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朗八鄉錦上路上村石頭圍發生兩男童
慘遭焗死奪命火警，一個四口家庭昨凌晨在
所住三層高村屋熟睡期間，二樓冷氣機突然
起火，烈火夾雜濃煙直捲上層，三樓兩名分
別七歲及八歲混血兒小兄弟被嗆醒，與外傭
被困火場無法逃生，戶主夫婦兩人及時逃離
屋外，眼巴巴看着一對兒子陷身火海卻無法
拯救，悲痛欲絕，消防員到場將三人救出，
兄弟兩人慘遭濃煙焗死，印傭身體嚴重灼傷
性命垂危。 本報記者 麥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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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濃煙致命 父母及時逃生

警查DR美容是否涉行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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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中慘死兄弟，分別兄長 Alia（八歲），胞弟
Frankie（七歲），兩人身上雖沒嚴重燒傷，疑吸入大量
濃煙，送往博愛醫院搶救後證實不治，至早上八時許仵
工到達醫院，將小兄弟遺體舁送殮房，法醫稍後將剖屍
證實兩人死因。另外受傷印傭（三十一歲）現仍在北區
醫院留院，情況危殆。

31歲印傭危殆
火警現場為八鄉錦上路上村石頭圍錦榮花園四九二

號屋，現場消息稱，上址住有一家四口，五十二歲父親
Watkiss為英國人，是一名特約廣告演員，四十四歲母親
陳×娟，任小學教師，一對小兄弟是混血兒，與印傭共
五人同住。

女戶主兄長表示，該幢村屋是胞妹夫婦十年前購入
自住物業，夫婦的睡房位於地下，兩名兒子及女傭的睡
房則在三樓，起火的二樓平日無人居住。

昨日凌晨十二時許，村屋二樓其中一間無人居住的
睡房突然起火，大量濃煙從房門及窗口湧出，驚動一名
鄰居立即報警求救，由於事發時一家四口及女傭均已入
睡，五人分別被濃煙嗆醒慌忙逃生，消防員到場時，戶
主夫婦及時自行逃出村屋，幸無受傷，消防員得悉仍有
三人被困屋內，煙帽隊立即登樓搶救，一邊開喉射水灌
救，煙帽隊首先在三樓發現女傭被困窗旁，身體多處嚴
重灼傷，並吸入濃煙陷入半昏迷，馬上將她救出後送往

北區醫院救治。
另一隊煙帽隊在另一房間發現兩名被濃煙焗暈的男

童，馬上將兩人救出送往博愛醫院，惜搶救後證實不治
。至凌晨一時二十二分，現場火勢被救熄，現場二樓睡
房包括一部窗口式冷氣機嚴重焚毀。至早上十一時，男
戶主駕駛一輛私家車偕妻及一對年邁家人返回村屋協助
警方調查，四人停留約一小時後離開。至下午四時，十
多名親友帶備香燭冥鏹到現場拜祭，各人均悲慟痛哭。

消防處署理消防北區指揮官趙偉標表示，初步相信
火警無可疑，起火原因仍需進一步調查才能確定。由於
火警涉及兩名小童死亡，其後交由警方接手調查，與政
府化驗所人員、機電署及電力公司人員，通宵封鎖現場
展開搜證，期間消防處一頭搜索犬到場協助，重案組探
員檢兩箱證物，案件由元朗重案組第二隊負責跟進。

混血兒小兄弟慘死
【本報訊】火警中英籍男戶主Watkiss，過

去曾執教鞭，近年轉當特約廣告演員，早前參與
拍攝一輯嬰兒奶粉廣告，扮演一名中學校長角色
，一句流利普通話 「非常好！」 令觀眾留下深刻
印象。

港人妻子任職教師
據女戶主Candy兄長表示，他們共有兄弟姊

妹十人，胞妹Candy排行第十，是家中孭女，父
親在錦田經營五金行多年，為家族生意，她早年
到英國留學，期間認識現任英籍丈夫，兩人婚後
返港，十年前購入現址村屋居住，並先後誕下兩
名外甥，因是混血兒活潑可愛，家中長輩都對兄
弟兩人愛護有加，目前胞妹在天水圍區一間小學
任職教師。

