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跑馬地摩
利臣山道與體育道交界有「黎嬰彎」之
稱的交通黑點，昨10日內發生第3宗涉及
的士交通意外，2輛的士在十字路口相
撞，其中遭攔撼撞的士司機受傷送院，
幸傷勢不算嚴重，警方不排除意外亦是
因有人未在路口雙白線前停車，察看交
通情況再駛出引致。昨晨10時52分，一
輛的士經香港仔隧道駛出跑馬地落橋，
沿摩利臣山道快線北行，途至體育路右
轉時，突被一輛沿摩利臣山道南行，疑
未在雙白線前停車便駛出之的士攔腰撞

倒。出事後，攔腰被撞的士37歲姓
謝司機左腳受傷，須送院治理，另

一的士53歲連姓司機則無受傷。
現場因息影女藝人黎姿的醫生弟弟黎

嬰曾乘的士遇上車禍重傷，加上過去經
常發生車禍而被稱為「黎嬰彎」。本月13
日(上周二)下午，同一路口亦發生的士與
私家車相撞意外，的士司機及私家車上
一名女子及男嬰受傷，由於現場有一段
路欄撞毀，3名工人前日早上到上址進行
維修時，未料再遇一輛平治房車與的士
相撞，的士失控剷入工地撞傷3名工人，
其中1名61歲工人傷重命危，肇事的士司
機亦輕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寶瑤） 威爾斯
親王醫院一名實習醫生，7月初誤將一名病
人的藥物抄寫到另一女病人的藥單上，女病
人錯誤服藥後死亡。醫院昨公布事故調查，
調查委員會認為，事件中的當值駐院醫生與
實習醫生溝通不足，加上實習醫生未有依程
序核實病人身份，導致重複處方。至於是否
會處分該名實習醫生，醫院指有待聯網人事
部跟進。
該名73歲的女病人本身患多種長期病患，

於7月8日入院，在內科病房留醫，負責收症
的駐院醫生在她的病歷上寫上處方藥物，並

交由一名實習醫生跟進。但該名實習醫生卻
誤將同房另一名病人的藥單抄寫到女病人的
藥單上，導致女病人錯誤服藥，不幸在3日後
死亡。雖然報告指事故是人為錯誤導致，但
未提及對該名實習醫生的處分，只建議威院
改善關於病人治療的文字記錄，須清楚注明
已完成的程序及尚待處理的程序，並規範
「電子病歷記錄」列印本的處理及存檔程序。

威院發言人解釋，聯網人事部會按既定程
序跟進今次事件，包括採取紀律行動。另
外，個案已呈報死因裁判官，院方會配合調
查。發言人表示，醫院接納委員會報告並將

跟進建議，院方亦已向病人家屬解釋調查報
告詳細內容，及向他們再致以慰問。
醫管局指已接獲報告，會詳細研究內

容，並確保威爾斯親王醫院盡快落實各項
建議措施，防止同類事件再發生。醫管局
再次提醒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必須嚴格遵
守藥物處理程序及指引，保障病人安全。
署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梁卓偉表示，醫護

人員應嚴格遵守配發藥物程序及指引，確保
正確處理病人藥物。他認為醫管局和醫院管
理層應詳細研究報告內容及積極跟進建議，
改善關於病人治療的文字紀錄及「電子病歷
記錄」列印本的處理程序，防止同類事件再
度發生。

失蹤數日家人報警 辦公室留遺書 生意失敗厭世

輔警匿警署旮旯
膠袋笠頭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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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中大博士生張家和以淫穢影
片勒索年長宗教高層X630萬元，早前已被判囚4年，而被
指是主謀人的名醫潘醒華母親王琦，昨亦被裁定2項串謀
勒索罪成，被判入獄5年。
法官游德康指，勒索罪最高可判監14年，59歲被告王琦

