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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柴灣歌連臣角道骨灰龕場出現
「盜墓賊」！一名男子昨晨用鑿子破壞骨灰龕

時，被巡經保安員撞破逃去無蹤，警員到場調
查，發現3個骨灰龕遭破壞，未知其犯案動機
，不排除賊人相信龕內有貴重陪葬物品，垂
涎先人 「財產」，案件列作 「刑事毀壞」案
處理。

事發現場為柴灣歌連臣角道6號火葬場毗
鄰的骨灰龕場，昨日上午 9 時許，上址姓甘
（50歲）保安員巡經第一座骨灰龕場 「慕本堂

」地下時，在近入口處發現有一名男子用鑿子
破壞其中一個先人龕位外的雲石，保安員上前
喝止，該男子見事敗馬上逃去無蹤，警員接報
到場一度兜截但無結果，調查後有3個龕位約
10 吋乘 10 吋的雲石遭破壞，其中一個先人的
相片亦損毀，不排除賊人覬覦陪葬物品，因未
有財物損失，現列作 「刑事毀壞」案，現正通
緝一名約 30 至 40 歲，瘦身材的中國籍男子，
身高約 5 呎 7 至 8 吋，犯案時身穿黑色外套、
藍色牛仔褲及拖鞋。

【本報訊】一名六旬行山發燒友
，前日中午獨自到將軍澳茅湖仔行
山，失足跌落 2 米深引水道，兒
子見老父直至晚上仍未回家，致
電聯絡始知他發生意外，由於未
能準確了解老父被困地點，立即
報警求救，消防員沿途搜索並與老
翁保持通話，最後憑流水聲響，沿引
水道摸黑尋找，終在昨日凌晨救出被
困12小時老翁。

年約60歲的事主前午2時吃過午
飯後，離開將軍澳茅湖仔村屋住所，
步行往附近山徑，行至一處斜坡時，不慎跌下2米深的引
水道，當晚7時許，其子未見父親露面，遂致電聯絡，方
知對方被困，唯父親有輕微痴呆，未能清晰講出被困地點
，兒子於是到附近山頭尋找，惜無所獲，於是報案求助。

消防員到場展開搜索，並以手機聯絡事主，發現其背
景有水聲，疑他被困在有水的地方，於是向景嶺路山上引
水道進發，終於在昨凌晨2時許，尋獲被困引水道的老翁
，將之救出送醫院檢查。

【本報訊】汽
車專家指出，車禍
後造成車輛起火的
原因雖不能一概而
論，但與汽車車齡
不無關係，因為車
輛使用太久，本來
具彈性的輸油喉管
容易老化，一經猛
烈撞擊容易損毀漏
出燃油，另外油缸
也可能因老化而出
現滲漏，裂痕在意
外撞擊時加深，燃
油接觸高熱即釀成
火警。

專家表示，私
家車油缸多位處後
座座椅之下，汽油
經輸油喉管傳送往
車頭的引擎，當遇
上猛烈撞擊，車頭
或底盤出現嚴重扭
曲，輸油管有可能
爆裂漏油。溢出的
燃油，當接觸到排
氣喉、廢氣催化器

、剎車碟等高熱部件或高溫摩
擦中的車身，電油一旦濺上便
有機會引起火警。

近年新車的輸油管已大幅
改良，多轉用強化塑料及鋼材
製造，令油管兼具延展性及高
抵禦力，大大降低撞車引致輸
油喉管爆裂的機會，而高價名
貴汽車的油缸及輸油系統都能
抵受更高車速的意外撞擊。當
然，高齡平價車另作別論。

其實舊車（泛指車齡超過
十年或以上）的油缸或輸油系
統都可能有輕微滲漏，有時一
星期漏油 「四、五滴」，實難
以察覺。專家建議高齡汽車的
車主，每年為座駕驗車續牌時
，應再三叮囑車房技師認真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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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鑿龕位疑盜陪葬品

疑跳橋後再被車輾
女子倒斃粉嶺公路

消防聽聲摸黑救行山友

【本報訊】北角屈臣道對開海面發生的撞船奪命意外
，警方調查後以涉嫌危及他人在海上的安全拘捕躉船兩名
船員。

被捕兩名躉船男船員分別姓黎（45 歲）及姓林（52
歲），經問話後暫准保釋，但須於2月上旬返警署報到。

事發於前日中午 12 時許，警方接獲報告，指稱北角
屈臣道對出200米的海面發生撞船意外，一艘機動舢舨與
躉船碰撞後，舢舨上一名男子墮海。水警及消防船趕至將
墮海男子救起送院後證實死亡。

