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名73歲患咽喉癌的老翁前年在九龍
醫院治療期間死亡，經驗屍後發現氣管內
有紗布，並阻礙呼吸致死。死因裁判官陳
碧橋昨日表示，沒有證據顯示死者是被醫
院誤殺，故裁定死者是死於意外。死者家
屬不滿裁決，質疑死因裁判官的裁決是偏
幫院方。九龍中醫院聯網發言人表示，對
涉及誤封病人呼吸造口的相關人員，已按
既定人事程序採取紀律處分。

本報記者 劉柏裕

老翁紗布塞喉亡判屬意外
家屬斥死因庭偏幫九龍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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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檢染H5病毒紅嘴鷗
【本報訊】一隻在屯門檢獲的紅嘴鷗對H5禽流感病毒

初步測試呈陽性反應，漁農自然護理署正繼續作進一步確定
測試，並已派員到檢獲紅嘴鷗地點三公里範圍內的一個雞場
巡查，並無發現雞隻異常死亡或有任何禽流感症狀。漁護署
表示，會加強對該雞場的監察。

紅嘴鷗是香港常見的冬候鳥，該隻染病的紅嘴鷗是於上
周五（1月25日），在屯門海榮路老鼠洲兒童遊樂場被發現
及檢走，並於翌日死亡。

漁護署昨日公布，該隻紅嘴鷗的H5禽流感病毒初步測
試結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已於事後加強清潔消毒該兒童遊
樂場，檢獲地點的三公里範圍內有一個雞場，漁護署人員已
往巡查。漁護署並已通知家禽農戶和去信雀鳥店主、持牌飼
養寵物家禽和賽鴿人士，提醒他們採取適當預防措施。

政府表示，各部門會繼續提高警覺，嚴格執行防控禽流
感的措施。市民如發現病鳥和死鳥，可致電1823與漁護署聯
絡。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南丫島撞船事故調
查委員會繼續研訊，由澳洲籍造船專家岩士唐作供。
他說，南丫四號是在撞船後不到兩分鐘，呈70度角插
入海中，沉沒原因是船身有多個裂縫和破洞，加上底
層油箱房和舵房之間無水密門所致，同時亦令南丫四
號於兩分鐘內就直插海床，船員根本無時間安排乘客
疏散。

每秒1.4噸海水湧入3艙
委員會昨日進行第25日研訊，岩士唐表示，以水

流、水深、兩船相撞後南丫四號的裂口大小，推算出
南丫四號下沉時間。他說，海水當時以每秒0.4至1.4
噸的速度，沖入南丫四號船身，在撞船後96秒後，
甲板開始入水；撞船後118秒，南丫四號已呈70度

直插海床。而底層船尾無水密門，最終有三個船艙
入水。

岩士唐說，假如油箱房和舵房之間有水密門，南
丫四號在撞船後165秒內會恢復平穩，不會沉沒。至
於在南丫四號的多個破洞都發現海泰號的碎片，他認
為，這些碎片對南丫四號的沉沒時間影響不大，船員
亦不會因此而有更多時間疏散乘客。

批評海事處驗船欠妥
他又批評，海事處驗船人員單以專業判斷批准南

丫四號的破艙穩定性計算書，即船隻破損後入水的
穩定情況，做法不理想，認為海事處人員只要收集
有關數據，輸入電腦程式就能計算出結果，不明白
為何要根據專業判斷去做。他說，船隻數據的批核牽

涉300條人命的風險，而非只是可能有人受傷，假如
處方發現船廠不依圖則建船，應該用文字紀錄，以及
考慮是否批准。

至於建造南丫四號的財利船廠，無按圖則在底層
船尾安裝水密門，他認為做法冒險，指船廠應該通知
海事處有關更改。

意外發生後，岩士唐量度南丫四號的側面船殼鋁
板，發現其厚度由十幾年前建造時的4.83毫米，到意
外後只有大約4.4毫米；而南丫四號採用的鋁板是特
製，質疑不應該出現船廠所說可能是銹蝕導致。他利
用方程式計算出，南丫四號側面船殼的鋁板應厚5.22
毫米，比圖則上列明的5毫米規定應更厚。他分析，
假如南丫四號的側面板較厚，撞船所造成的破損面積
會較細，入水時間較長，可增加乘客逃生時間。