以張家和及X的性取向及他們不能公諸於世的關係弱點來
勒索，行為可恥，被告不只向X下手，更以淫穢影片向X
的上司Y要求賠償，明顯是處心積累，且不惜犧牲張家和
的尊嚴，以取得淫穢影片。游官裁決時指，所有控方證人
均誠實可靠，指X是成年人，拍下有關影片並沒有不合
法，被告就正正利用X為神職人員的身份及張家和的同性
關係，藉 利用教會的禁忌來尋求最大的利益，而這些影
片曝光，必定對教會造成打擊。
案情指，於2009年4月1日至5月22日間，被告串同張家

和利用他與X赤裸打屁股的親密片段，多次向X苛索金
錢。此外，又將片段帶到X上司Y的辦公室播放，迫使教
會向他們作出賠償。

串謀勒索宗教高層
名醫潘醒華母囚5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廉政公署拘捕及起訴一
名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前高級客戶經理，控告他涉
嫌就處理一名客戶的戶口，收受該名客戶共約130萬元賄
款。被告已獲准保釋，今日（23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
堂，以待案件轉介區域法院進行答辯。
56歲的被告江德立，前日（21日）被拘捕及起訴3項代

理人接受利益罪名，涉嫌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9(1)(a)
條。被告於案發時為「星展銀行」私人銀行部高級客戶經
理，專責處理客戶的私人銀行戶口。控罪指被告涉嫌於
2006年12月至2008年2月期間，先後收受一名客戶3筆分別
為約30萬至50萬元的賄款，作為處理該名客戶在「星展銀
行」的戶口的報酬。

星展銀行前經理涉收賄130萬

威院派錯藥 報告揭實習醫生犯錯

燕窩全含亞硝酸鹽 食血燕易變藍血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曉晴) 秋意日濃，天氣愈來愈乾燥，

不少市民喜歡進食燕窩滋潤。但科技大學抽查市面燕窩，全部
樣本含有亞硝酸鹽，尤以血燕最嚴重，最高含量達每公斤6,429
毫克，有專家指出，攝取如此高劑量的亞硝酸鹽會影響紅血球
攜氧功能，出現急性中毒，令人患「藍血人病」，嚴重者可窒
息死亡。他表示，市民只要將燕窩長時間浸泡可令97%亞硝酸
鹽溶解，建議例如進食血燕前必須浸泡逾15小時。
香港科技大學中藥研發中心從上環、西環及中環10多間海味

店購買47個燕窩樣本，當中17個為血燕、6個為黃燕及24個白
燕，原產地分別來自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及越南。結果發
現，全部樣本均含亞硝酸鹽，含量介乎每公斤2.46毫克至6,429
毫克。
研究人員曾赴馬來西亞及印尼收集10個未經處理的天然燕

窩，發現當中也含亞硝酸鹽，含量介乎每公斤100毫克至5,000
毫克。研究員在當地收集10個燕子糞便樣本，同樣發現含亞硝
酸鹽。香港科技大學中藥研發中心主任詹華強表示，亞硝酸鹽

天然存在於周圍環境，並可於動物體內產生，他估計，燕窩有
可能被燕子糞便所污染，才會含亞硝酸鹽。

浸泡15小時 可安全食用
研究人員將燕窩樣本以清水浸泡3至15小時後，亞硝酸鹽已

溶解97%，可安全食用。詹華強表示，不同燕窩的亞硝酸鹽含
量不同，因此所需浸泡時間亦有異，他建議血燕需浸泡15小
時、白燕浸泡3小時，而黃燕則浸泡10小時。

長食積聚體內易患癌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食物及藥品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陳恩強表

示，過量攝入亞硝酸鹽可引致「正鐵血紅蛋白血症」，患者會
感頭痛及呼吸困難，皮膚呈紫藍色，即是俗稱的「藍血人
病」。他表示，成人每公斤體重攝取10至100毫克亞硝酸鹽，有
機會出現急性中毒，甚至致命。他指出，長期汲收亞硝酸鹽，
可能會在體內積聚致癌的亞硝胺，增加患癌風險。