死者何九，62歲，漁民子弟，後登岸從事建築等行業
，平日熱愛釣魚，擁有一艘 18 呎機動舢舨，閒時愛與友
人出海垂釣。

北角舢舨意外警拘兩船員
【本報訊】粉嶺公路發生離奇致命交通

意外，一名女子前晚被發現倒卧在牽晴間對
出的粉嶺公路路面，昏迷不醒，送院後證實
死亡，事發前有途人看到女事主在現場對上
行人天橋徘徊，不排除她跳橋後再被車輾過
，其前夫已認屍，警方正了解事件起因是否
涉及感情問題。

女死者葉×敏（29 歲），沒有患病紀錄
，死因有待法醫剖驗。

前日晚上 9 時許，有駕駛人士駛經粉嶺
公路出九龍方向，近私人屋苑 「牽晴間」附
近，發現一名女子倒卧慢線，遂報警求助。
救護員到場將女事主送往北區醫院搶救，約1
小時後證實不治。

警員調查發現，女子倒伏處對上是一條
通往碧湖花園的行人天橋，並有目擊者在事
發前看到一名女子在行人天橋上徘徊，另經
初步檢驗屍體，有被汽車輾過的痕跡，不排
除有人從橋上墮落路面，再被車輾至重傷死
亡。

警員其後聯絡到死者前夫，他接報後在
昨日凌晨到北區醫院認屍及協助調查，事件
是否涉及感情問題，仍需進一步了解，案件
暫列作 「交通意外有人死亡」案件處理。警
方新界北交通特別調查隊正展開調查，並呼
籲附近居民，如有駕駛者曾於前晚 9 時左右
目睹有交通意外發生，或駛經上址時有輾過
物體，請電3661 3800與警方聯絡。

元朗新田公路發生 「烈火焚車」 罕
見車禍，兩名男子慘被活活燒死。一輛
舊款本田雅閣私家車，昨凌晨高速駛經
元朗壆圍時失控，如炮彈飛車先撼路中
石壆，再反彈撞翻一輛運魚貨車，繼而
起火猛烈焚燒，車上兩名男子被困無處
逃生，房車頓時變成 「人間煉獄」 。消
防員到場將火撲滅，但兩人慘遭燒焦。
有賽車專家指出，今次事件比較罕見，
車禍後車輛起火，相信與車齡老舊有關
（見另文）。 本報記者 麥國良

車禍中兩名男死者，由於屍體燒焦，身上證
明文件同告燒毀，須待法醫確定，因而警方現時
仍未公布其身份，只憑車輛登記資料搜尋，得悉
車主家住元朗錦綉花園，其中一名死者家人，昨
午返回現場拜祭。

肇事私家車為一輛本田雅閣房車，1997 年首
次登記。意外後全車嚴重焚毀，車架變形扭曲，
仿如一堆廢鐵，車廂內座椅付諸一炬，事後警方
將其拖返汽車扣留中心，由政府化驗師作進一步
化驗。

肇事點屬飆車聖地
奪命車禍現場為元朗新田公路近壆圍對開一

段 「大直路」，有飆車發燒友指出，上址由青朗
公路交接處開始，往上水方向有近800米為直路，
雖沿途有俗稱 「老鼠籠」的快相機，但在假期深
夜為飆車族 「朝聖」地點。

昨日凌晨 2 時 50 分，肇事私家車沿新田公路
快線往上水方向行駛，途至壆圍附近路段突然失
控，先撞向右邊路中分隔石壆，司機扭軚救車不
果，全車向左邊路面反彈路中，橫越兩條行車線
後 「直插」慢線一輛行駛中的中型運魚貨車車尾
鐵架，由於私家車撞擊力強勁，運魚車車尾被撞
至失控，疑運魚車司機在救車時扭軚過度，全車
隨即翻側橫卧路中。私家車餘勢未了，繼續衝前
逾20米始停下，懷疑因輸油喉管爆裂全車迅速起火
猛烈焚燒，登時火光熊熊，大量濃煙直捲路面。

火勢猛 遺體燒至見骨
大批消防員接報趕抵到場，開喉射水灌救，

約15分鐘後將火救熄，在嚴重毀爛的車廂內發現
兩具男性屍體，他們身體已嚴重燒焦，額頭更被
燒至露出森森白骨，消防員將2死者抬離車廂，用
帳篷遮掩以便警方調查，由於死者容貌已無法辨
認，透過車牌得悉車主身份，通知其家人協助調
查。