港島一周內再發現江豚屍
【本報訊】港島海面一周內發現第2條江豚屍體，一艘

垃圾船昨在筲箕灣海面撈獲成年豚屍，身體表面無明顯傷痕
，死因有待海洋公園專家剖驗。

該條成年雄性江豚長約3呎。昨晨8時45分，一艘垃圾船
在筲箕灣嘉亨灣對開清理海面時發現，豚屍輕微腐爛，運往
西灣河水警基地交警方處理。海洋公園鯨豚保護基金專家奉
召到場，證實是江豚屍體，運回海洋公園進一步檢查死因。
上周三，在薄扶林沙灣徑對開石灘，也發現一條5呎長雄性
江豚屍。海洋公園鯨豚保護基金發言人稱，以往的發現豚屍
個案，大部分皆已身體腐爛，只有約10%可以尋出死因。

技工天台失足墮地不治
【本報訊】中環德輔道中一商廈昨發生奪命工業意外，

六旬技工在天台機房頂開工時，疑跣腳跌落20呎下地面，頭
部重創昏迷；不巧同行工友早前有事離開現場，折返發現始
報警，傷者送院搶救後證實不治。

農曆年前遇意外的技工李×強（62歲），據悉一直獨身
，住牛頭角區。現場為德輔道中127至131號有餘大廈，他受
聘大廈管理處負責維修事務，已工作多年。

昨日上午，他和另一名姓許男工友（36歲）到天台開工
，需爬上20呎高的機房頂部，維修及加固一個天線鐵架，其
間工友因事要離開一會，剩下他繼續工作。至10時半，工友
折返天台，赫見李倒地上頭破血流昏迷，立即報警求助，
由救護車急送瑪麗醫院，搶救後傷重死亡。警員於機房頂部
發現一個用來盛載水泥的膠桶，經初步調查，估計事主由屋
頂沿鐵梯爬回地面時，不幸失足墮下出事，偏偏同行工友不
在現場，以致失救。

警拘四男女涉放貴利
【本報訊】深水通州西街一家財務公司涉嫌放貴利，

警方昨日掩至寫字樓搜查，拘捕4男女包括公司負責人，並
檢走一批電腦及貸款申請文件，疑犯帶署通宵扣查。

被捕2男2女，其中姓朱（38歲）及姓蘇（59歲）女子為
負責人，其餘為職員（27歲及39歲）；涉案財務公司在通州
西街1043號一大廈單位。深水警區反黑行動組根據線報調
查，懷疑該公司以高於法定利率貸款，昨晨掩至公司寫字樓
，拘捕姓朱女負責人及兩名男職員，其後到黃大仙區拘捕另
一名姓蘇女負責人。

【本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早前
絕食要求駕駛學院復職的 「被炒」教車
師傅馬偉雄，昨日禍不單行遇上嚴重車
禍，在深井深慈路練習跑步備戰渣打馬
拉松賽事時，遭失魂私家車剷上行人路
撞倒輾斷右腳掌，需送院搶救接受接駁
手術。

屋漏兼逢連夜雨的馬偉雄（51歲）
，目前在瑪嘉烈醫院留醫。涉禍私家車
司機20多歲，並無受傷，其私家車同時
撞毀路邊的煤氣公司調壓器，消防員持
喉戒備，後由煤氣公司職員趕至關掣，
證實沒有氣體泄漏；司機事後向警員聲
稱閃避車輛失控，他涉嫌危險駕駛導致
他人嚴重受傷被扣留調查。