最近有報道指內地的燕窩亞硝酸鹽含量嚴重超標，香港中藥
聯商會轄下專業燕窩商司庫韓曙光表示，有關消息自6月傳出
後，業界生意額比去年同期下跌50%，其中內地客消費更下跌
60%。韓曙光指出，科大的研究證明燕窩經妥善處理後可安全
食用，呼籲市民不用過分憂慮，緊記進食燕窩前必須浸泡和燉
煮。

■香港科技大學中藥研發中心主
任詹華強表示，不同燕窩的亞硝
酸鹽含量不同，所需浸泡時間亦
有異。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曉晴 攝

近年警察在警署內自殺事件簿
日期 事件

2011.09.17 任職輔警23年的老差骨蕭玉蘋(47歲)，疑因

金錢問題困擾，在荃灣警署一樓浴室吞槍自

殺，太陽穴中彈送院搶救無效死亡。

2011.02.28 西九龍衝鋒隊37歲警員江偉達，疑不堪債務

困擾，當值時駕警車返回旺角警署，稍後被

同袍發現在警車內中槍重傷。

2010.07.23 47歲高級警員陳建華疑因欠賭債，在西區警

署更衣室吞槍自殺，送院不治。

2008.07.25 港島總區重案組40歲高級督察陳功偉，疑因

工作壓力及欠債，在灣仔警察總部辦公室內

以佩槍自轟心臟死亡。

2007.05.29 新界北警察總部一名駐守靶場51歲警長曾榮

亮，疑受感情及工作問題困擾，休班期間返

回警署留下遺書，從警署高處飛墮5樓平台

不治。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室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發生輔警警署警長自殺的葵涌警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繼6日前荃

灣一名輔警高級警員自轟身亡後，與其同

年加入警隊，現駐守葵涌警署的一名輔警

警署警長，近日離奇失蹤，家人要求其警

界友人到警署嘗試尋找，昨晚終在警署一

個少人使用的辦公室內，發現他頭套膠

袋，已氣絕身亡。警方檢獲遺書，初步相

信他因生意失敗輕生，案件無可疑。立法

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劉江華指，警隊

應重視事件，主動支援有問

題警員。

加入輔警23年 本業經商
疑在警署內自殺不治輔警警署警長林家輝，43

歲，已婚，有子女，23年前加入輔警行列，編號
8697，至今晉升至警署警長，2004年曾獲頒發長期
服務獎章。林本身經商，並自任公司經理，經濟應
無問題。葵青警區副指揮官何明新高級警司透露，
林工作勤力，有上進心，上周依更表如期返警署當
更，當時與同袍仍有講有笑，毫無異樣。
據悉，林最近公司生意失敗，日前家人發覺他放

工後未有返家，遍尋不獲，並已報警。家人懷疑他
可能已自尋短見，遂聯絡其同袍協助，到其駐守的
葵涌警署內尋找有否遺下線索。

疑服安眠藥 袋口綁緊窒息
同袍昨傍晚6時許在警署內尋找林通常會逗留的

地點，至16樓一個甚少人使用的辦公室內，發現林
躺臥隱蔽處一張椅上，頭部套有透明膠袋，袋口用
繩綁緊，已告氣絕。同袍大驚，通知上峰並急召救
護車，救護人員趕抵證實林已氣絕超過一天，交由

仵工處理。警方封鎖全層調查，在其身上檢獲遺
書，內容透露因生意失敗而厭世。
警方立即通知其家人到來，經調查後，相信林早

有打算，先寫下遺書，日前在公司放工後未有歸
家，於休班期間返回警署，走到少人使用的辦公
室，並可能先服過安眠藥，再以膠袋套頭，令自己
窒息而死，至昨日同袍尋找才被發現，案件初步無
可疑。稍後，林的遺體由仵工舁送殮房，死因要待
剖驗確定，並作藥理化驗，了解其事前有否服藥。

