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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車反轉沙田 狂漢被警開槍制服
避查喪衝 15 公里撼 7 車 攜女友及兩歲女兒玩命離譜

●銀色私家車不斷前後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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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沙田昨日發生「生死時速」狂亂飛車案，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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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截至少 15 公里，果斷開槍制服狂漢。一名狂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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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晨駕車載同女友和兩歲女兒，在沙田吐露港公
路被警方流動「自動車牌識別系統」揭發行車證



過期 6 年，狂漢拿女友和 B 女兩命「較飛」，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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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飆車逃捕，接連衝燈，逆線行車及橫衝直撞反






長拔槍警告，但狂漢仍亂撞企圖突圍。警長果斷





轉沙田區，撞毀 7 輛車後被困車龍，一名交通警
開槍射中肇禍司機肩部，及時制止情況惡化，事
件中共有 3 名路經司機受傷。警方強調，為保障





案司機姓孔(45 歲），住深水埗區，涉 6 宗罪被捕，包括
涉「無牌駕駛」、「危險駕駛」、「狂亂駕駛」、「駕駛

時沒有有效第三者保險」及「駕駛時沒有展示有效行車證」，
以及管有一批可用作非法用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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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有黑幫背景 送院危殆

兩的士司機一女乘客受傷
其後私家車駛入大涌橋路近乙明邨一個交通燈位受阻停下，
尾隨而至的警員落車，擬拉開其車門制止飛車狂漢，惟狂漢鎖
上車門拒捕，更突然開車推撞開中線的另一輛私家車衝出，挨
撞私家車上一名女乘客頸部受傷，警員見她無大礙後，即跳上
警車繼續追截。
狂漢其後駕車由大涌橋路反向而行，進入沙田圍路一度逆線
行駛，最後逃入銀城街近威爾斯親王醫院對開一個交通燈位，
因前方有多輛車阻擋，私家車無路可逃，但警方追兵已至，狂
漢駕車前後左右亂撞，兩輛私家車、兩輛的士、一輛雙層巴士
及尾隨的警車，先後被撞毀，其中兩名的士司機，分別頭及頸
部受傷送院。
一路追捕狂漢的警長及警員跳下警車，其中警長擎槍喝令司
機停車，但司機繼續發狂駕車衝前倒後，企圖撞開「車陣」突
圍，警長為顧及其他路面使用者安全，緊要關頭向車內狂漢開
了一槍，子彈擊中對方右肩，警長拔出警棍扑毀車窗打開車
門，合力將狂漢拖出車制服。據粗略計算，這場驚險大追捕距
離至少有15公里，幸最後警員開槍才制止了狂漢繼續犯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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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識別車牌 頻升呢屢建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在
2015 年啟用「自動車牌識別系統」，並不
斷升級功能，不但截查交通違例效率大
增，更屢破盜車、毒品等刑事案。該系統
由最先的座地式，到前年開始安裝於警車
上升級，新「流動式」偵測系統安裝在警
車前、後方的鏡頭，能自動捕捉附近 10 米
至 20 米範圍影像，利用鏡頭讀取車牌，即
時與系統數據庫比對，並發出語音提示及
在平板電腦上顯示車輛基本資料。警方今
年招標升級版新系統，將增加偵速及攝錄
功能，鏡頭視角可達 105 度，識別距離遠
至約 30 米，目標車輛如有 299 公里時速亦
無所遁形。
警方最早啟用的「自動車牌識別系統」
均為座地式，警員需於路邊固定位操作，
僅能辨識三類車輛，分別為未領牌照車
輛、登記車主被取消駕駛資格，以及登記
車主有未執行的交通拘捕令。2019 年 3 月
系統升級為安裝於警車上的流動式系統，

新增辨識被盜車輛功能，並在一個月內讀
取了逾 10 萬個車牌的資料。警方根據這些
資料發出 215 張告票，拘捕 15 名涉及「毒
駕」和無牌駕駛等罪行司機。
目前，警方共有25輛警車安裝「自動車牌
識別系統」，在偵別過程中曾破獲多宗毒品
案，去年5月18日該系統在新蒲崗景泰街對
開、往觀塘方向的太子道東一帶，偵測到一
輛私家車行車證過期，截查後在車廂內搜獲
毒品及包裝工具，司機涉嫌「販毒」、「駕
駛時無有效駕駛執照」、「駕駛未領有牌照
車輛」及「無第三者保險下駕駛」被捕。
今年 2 月 19 日，警方再招標 20 套「車載
平均速度偵察及影像錄影系統及自動車牌
識別系統」，再新增偵速及攝錄功能，本
月 1 日截標。未來將有 45 部安裝最新升級
「自動車牌識別系統」的警車於全港範圍
巡查。警方表示，該系統每次行動完畢會
刪除所有偵測記錄，及不會收集在道路上
被查閱車輛的位置及車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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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漢昨駕車在沙田市區亡命飛馳，
最終在銀城街被困車龍觸發「連環
撞」。據車 Cam 顯示，狂漢駕車在
30 秒內，4 次衝前倒後撞向周圍的私
家車、的士及巴士，當時警長「賢
哥」追至，一直擎槍喝令狂漢停車，
其後更果斷開槍將疑犯制服。有街坊表示，沙田市區人
多車多、交通燈多，現場又近醫院，涉案車輛衝燈亂
撞，途人和其他司機隨時遭殃，可能造成大災難，所以
要給開槍警長一個「讚」字。
據了解，開槍制止狂漢的警長姓江，加入警隊 11
年，人稱「賢哥」，其中 8 年均駐守交通部，現任職新
界南交通部執行及管制組，曾多參與打擊超速駕駛、毒
駕醉駕等違法車輛，多年來與馬路危險分子鬥智鬥力，
經驗豐富，同袍都讚揚他工作認真拚搏。昨日「賢哥」
與一名高級警員拍檔，駕乘警車在吐露港馬料水執勤
時，發現涉案車輛違例，並一路窮追不捨，他一邊向增
援同袍報告路線，一邊觀察周圍的道路情況，追捕途中
一度冒險下車，圖拉開肇事私家車車門，但不成功，直
至追到銀城街才第二度下車，一手持槍一手持警棍，與
同袍合力將中槍狂漢拖下車拘捕，行動中賢哥和同袍圴
受輕傷，但無大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秒狂撞 次 現場險象環生