撼毀煤氣設施險爆炸
事發現場為青山公路近深慈路迴旋

處，昨日下午約4時，馬偉雄練跑備戰下
月在港舉行的馬拉松賽事，此時一部私
家車沿路向屯門方向行駛，至上址突然
失控剷上左邊行人路，撞毀約2米鐵欄，
馬偉雄走避不及慘遭撞傷倒地，右腳掌
當場輾斷，私家車餘勢未了，撼向路邊
煤氣公司的調壓器始停。

救護員接報趕到替馬偉雄包紮傷勢
，然後送院救治，需要進行接駁手術；
由於飛來橫禍，馬偉雄不但肯定無法參
加今屆馬拉松賽事，日後也可能留下後
遺症。

妻指離奇報警促徹查
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初步確定司

機不涉及酒駕或藥駕，至於有人聲稱閃
避一輛平治房車才失控，而該車事後不
顧而去，已跟進了解情況。另外，由於
現場有煤氣喉管爆裂漏出大量煤氣，消
防員需在場持喉戒備，直至煤氣公司職
員趕抵關上氣掣。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
系工程師盧覺強表示，煤氣的密度比大
氣中空氣輕一半，當在戶外泄漏時會迅
即飄上半空，引起爆炸的機會不大。

馬偉雄妻子趕往醫院探望後，對丈
夫前日結束絕食，昨日突然出事，認為
事情 「太過巧合」，晚上到荃灣警署報
案，要求徹查真相。馬偉雄在香港駕駛
學院任教車師傅16年，和另一資深同事
在本月10日突被解僱，發起抗議行動要
求公司復職，並曾展開絕食行動。

【本報訊】記者李兆德報道：新春將至，食物安全中心加強抽查賀年食
品，發現惠康超級市場一個八仙果的防腐劑苯甲酸含量超標0.7倍，旺角金
鳳涼果店糖蓮子的防腐劑二氧化硫含量超標0.38倍，有過敏反應人士進食後
可能會出現氣喘、頭痛等徵狀。食安中心已向商戶發出警告信。惠康發言人
表示，轄下所有分店已將有關八仙果下架停售，並已完成回收。

食安中心昨公布，有問題的 「台灣尋味錄」八仙果樣本為100克包裝，
由台灣進口，在沙田禾輋商場的惠康超市抽樣，檢測發現苯甲酸含量為
1710ppm，較法定上限1000ppm超標0.7倍。有問題的糖蓮子樣本，在旺角道
的 「金鳳」抽樣，來源地為內地，檢測發現苯甲酸含量為690ppm，較法定
上限500ppm超標0.38倍。

73歲病人王肯構，因為患有咽喉癌，前年在伊利
沙伯醫院接受咽喉切除手術，在咽喉位置有一個臨時
造口，需要用紗布保護和清潔。病人之後轉往九龍醫
院療養，到前年11月14日突然死亡，解剖之後發現有
紗布堵塞他氣管，導致窒息。

氣管內發現7厘米紗布
死因裁判官陳碧橋接納專家證人的證供，指死者

因為氣管內有一塊長超過7厘米黏滿痰液的紗布，阻
礙呼吸致死。至於紗布是如何進入氣管，家屬認為是
護士用紗布蓋死者氣管造口，死者大力呼吸時，將
紗布吸入氣管。而專家報告亦猜測有可能是醫護人員
急救時，將一條抽痰管插入氣管造口時，將紗布推入
氣管。但急救的醫生作供時表示，為病人泵氣時見到
肺部擴張，認為這個說法可能性不高。

陳官表示，無證據顯示死者氣管造口上的紗布阻
礙呼吸，亦無證據支持是死者將紗布吸入氣管，所以
沒有證據顯示死者是被醫院誤殺，裁定死者是死於意
外。

昨早到死因庭聽取裁決的死者家屬，不滿死因庭
的裁決。死者兒子在庭外表示，對裁決感到難受和憤
怒，指裁判官未有認真考慮案中細節，亦無接納家人
的質疑，是偏幫院方。他又說，醫護人員的口供亦有
不一致地方。

