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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現場的東涌北䃟頭
村的石灘暗藏殺機，潮退
時水面會離岸約五十米，
然而潮漲時來勢甚快

婦人疑陷泥沼致遇溺

摸蜆再添亡魂
【本報訊】摸蜆欠安全形同玩命！一名中年婦前日在友
人 「甩底」 後獨自到東涌侯王宮對開泥石灘摸蜆，結果身陷
泥灘殺機遇險；其子見婦人天黑後仍未歸家，即晚報警並親
往尋母，發現她遺下的背囊。救援人員雖立即展開搜索，直
至昨晨始發現婦人浮屍。此為本港十日來發生的第二宗摸蜆
喪命悲劇，兩宗意外共釀三人枉葬龍宮。

友人爽約

泥灘耍樂 忌愈行愈遠

獨自前行

不幸喪命婦人曹×貞（五十八歲），家住深水埗南昌街，被發現時屍
浮侯王宮對開約五百米海面；其子姓黃（三十一歲）。現場為東涌北䃟頭
村對開一處泥石灘，鄰近赤鱲角南路對開，岸邊建有一座侯王宮。有街坊
姚先生指出，上址屬區內居民摸蜆勝地，經常有人涉水出海，部分人會把
收穫帶到東涌市中心的街市出售，賺取外快；也有人拿回家煮食當 「加餸
」。不過他指出，該石灘暗藏殺機，潮退時水面會離岸約五十米，然而潮
漲時來勢甚快，一旦疏忽忘形隨時走避不及，更有被捲走之險。
前日下午，曹婦原本相約一名女友人，結伴前往東涌遊山玩水兼摸蜆
，不過對方臨時有事爽約並無出現，她雖大感掃興，但仍依照原訂計劃，
隻身出海摸蜆尋樂，詎料一去不返。至前日晚上，其子因母親遲遲未回，
致電其手機亦無人接聽，大為擔心安全，及至聯絡該名爽約友人查詢，得
知母親是獨自一人出遊，立即報警求助，並連夜趕入東涌尋母。

▲區內居民常到石灘摸蜆

舢舨沉沒 六旬釣友失蹤

十日兩意外 共奪三命
搜救人員根據女事主曾提及沙螺灣，遂沿着前往沙螺灣的小路尋找，
在北䃟頭村對開泥石灘，驚見事主的背囊遺在岸邊，擔心已遇不測，救援
人員立即展開海陸大搜索。
至昨晨八時許，救援人員終在離岸約五百米處海面，發現一具女性浮
屍，立即打撈上岸，及後聯絡親人認屍，並確定身份。警方經初步調查，
相信死因無可疑，不排除曹婦獨自摸蜆時，可能被泥淖 「啜腳」、或因急
流大浪出事，但獨自一人求救無援，以致失救喪命，但真正情況仍有待調
查，屍體已由黑箱車舁送殮房，並會安排法醫剖屍確定死因。
摸蜆喪命意外於十日間已發生第二宗，在本月一日，四名男女前往屯
門龍鼓灘一處 「摸蜆勝地」石灘，其中一六旬翁潛水摸蜆遇溺，另一六旬
翁雖把他救上岸但也遇險，結果齊齊枉死。

【本報訊】許多城市人喜歡摸蜆玩意，但有漁業人士指出，一般市民出海摸蜆
，宜在岸邊淺水處，雖然數量不多及較細隻，但就會較安全；最忌越行越出或玩至
忘形，又不懂留意潮漲變化，容易身處險境仍不自知。
該漁業人士稱，有蜆棲息的泥灘，海底凹凸不平、深淺不一，往往並非順斜平
坦而下，因此難以預計水深，有可能突然一腳踏空遇溺，而且亦較易遇到急流；另
外萬一踩進泥淖腳部被 「啜住」，遇到大浪湧至便容易出事。在石灘地方，則礁石
較尖銳，表面亦布滿蠔殼，如果被急流沖向礁石撞及頭部，有可能失去知覺。
他認為，如果要走到海中摸蜆，應帶同水泡在身，還要身上纏繩連繫岸邊，遇
上急流也不怕被沖走。另外需要戴手套及穿鞋，而在凹凸不平石隙行走，也要小心
避免 「
拗柴」；但不能穿拖鞋，因容易 「跣腳」失足。