孔男報稱是地盤散工，有黑社會背景，同車女子姓黃（37
歲），報稱女侍應，兩人是同居情侶及同有案底，未婚誕下現
年兩歲大女兒「晴晴」。據悉，孔男並非肇事私家車車主，警
方正尋找車主了解車輛是否被盜，孔現時留院，情況危殆。
事發昨晨9時53分，警方新界南交通部人員乘坐警車，在吐
露港公路近馬料水一帶以「自動車牌識別系統」監察可疑車
輛，其間發現一輛銀色私家車的行車證於 2015 年已過期，車
上警員用揚聲器要求該車停下，但該車反而加速狂飆，並突然
切入大埔公路、沙田路逃入沙田市區，警車緊追不捨及不斷發
出警告，惟私家車一路狂飊，由沙田路駛至小瀝源路後，突然
由慢線切出快線衝過一盞紅燈，險象環生，其後再在內街左穿
右插，多次切線及再衝過3盞紅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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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合法、合理。





其他道路使用者的生命財產安全，警員開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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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蒐車 Cam 影片取證
案件由新界南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並出動搜索犬搜查私家
車。總督察吳德南表示，已向現場各駕駛者、目擊者了解追逐
經過，並取走附近車輛的車Cam影片調查。
他稱肇禍私家車上有一對母女乘客，幸未有受傷，但受驚過
度需送院檢驗，探員其後在私家車尾箱檢獲一批可用作爆竊的
工具，包括老虎鉗、鑿及手套等，故同時拘捕姓黃女乘客。

●警長擎槍警告涉案私家車內司機。

網上短片截圖

六旬漢遭流浪漢踢出馬路挨車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九龍城一名流浪漢，昨晨近 9 時在
馬頭角道及九龍城道交界處襲擊途
人被喝止後，突然起腳將路邊一名
61歲姓麥男子踢出馬路，並撞到駛
經客貨車中門後倒地，頸、肩及腰
部受輕傷，街坊報警並指引警員，
在附近將 47 歲姓莊流浪漢拘捕，
他涉嫌傷人及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

件被扣查。
目擊者李先生表示，莊某清晨已
在附近遊蕩，曾經追打途經學生，
他本人當時也被莊上前欲襲擊，被
他喝止時，對方隨即猛力一腳踹向
路邊正等待紅綠燈的麥某背部，釀
成車禍後不顧而去。事後李先生和
一名女街坊上前救助傷者及報警，
並尾隨莊至九龍城碼頭對開，警員

趕至將他拘捕。
今年 2 月 16 日，北角三名 OL 午
膳後等過馬路時，亦被一名陌生男
子猛力推出馬路，3 人均倒地受
傷，其中一人更被撞斷牙及手指脫
臼。警方經調查及翻查閉路電視片
段後，拘捕涉案 38 歲姓黃無業男
子，黃其後被法庭判處 4 個月強制
入院令。

●涉中槍男子駕駛的私家車車頭損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將中槍司機制服。

警拘18歲學生毒販 檢92萬元毒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就讀港專職
業訓練學院的 18 歲青年淪為毒販，前晚 11 時在荃
灣荃景圍一商場，被葵青警區特別職務隊警員截查
搜獲小量毒品，其後再押往大埔一村屋搜獲大批冰
毒、氯胺酮（Ｋ仔）及小量可卡因，合共總值 92 萬
元。
警方相信被捕青年當時正進行販毒行動，並利用
村屋儲存、包裝及分銷毒品，該批毒品主要供應荃
灣及葵青區。
被捕青年姓梁，有黑社會背景，他涉嫌「販運危

險藥物」被扣查。葵青警區特別職務隊主管林旭督
察昨在召開的記者會上稱，行動中一共檢獲約 950
克冰毒、436克氯胺酮及88克可卡因。
據悉，被捕青年另有居所，僅利用涉案村屋作
儲存及分銷毒品，每次販毒收取千元至數千元酬
勞不等，警方將進一步追查毒品來源及幕後操控
者。
警方重申，販毒屬嚴重罪行，根據《危險藥物條
例》，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罰款 500 萬元及終身
監禁，呼籲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