6天內2宗輔警警署自殺
本月17日，荃灣警署一名花名「燒肉」的輔警高

級警員蕭玉蘋（47歲），疑因欠下巨債，下午出更
前，身穿警服在1樓廁所沖身格內，以佩槍自轟太
陽穴身亡。蕭本身任職食物環境衛生署，與林家輝
同年加入警隊當輔警，隸屬荃灣警區巡邏小隊。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民建聯議員劉

江華表示，數日內接連有輔警自殺，警方應高度
重視，加強留意情況，及時主動支援有問題警
員，並加以輔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焯文 杜法祖）「救我呀，老
竇！」內地電話騙徒假扮事主兒子來電「求救」，要
求18萬元贖款，幸事主機警聯同警方巧布陷阱，成功
誘出一名騙徒現身九龍仔公園提款將其拘捕，荃灣警
區重案組正根據疑犯入境記錄，追查其是否干犯同類
騙案。警方指本港平均每月發生逾百宗電話騙案，呼
籲市民接獲類似電話應保持鎮定，盡快求證家人是否
安全及報警。

假扮事主仔「求救」索18萬贖款
昨協助警方智拘騙徒的醒目事主是荃灣區居民。荃

灣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區禮堯表示，被捕騙徒為持
雙程證來港的23歲內地人。
區禮堯指出，電話騙徒多假扮事主親人，例如指欠

下大筆賭債被禁錮，或遇上交通意外需匯款應急等，
再 事主透過兌換店或銀行，將現款匯入騙徒在內地
的銀行戶口，而類似騙案全港平均每月都會發生逾百
宗之多。
根據記錄，今年8月已發生157宗，當中44宗匪徒成

功得手，涉及款項高達197萬元。警方呼籲銀行或兌
換店職員，如遇神色緊張辦理匯款的顧客，應查問是
否遇上電話騙徒。

區禮堯續稱，警方非常重視電話騙案，東九龍總區
重案組已成立專案小組統籌調查全港發生的電話騙
案，而法庭亦十分重視此類騙案，由本月10日開始將
量刑起點定為4年，更可再申請增加1/3刑期。

醒目市民與警布局 擒內地電話騙徒

「黎嬰彎」10日3宗車禍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杜法祖) 東涌
天主教學校患有思
覺失調17歲中四男
生黃凌鋒，去年5
月24日早會時當眾
從校舍躍下死亡，
該校校長劉中元

（見圖）昨在死因庭供稱，當日把死者記
「大過」是一種「訓育」而非處罰，從來
沒要求黃退學，或就敬師日公開批評中文
老師的事公開道歉。死者母親在校長作供
完畢後情緒激動，一度須由親友扶持到庭
外休息。
劉校長稱，曾參與5月10日召開的會議，

他指有老師報告稱敬師日事件後一、兩
天，在黃同班同學的Facebook上發現有
「要教訓他」等的帖文。他們決定將黃
「調離」班房，避免他與同學衝突，同時
讓他靜思事件及讓成長組的老師對他輔
導。對於記「大過」的做法，劉校長認為
是訓育的方法，不認同是處分，且認為不
會影響死者升讀大學。他續指「過」是可
補的，只要同學協助服務的工作，紀錄可
以消除，這都列明在學生手冊上，而班主
任亦會每年提醒。

死者母質疑「句句謊言」
劉校長指學校從沒有要求黃凌鋒向全校

公開道歉，學校向以正面對待學生，若學
生有精神問題，「保護佢都 唔切啦」，
並指沒有要求黃凌鋒就事件停學。
死因裁判官陳碧橋破例批准死者父母在

結案陳詞時發言。死者母親批評學校處罰
得太嚴，又批評校長早上作供時「句句謊言」。死
因庭昨完成聆訊，料於今日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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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發現燕窩含亞硝酸鹽情況相當普遍。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曉晴 攝

■葵青警區副指揮官何明新指輔警
「時沙」自殺與輔警工作無關。

■荃灣警區
助理指揮官
區禮堯（中）
講述破獲電
話 騙 案 經
過。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蔣焯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