▲姚先生指，區內居民摸蜆後，會
將收穫帶到市中心出售以賺取外快

【本報訊】水上活動意外頻生，繼上周鯉魚門有
少年嬉水失蹤，昨日又有一對夫婦在大嶼山欣澳租舢
舨出海釣魚時，遇上引擎故障，靠人手划回岸途中，
突遇大浪沖翻船隻齊齊墮海，妻子僥倖被途經船隻救
起，但同行六旬丈夫只能攬着浮桶當水泡，被急流沖
走不知所終，搜救人員展開海空搜救但無果。
失蹤男子陳×雄（六十一歲），恐怕凶多吉少；
其獲救妻子張×蓮（五十八歲），只受虛驚沒有受傷
。欣澳是本港釣魚熱門地點之一，但有船家指出，該
處位於本港西面主要航道附近，由於機場興建了航道
，令水流更加湍急，大小船隻來往頻繁時翻大浪，舢
舨在海上漂浮會搖擺不定，潛在隨時傾倒入水翻沉危
機。
昨日下午三時許，事主夫婦乘坐一艘機動舢舨，
前往欣澳對開海面垂釣消遣，其間舢舨引擎突然故障
失去動力，無計可施只能靠人手划回岸，但禍不單行

，此時天氣突然轉壞，海面掀起大風浪，舢舨不斷搖
動，最終翻側入水下沉，兩人慘被拋落海。
他們隨水飄流分散，各自在海面浮沉掙扎，惟有
高聲呼救，及後有舢舨經過發現女事主，僥倖獲救撿
回一命；然而倒霉男事主在掙扎期間，雖攬住了一個
浮桶，但隨水流沖走愈飄愈遠，很快就失去蹤影。
水警及消防輪趕至營救，飛行服務隊也派遣一架
直升機提供空中支援，但搜索至入黑後，仍未尋回失
蹤者，搜索行動會繼續進行。
另外，荃灣青山公路近水灣海灘發生遇溺意外，
昨日下午一時許，一名曾任職警界的姓唐（八十五歲
）老翁，與年已五十歲的兒子在 「馬灣老中青泳會泳
棚」暢泳，其間老翁突然遇溺，由其他游泳人士救起
時已陷昏迷，立即報警召救護車，送往仁濟醫院急救
，情況嚴重。

▲事發現場因鄰近飛機航道，水流湍急，大小船隻來往頻
繁更時翻大浪
▲

飛行服務隊派遣一架直升機提供空中支援

解款車險撞油站小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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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仔黃竹坑道一間油站，昨日凌
晨有一輛解款車駛入時，對小賣部外牆的 「請拉手
掣」告示視若無睹，結果現眼報撼倒兩支防撞鐵柱
，更幾乎衝入小賣部，幸事件有驚無險。由於車上
載有鈔票和財物，大隊警員荷槍實彈身穿避彈衣到
場戒備。
現場為黃竹坑道三號一間油站，設有六個加油
機，並附有二十四小時便利店。因地勢微斜，小賣
部外牆貼上中英文 「請拉手掣」字句，提醒司機停
車必須拉手掣；而為防有司機貪方便得過且過，負
責人在舖前豎起五支防撞鐵柱，每支一米高，屏障
果然有效。
昨日凌晨一時許，一輛解款車由黃竹坑道駛入
油站準備加油，停泊在其中一部加油機旁，因解款
車窗不能打開，司機要下車向職員交油卡，然而有
人疏忽沒拉手掣，車輛隨即向前溜，司機曾欲跳上
車廂 「救車」但失敗，最終解款車衝前十米撞向小
賣部，幸有鐵柱阻擋，加上店外擺放多箱蒸餾水卸
力，事件有驚無險，僅兩支鐵柱撞彎，車頭也只損
毀輕微。
事後大隊身穿避彈衣警員到場荷槍實彈戒備，
直至護衛公司派遣另一輛解款車搬走財物。至於油
站損失，據悉稍後會向保安公司方面作出追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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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站小賣部門外幸有鐵柱和多箱蒸餾水卸力
，不致釀成破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