死者兒子對裁判憤怒
九龍中醫院聯網發言人回應裁決時表示，聯網對

事件中病人離世感到非常難過，再次向病人家屬致以
深切歉意與慰問，並會繼續與病人家屬聯絡，提供所
需協助。九龍中聯網亦已按既定人事程序，對相關員

工採取紀律處分。

涉事醫護遭紀律處分
發言人還稱，當日事件發生後，聯網即時成立獨

立小組調查事件，其後並接納及落實小組提出的改善
措施，包括加強職員培訓、辨別永久造口與臨時造口
而作出合適護理程序、改善醫院間接收轉院病人的溝
通、清楚交代病人氣管造口的情況及類別等。這些改
善措施已持續進行，聯網亦會定期檢討成效，按實際
需要進一步加強執行。

利苑謝幕千粒雲吞酬客
【本報訊】記者李兆德報道：在銅鑼灣有42年歷史、不堪業主瘋狂加

租的老牌食店 「利苑粥麵專家」，昨日最後一天營業，店外連日來都排起
長長人龍，店方前晚更要通宵 「包雲吞」數千粒，以答謝食客。聞風而至
的食客中，不少人抱 「湊熱鬧」心態，聽到結業消息，趕來初嘗老店味
道。有光顧多年的熟客慨嘆，本港又多了一個集體回憶。

「利苑粥麵專家」因舖位月租由30萬激增至60萬元無奈結業，消息上
周四傳出後，店內連日來擠滿食客，店外天天都大排長龍。昨天店外整天
有約30人排隊，平均要等候約30分鐘才能入內。

「利苑粥麵專家」負責人郭先生稱，1971年開店，由父親和兄弟一同
經營，舖位面積約1000呎，開業時月租2000元，3年前租金連差餉已增至
30萬元，42年間，租金漲幅150倍， 「最初開業時每碗 『細蓉』（雲吞麵
）賣1元，現已加至28元，但仍難抵業主瘋狂加租。」他說為應付食客，
前晚通宵趕製數千隻雲吞。

昨日到來幫襯的食客，普遍對在旺區的老店接連結業感到惋惜。年約
20歲的伍先生說，過往未光顧過利苑，得悉食店最後營業，抱 「湊熱鬧
」心態到來試食，目標是吃該店的招牌食品雲吞麵。24歲文員鍾先生也是
首次光顧，打算花費約100元，吃該店著名的和紅豆沙。他說老店是港
人集體回憶，銅鑼灣、尖沙咀及旺角區近年出現名店排斥老店的情況，覺
得有人情味的老店愈來愈少。

與利苑粥麵位於同一條街的連鎖火鍋店 「小肥羊」分店，由於加租逾
10%，月租升至116萬元，宣布在約滿後結業。

私家車剷上行人路
絕食教車師傅斷腳

2款賀年糖果防腐劑超標

專家指水密門可阻止海難
有門船身回穩 無門118秒直插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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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0
20
7

16

馬尼拉
曼 谷
新加坡
悉 尼
墨爾本
洛杉磯
三藩市
紐 約
溫哥華
多倫多
倫 敦
巴 黎

法蘭克福

蘭 州
西 寧

烏魯木齊
銀 川

呼和浩特
南 寧

預測
多雲
雷暴
天晴
驟雨
天晴
天晴
天晴
多雲
有雨
有雨
有雨
有雨
有雨

預測
天晴
天晴
有雪
多雲
天晴
有雨

最低
23
22
24
21
13
7
6
1
4

-1
9
9
3

最低
-7

-15
-8
-6
-8
14

最高
30
29
33
25
26
18
12
8
7
5

13
13
8

最高
9
8

-3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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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苑最後
一天營業，
市民在門外
排隊等候光
顧

本報記者
林良堅攝

▲肇事私家車損毀嚴重，並撞爛一個煤氣調壓器
本報記者區天海攝

◀馬偉雄被輾斷腳掌，圖為他早前因絕食不適送院
資料圖片

▲紅嘴鷗是常見的冬季候鳥 資料圖片 ◀喉癌老翁在
九龍醫院留醫
期間遭紗布塞
住氣管死亡，
死因庭昨裁定
老翁死於意外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