由於Candy夫婦熱情好客，加上居住的村屋
寬敞，親友間中都會到上址聚會，或在天台開燒
烤派對，此外，因兩小兄弟甚得外婆愛錫，外婆
昨晨得知慘劇後感到非常傷心。

英籍男戶主為特約演員

【本報訊】記者夏盧明報道：警方持續調查DR
醫學美容事故，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昨日表示，對DR
美容集團的調查仍循多方面進行，除了解是否有人因
為嚴重疏忽干犯誤殺罪，亦會調查事件是否涉及行騙
，暫時沒有提出檢控。

警方早前對事件搜集了專家意見、進行血液等相
關證物的搜證、與證人會面等調查，在其中一位女病
人死亡後，將方向調查改為刑事，調查是否有人嚴重
疏忽，或干犯誤殺罪，接受刑事調查的包括，美容公
司、有關的醫務人員，及處理血液的化驗所。

曾偉雄昨出席警校結業禮時表示，警方對 「一個
光顧美容院的顧客為什麼會接受一個醫學治療」，以
及是否有人涉及隱瞞醫療後果甚為關注，已與事件部
分證人會面，並會聯絡專家證人錄取醫學風險證供。
他說，由於事件涉及醫療行為，要調查是否有人在過
程中嚴重疏忽，涉及誤殺等的刑事責任，警方亦會調

查有否行騙行為，以及隱瞞可能的風險，但暫時未考
慮檢控。

DR醫療美容集團自稱為一間美容顧問公司，十
月初，四位女士接受抽血培植再注射入體內的靜脈輸
液美容療程後，感染極度抗藥性的膿腫分枝桿菌，患
者中一名四十六歲餐廳老闆娘不治身亡，另一名六十
歲的顧客需要截肢，另兩位患者目前情況分別為嚴重
和穩定。

政府在事後成立了規管私營醫療服務機構的督導
委員會，作出為期十二個月的研究及討論，以改革香
港美容業的監管制度。委員會將於十一月二日展開會
議，清楚界定醫療及美容的規管準則。

另警方數碼通訊系統出現故障，導致港島區部分
警員未能以無線電與總台聯絡，但警方未有即時發布
資料，曾偉雄表示，當發生事故時，要先確保公眾安
全，作出風險評估和調查後，才可發放有關資料。

【本報訊】記者麥國良報道：元朗塘頭埔村一個
車胎回收場昨凌晨發生三級大火，大量車胎燃燒起火
，火勢在強烈季候風下異常猛烈，冒出大量濃煙，仿
如 「黑龍」直捲半空，消防員出動八條喉及五隊煙帽
隊撲救，因水源較遠，消防須拖喉逾二百米進行灌救
，至三小時後將火勢救熄，七名男女自行疏散，火警
原因無可疑幸無人受傷。

消防撲救三小時
事發現場為元朗塘頭埔村一個車胎回收場，場內

存放大量輪胎，面積約五十米乘八十米，昨日凌晨四
時許，回收場職員發現場中一間鐵皮屋及一堆擺放在

空地上的車胎突然着火焚燒，六男一女包括兩名回收
場留宿工人慌忙逃生，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並馬上
報警求救。

大批消防員到場後，大火已迅速蔓延，大量濃煙
冒出直奔半空，但因附近沒有水源，消防員須在附近
二百米外拖喉灌救，由於現場放滿車胎，火舌不斷蔓
延，火勢十分猛烈。

在強烈季候風下越燒越烈，至約一小時後消防將
火升為三級，出動八條喉及五隊煙帽隊灌救，並派出
化學泡沫車在現場戒備，火警至早上七時三十三分受
控制，近八時被救熄，消防調查後相信起火原因無可
疑，火警中幸無人受傷。

回收場大火 黑煙沖半空
【本報訊】香港海關與水警採取聯合海上反走私行

動，在屯門龍鼓上灘破獲一宗快艇走私案件。行動中共
檢獲一千四百七十一公斤龍蝦、象拔蚌等海鮮，總值約
五十六萬元。

前日傍晚約八時，海關海域行動課人員與水警小艇
隊在屯門龍鼓上灘一帶進行打擊走私巡邏，發現三名可
疑男子將一批貨物從一部貨車搬運至一艘停泊於岸邊的
大馬力快艇上，執法人員立即採取行動，調查事件。