至於被撞翻運魚車姓盧，28 歲，司機幸無受
傷，事後需即場協助警員調查意外原因。由於車
禍涉及2人死亡，警方需將現場一段路面封鎖調查
逾4小時，及至清晨6時許，仵工將兩具遺體舁送
殮房後，現場路面始獲解封。

剎車胎痕重重
新界北交通意外調查組彭傳光總督察到場了

解情況後表示，警方將循多方面追查意外原因，
包括檢驗肇事私家車的機件以及是否涉及超速駕
駛等，由於現場留下多組不同的剎車胎痕，部分
更長逾60米，警方將全面審視不同的情況，估算
肇事車輛當時的車速，目前仍很難判斷肇事私家
車是否超速肇禍。

至昨日下午1時許，車禍中其中一名死者家屬
，包括6男10女帶同1名道士，分別乘坐3輛私家
車到肇事現場進行拜祭，各人神情哀傷，掩面痛
哭，死者2名胞妹上香時難忍悲痛，眾人逗留約1
小時後離去，對意外不願多提。

近年車禍起火燒死人事件簿
日期

2012
11月21日

2007
9月23日

2007
9月2日

2006
10月24日

2006
8月9日

事件簡述

一輛客貨車駛經沙田尖山隧道收費
廣場，收掣不及撞向收費亭起火焚
燒，男司機（36歲）慘遭燒死

50歲製衣業男商人駕駛一輛價值
逾200萬元的法拉利跑車，在落馬
洲新田公路失事撞壆，凌空插入叢
林後起火焚燒，商人慘遭燒死

一輛跑車在九龍灣啟福道天橋失控
，猛撼路中石壆翻側後起火，2男
1女被困車廂燒死，另外2人重傷

中型貨車在大埔吐露港公路，突然
起火焚燒再失控撞向石壆，44歲
司機被困車內燒死

私家車行經屯門公路汀九段，失事
撞向防撞欄後四輪朝天，迅即起火
焚燒，31歲車房男東主被困車內
燒死。

▲▲警方事後召工程車拖走運魚
車，可以清晰見到車尾鐵架被
撞至飛脫

▲▲總督察彭傳光表示，現階段
難以判斷肇事私家車是否超速
肇禍，須待詳細調查方有結果

▲▲私家車撼壆後反彈，再衝向運魚
車尾部，估計私家車衝力猛烈，運
魚車被撞至翻側

▲▲意外後房車嚴重焚毀，車架變形扭曲，仿如意外後房車嚴重焚毀，車架變形扭曲，仿如
一堆廢鐵，車廂內座椅付諸一炬一堆廢鐵，車廂內座椅付諸一炬

「驚佢爆炸，救唔到……」
運魚車司機憶述私家車焚毀過程
時仍猶有餘悸，驚惶神色溢於臉
上，他表示私家車撞擊後隨即陷
於火海，即使想救人亦愛莫能助。

運魚車司機姓盧（28 歲）
，穿着一身防水褲工作服的他幸
沒有受傷，可說大難不死。他說
，事發前剛在元朗區下班，準備
往錦綉花園交車，期間一輛私家
車突然高速衝撞其車尾， 「插入
」貨車尾鐵架，他猝不及防，自
然反應下知道被撞馬上扭軚閃避
，但一扭之下貨車即失去平衡，加上撞擊力猛烈，馬上翻側。

盧續說，電光火石間已人仰車翻，心中只想盡快逃出車廂，因此
不理是否受傷慌忙爬出車外，回頭查看撞他的私家車時，已見其陷入
火海。

「隱若見到前座有兩個人，但看不清後座，當時火勢十分猛烈，
我不敢走近。」盧說雖有心救人，但火實在太猛，並有大量濃煙冒出
，而他的運魚車上並無滅火筒，故雖有救人之心，也不敢貿然上前，
呆站至警員和消防員趕至，但私家車上兩人經已被燒死。

有心救人 愛莫能助

◀◀其中一名死者的家屬事後到肇事現
場拜祭

本報記者麥國良攝

▶警員調查
後發現有 3
個龕位的雲
石遭破壞

◀事發前有
途人見到女
事主在現場
對上的行人
天橋徘徊，
不排除她跳
橋後再被車
輾過

▲行山友被困12
小時後獲救，隨
即被送醫院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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