人大感掃
興，聲稱 「下次唔好到呢度飲！」

受傷男子姓吳（二十四歲），經
治理幸無大礙。他和朋友一行五人，
在昨日凌晨時分，自覺膽大想見鬼，
翻牆進入灣仔船街五十五號南固臺
「鬼屋」探險，並在廢宅內飲酒聊天

，逗留至二時許，眾人帶着酒意離開
，翻過圍牆返回船街行人路的梯級，
期間事主未知是否受酒意影響，無端
端突然失足跌倒，後腦着地受傷流血
。救護員接報趕到，為傷者包紮送院
。朋友事後稱 「下次唔好來呢度，去
番酒吧飲好過！」

南固臺大宅落成於一九一八年，
是當時香港富商杜仲文斥資興建，佔
地五萬多呎，大宅外牆以紅磚建成，

糅合中西建築風格，現列為香港一級
歷史建築；惟空置多時，重門深鎖。
由於有傳言指，在日軍侵港時期，大
宅曾用作囚禁慰安婦或犯人的地方，
之後便扯上 「猛鬼」傳說，所以被附
近居民稱為 「鬼屋」；不少恐怖題材
電影還特意到來取景。

賊竊參茸行 警守株待兔
【本報訊】兩賊昨日凌晨到紅磡馬頭圍道企圖

爆竊參茸行，被警方根據線報埋伏守株待兔，在撬
毀鐵閘門鎖以為可大肆搜掠時，被探員衝出制服束
手就擒。探員順藤摸瓜，稍後掩至青衣長康邨多拘
一人，令案件共三人落網，正追查疑犯有否涉及其
他同類竊案。

當場被捕兩名男子姓趙（六十七歲）和姓章
（四十三歲）；在長康邨落網男子姓鄭（四十三歲
），三人現涉企圖爆竊罪被扣留。避過一劫的參茸
行，位於馬頭圍道 2B 號一個舖位，新界南總區重
案組調查區內其他參茸行爆竊案期間，鎖定目標人
物，並根據線報得悉有人計劃再犯案，於是部署行
動。

昨日凌晨五時許，兩名男子在馬頭圍道一間參
茸行門外，用剪鉗企圖剪開捲閘門鎖，在附近埋伏
探員認為時機成熟一擁而上，把兩賊當場拘捕，檢
獲一批作案工具。及至上午九時許，採員掩至長康
邨康平樓一住宅，拘捕屋內一名男子涉嫌與案有關
，押返警署調查。

郭富城同款法拉利撞毀的士
【本報訊】一輛價值逾四百萬元法拉利跑車，昨

晨在薄扶林域多利道一個路口轉彎時，與馳至的士發
生碰撞，跑車右車尾輕微受損，的士則右車頭損毀。

跑車司機姓徐（五十多歲），該輛法拉利跑車型
號599GTB，以灣仔一間投資公司名義登記，一○年
底出廠時，價值逾四百萬元。不過車輛掛有 「XX」
字頭，屬本港極早年代車牌，登記車輛最初只有數字
，用罄後加 「HK」字頭，之後便是 「XX」。昨晨九
時，該輛法拉利在域多利道右轉入康華街時，和的士
相撞，事件中無人受傷。據悉，金馬影帝郭富城年前
曾購入兩輛火紅色法拉利，包括599GTB，另一款為
車價三百多萬的F430 Spider。

【本報訊】有社工表示，兄
弟姊妹間發生爭執吵架，需學懂
「停一停，諗一諗」。一家人凡

事應有商有量，互諒互讓，如學
懂忍耐及沉着應變，可避免悲劇
發生。

她說，家人間遇到衝突時，
如把事情放得過大，容易 「諗埋
一邊」致想法偏激，所以遇到紛
爭時雙方應保持冷靜。姊妹之間

固然不應將問題 「收收埋埋」，
但坦白說出自己感受時，亦應保
持冷靜，以免措詞、語氣過重刺
傷對方，才可慢慢溝通達到共識
。不要被情緒牽動，一旦喪失理
智導致發生悲劇，已後悔莫及。
此外，為避免衝突發生，當兩人
爭持不下時，可找其他家人以中
肯態度分析事件，讓家人間達成
共識。

債台高築男 領呔吊頸死
【本報訊】一名中年漢昨晨在旺角新填地街一間

時鐘酒店吊頸自殺，消防員到場將他解下送院，搶救
後證實氣絕身亡，警員檢獲一封遺書，內容指因債台
高築無力償還，事件無可疑。

自縊死亡男子嚴×亨（三十五歲），事發現場為
旺角新填地街二七九至三六七號一間時鐘酒店，據姓
林（六十三歲）男職員稱，事主在昨凌晨時分前來租
房住宿。

昨日上午八時許，男職員見事主沒有按時退房於
是拍門，但沒人回應覺得可疑，用後備鎖匙啟門入內
，赫見該男租客在廁所用領呔吊頸，馬上報警求救，
消防員到場將他解下時，送院搶救終告氣絕身亡，警
員在現場調查檢獲一封遺書，內容透露因受金錢和債
項問題困擾，走投無路自尋短見，事件無可疑。

【本報訊】一名台灣電影製片人匆匆來港
「凌晨到、下午走」卻遇車禍。昨日事主乘的

士沿北大嶼山公路往機場途中失事，車輛剷上
路邊斜壆變炮彈飛車，衝插落地爛如廢鐵，和
女司機俱浴血車廂被困，事主獲救送院證實不
治，女司機則重傷危殆，車內大攤鮮血相當可
怖。由於現場近百米沒有煞車胎痕，警方正調
查車禍原因。