三名可疑男子立即跳上快艇逃走，附近一艘水警輪
展開追捕，快艇最後擺脫水警輪截查，高速駛往蛇口方
向，逃離香港水域。

海關檢56萬元走私海鮮

【本報訊】不良於行七旬老婦昨清晨獨自到觀塘一
商場五樓，攀越欄河飛躍而下，倒卧地下大堂重傷昏迷
，送院搶救後返魂乏術。自殺老婦姓梁（七十四歲），
送往聯合醫院搶救後不治，現場消息稱，老婦行動不便
，平日須用步行扶助架步行。警方在現場沒發現遺書，
不排除老婦因病厭世萌生短見，事件相信無可疑。

因病厭世 老婦跳樓亡
【本報訊】香港警隊吸引越來越多高學歷

人才投考。昨日舉行的警察學院結業禮中，獲
最好成績的見習督察盧彥芸與警員崔銘峰均擁
有大學學歷，且曾分別任職空姐和社工，但均
被警隊的專業化吸引，投身警隊工作。

受訓期間曬得皮膚黝黑、剪了超短 「男仔
頭」的盧彥芸，是今期畢業見習督察的No.1，
獲得施禮榮盾、榮譽警棍及警務處處長學業成
績優異證書三項榮譽，曾任空姐的她說： 「世
界各地飛得多了，更加佩服香港警察，他們的
專業讓香港給人安全感。」

成為警校狀元
出更後便是Madam的盧彥芸○七年畢業於

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理學專業畢業後，做了兩
年空姐才加入警隊， 「從小我就把當警察作為
夢想，但一旦做了警察，就要終身投入。」

別以為空姐就一定甜美柔弱，盧彥芸是運
動健將，尤其喜歡在綠茵場上奔跑、踢足球， 「入警校後
fit好多，我們體能訓練強度很大，我雖然瘦，其實全身肌
肉。」

「做空姐就是服務至上，不要計較對錯；警察卻要分
清是非黑白，根據法律行使職權。」接受訪問時，盧彥芸
承認這一步跨越不小。她說，做空姐時曾到印度一些地方
旅行，時刻擔心人身安全；但專業的香港警察，令外來客
在港不會有這種感覺。

今期畢業的見習督察共三十五人，而警員則有一百一
十三人，他們昨日進行了結業會操，並接受警隊 「一哥」
曾偉雄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檢閱。

袁國強致辭說，今日社會對警務工作的要求非常高，
比如在處理遊行示威活動時，警務人員一方面要維持社會
秩序，另一方面要在法理容許的情況下讓市民可以行使他
們的權利，這談何容易。

本期獲得結業警員最高
榮譽薛富杯的崔銘峰（右圖）
對上述情況有心理準備。即
將調派灣仔警區做前線警員
的他說，相信切身利益受損
時市民才會激動地表達訴求
，而警察是真心想幫助他們
，同時要維持秩序，保障包
括警務人員自身在內的所有
人的安全，希望警民能互相
理解。畢業於樹仁學院社工
系的崔銘峰，曾是前線社工
，主要輔導邊緣青年，對社
會實況早有一定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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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運送麵包密斗貨車深夜駛至尖沙咀加拿
芬道近加連威老道上斜路段，司機停車後與跟車工人落
車送貨，懷疑手掣未拉上貨車突然溜後近三十米，撞向
一列電單車位，五輛電單車被貨車撞翻壓在車底與鐵欄
之間，幸意外中無人受傷。肇事密斗貨車司機姓朱（四
十四歲），負責駕駛一間麵包公司貨車，每晚深宵時分
在油尖一帶運送麵包。

警員接報到場，司機已返回現場協助調查，初步不
排除有人未有拉上手掣肇禍，正調查意外原因。

貨車溜後撞毀五電單車

▲一場火警令一家四口破碎

◀被濃煙焗暈的小兄弟經搶救後證實不治
本報記者麥國良攝

◀男童父
親（右）
悲慟不已▲消防員撲救奪命火

▲元朗回收場起火，黑煙沖天，消防員開喉撲救 本報記者麥國良攝

▲警方調查DR醫學美容是否涉及行騙 資料圖片

◀前空姐盧
彥芸奪警校
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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