曾參與《新魯冰花》拍攝
在港逗留十多小時客死異鄉的台灣漢何瑞

達（五十五歲），在當地電影圈擔任製片工作
，曾參與《新魯冰花》拍攝。現場消息稱，他
在昨日凌晨零時左右從台灣抵港，但預訂了下
午三時十五分機位返台，行色匆匆，只攜輕便
行李，身上懷有六萬港元、三十五萬元台幣現
款。他在港沒有親屬，警方正透過台灣在港機
構，聯絡其家人。

重傷的士女司機蘇×娥（五十六歲），頭

部及手腳俱有傷，其兒子事後趕到醫院探望，
神情憂心忡忡，他表示母親一向沒有長期疾病
。撞車現場在北大嶼山公路近映灣園對出，該
段路面左邊，封有鐵絲網分隔鄰邊馬路，但在
上址有一個緊急出口，闊約九米半，附近設有
一個防撞斜壆，偏偏不幸在該處失事，若只撞
鐵絲網，結果或是兩回事。

事發昨日中午十二時半左右，女的士司機
載乘台灣漢駛往機場，馳至上址對開時，車輛
突然失控衝向左邊，更剷上斜壆變跳台，頓變
炮彈飛車凌空衝起，在半空車身翻滾打轉，再
疾衝飛插撞地，的士幾乎撞斷為兩截，嚴重毀
爛不似車形，車頭也掉轉面向市區方向；兩人
俱頭臉及手腳重創，浴血車廂陷半昏迷，有路
過駕駛者見狀報警。

消防員接報趕到，用工具撬開車廂爛鐵救
人，期間召醫療隊到場協助，及後很快救出，
立即將兩傷者送往瑪嘉烈醫院搶救，台灣漢抵
院證實不治魂斷異鄉，女司機則重傷危殆。

警方封鎖現場一段馬路蒐證，初步發現約
百米距離沒有煞車胎痕，的士為何失事卻沒有
煞車痕，原因有待調查；的士車廂遺下大攤鮮
血，以及台灣漢甩掉的鞋子。

來港12小時搭上條命
的士撼壆的士撼壆 台製片人浴血亡台製片人浴血亡

的士內吵架 細孖晦氣話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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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你爭氣啦！」 一句晦氣話疑奪去一

條命。孿生姊妹花參加完友人派對，昨日清晨乘的士
回家途中，為處世及生活問題吵架，當馳至昂船洲大
橋支路時， 「細孖」 衝口而出求姊爭氣， 「大孖」 受
刺激摑打胞妹，再衝落車危坐天橋邊，跟着飛墮百多
呎下橋底重傷，送院不治。胞妹在醫院泣叫 「如果佢
冇事，乜都讓晒佢……」 惜恨錯難返。

吵架時需停下諗一諗

夜探鬼屋青年離奇跌傷

▲ 「大孖」 飛墮百多呎下橋底，送院不治

▲ 「大孖」 突
然開門下車，
攀上石壆危坐
，疑失去平衡
墮下橋

▲ 「細孖」 疑因怪責自己，事發後情
緒激動同需送院檢查接受輔導

▲該輛法拉利跑車型號 599GTB，與金馬影帝
郭富城座駕同款

▲事主未知是否受酒意影響，無端端突然失足跌倒在圖中梯級

▲事主後腦着地受傷流血，救護員接報趕到為傷者包紮送院

▲的士車內遺留大攤鮮血，相當可怖

▲的士剷上
路邊斜壆變
炮彈飛車，
衝插落地爛
如廢鐵

▲

台客浴血
車廂被困，
獲救後送院
證實不治

墮橋身亡的 「大孖」招凱雪（廿五歲），與父母居住元朗區
，父親為商人，家庭環境不錯，育有三名女兒。女事主排行第二
，和三妹阿瑩為孿生姊妹；事主從事設計工作，阿瑩則投身美容
業。據悉，事主有要好男朋友，已拍拖兩年，近期有意搬出同居
共築愛巢，但因經濟問題未能成事。

兩姊妹前晚到尖沙咀金馬倫道參加朋友派對玩通宵，衣着悉
心打扮相當嬌艷，據悉，席間兩人已為做人處世及生活問題齟齬
，更一度激烈爭執，在離去時仍然 「面左左」。

一句話奪去一條命
昨日清晨六時左右，姊妹花乘的士返回元朗寓所，途中，又

舊事重提吵起來，車輛沿青沙公路馳往昂船洲大橋方向，在馳至一
條支路天橋時，兩人愈吵愈烈，其中 「細
孖」憤言直斥：「你爭氣啲啦！」胞姊聞言疑
大受刺激出手摑打回敬，兩姊妹結果在車
廂內打起上來。的士司機見狀不以為意，
在駛至九巴車廠附近時把車停下，欲做和
事佬調停。

詎料 「大孖」情緒激動，突然開門下
車，奔向橋邊攀上石壆危坐背部向外，企
圖跳橋自殺，司機見狀大驚擬上前制止，但
「大孖」疑失平衡，突然身體後仰直墮，飛落
一百六十多呎下一幅草地上重傷昏迷。
「細孖」驚悉出事嚇至目瞪口呆，隨後情

緒激動衝落車，一度撲向橋邊欲跳下相陪
，司機幸及時拉住，並立即報警求助。

救護員到場將受傷 「大孖」急送醫院
搶救，最終返魂無術。 「細孖」疑因怪責
自己，事發後情緒一直激動淚眼漣漣，同
需救護車送往醫院檢查接受輔導；期間不
停泣叫 「如果佢冇事，我乜都讓晒佢……
」惜姊妹同歡日子已成絕響。父母、大家
姐及男友等親屬，先後趕抵醫院了解情況
，驚聞噩耗神情哀傷。

及至昨日傍晚，家人及親友帶備香燭
、冥鏹及祭品等，返回墮橋地點路祭，俱
神情哀慟，逗留約半小時傷心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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