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西環港鐵
西港島線一建築地盤昨午發生工業意外，
一條用作落石屎直徑約20厘米膠喉突然鬆
脫，一名落石屎工人被灌滿石屎的膠喉擊
中腰部墮地，頭、腳均重創，腎臟更疑被
擊爆致內出血，送院命危。有地盤工人指
該條膠喉昨晨曾鬆脫，重新接駁後已暫停
使用，疑有人不理勸喻肇禍。警方及勞工

處正調查肇事原因。
重傷命危工人姓徐(53

歲)，額頭撞傷，腳部骨折，左腰被擊傷，
送院證實腎臟內出血，須接受微創手術搶
救，情況危殆。
現場為西環士美菲路港鐵地盤，肇事膠

喉長約8米、直徑約20厘米，連接一個俗稱
「褲浪斗」的石屎漏斗，供灌注石屎工序之
用。現場消息稱，工人重新接駁後，已通
知其他工友暫時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實習記者

瀛戈 深圳報道）一名5歲港女童，在自己
生父及生父二奶長期虐待下致頭部因外傷
死亡。女童生父及二奶因涉重婚、虐待及
故意傷害罪被深圳羅湖區人民檢察院批准
逮捕。涉案港人韓某於2004年與髮妻在本
港註冊結婚，後誕下女兒小敏。2008年4
月，韓在深圳認識了營銷啤酒四川女子嚴
某。嚴亦已婚，但2人卻在未離婚情況下以
夫妻關係共同生活，並一同撫養小敏。

禁閉方式虐童 不准求診返學

從2010年10月開始，
二奶開始以禁閉方式虐

待小敏，包括用衣架打、以熱水燙傷、有
病不求診、不辦理入學登記。而韓在明知
道二奶虐待小敏亦選擇不理，繼續讓嚴來
監護小敏。
今年5月27日，小敏不慎在家摔倒，嚴給

小敏打了兩記耳光，小敏遂倒在地板上。
嚴見事情不妙才將小敏送求醫，次日於深
圳市人民醫院證實死亡。經鑒定，小敏是
因頭部外傷致顱腦嚴重損傷死亡。此外，
小敏全身還有10多處新舊損傷。深圳羅湖
公安分局民警曾傳喚韓、嚴2人調查。近
日，深圳羅湖區檢察院將韓和嚴逮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酷熱天氣下
本港昨日蛇蹤處處，港九及新界最少5現蛇
蹤，其中2條相信為受保護的5米長緬甸蟒
蛇。昨午在黃大仙翠竹花園對下斜坡發現的
5米大蟒蛇，被「蛇王」（捉蛇專家）與警員
聯手捕捉時，突然「大蛇屙尿」，蛇尿連環
射中在場警員及記者，最終被生擒。在港島
黃泥涌峽道，一頭小狗由外傭帶往山邊溪澗
玩水時，疑被毒蛇咬死。在黃大仙翠竹花園
山坡被生擒的巨蟒長約5米、重約60斤，相
信是一條雌性緬甸蟒蛇。昨上午11時30分，
路政署一名38歲姓程外判承辦商判頭，到翠
竹花園對開斜坡清理雜草時，赫然在草叢中
發現一條足有成年人手臂般粗的大蟒蛇，慌
忙報警，警方接報聯絡「蛇王」到場捉蛇。

中招記者：蛇尿好臭
稍後，「蛇王」到場與警員合力將巨蟒擒

獲，惟一行人捉住蟒蛇沿石級落山途中，由
於大蟒掙扎令「蛇王」跘倒，巨蟒乘勢跌落
引水道滑向竹園道沙井幾溜走，幸在場記者
眼明手快及時阻止。
當「蛇王」再制服巨蟒時，不知受驚抑或

反抗，巨蟒突使出一招「大蛇屙尿」，在場2
名警員及2名記者走避不及被蛇尿濺中。巨

蟒終被生擒放入大布袋，事後有「中招」記
者形容蛇尿「好臭」。由於蟒蛇屬受法例保
護動物，警方將之交由嘉道理農場處理。

小狗溪澗玩水被毒蛇咬死
另在港島，一名外傭昨晨9時許在大坑道

與黃泥涌峽道之間樹林放狗，其間小唐狗在
溪澗玩水時疑被毒蛇咬傷，悲鳴之後暈倒，
外傭大驚，馬上將小唐狗抱返大坑道主人寓
所報警，惟小狗被送到獸醫診所後證實死
去。疑被毒蛇咬死小唐狗，主人家住大坑道
333號雅麗閣，據悉小狗習慣每朝由42歲女
外傭帶到現場樹林走動玩耍。

5米長緬甸蟒河邊戲水
而在深井清快塘新村，一名37歲姓寧男

子，昨晨7時48分在河邊發現一條長約5米巨
蟒，連忙報警。蛇王到場將蟒蛇活捉，相信
亦是一條緬甸蟒蛇，將其帶返警署等候漁護
署派員接收。此外，西貢竹角路一村屋49歲
姓黃女村民，昨晨9時在花園發現一條近一米
長青竹蛇蛇，報警由「蛇王」到場活捉。稍後
至昨晨10時許，西貢孟公屋一間國際學校一
名52歲姓傅女職員，在校內發現一條蛇，長
約半米，蛇王接報到場發覺只是一條死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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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戒毒所潛規則 稱署方「密令」造假谷更生成功率

懲教員「換尿」助釋囚過藥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彩荷）醫院管理局表示，沙
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為42名產科醫護人員佩戴個人監察
儀器所量度出的樣本中發現，用於鎮痛、俗稱「笑氣」
的氧化亞氮超出勞工處的標準，部分更超標12倍。醫
院即時停止在候產室及產房使用鎮痛笑氣，改用其他
方法為產婦止痛。有婦科醫生表示，若懷孕不足12周
的孕婦吸入濃度過高的笑氣，有可能會導致流產。
威爾斯親王醫院今年六月初接獲婦產科醫護人員表

示工作時感到倦怠及頭痛，懷疑與工作環境中存在的
氧化亞氮有關。雖然現時法例並無要求工作間定期進
行有關測試，但為謹慎起見及保障員工職業安全健
康，威爾斯親王醫院於6月中聯同醫管局總辦事處員工
康健組在7E候產室及6EF產房進行初步環境評估，其後

採用佩戴個人監察儀器方法，量度員工於工作時的氧
化亞氮接觸值。

樣本送往美化驗機構分析
院方於7月底為員工進行個人樣本收集作監察，最後

將收集的個人樣本送往美國認可化驗機構分析。初步
化驗結果顯示，接受測試的48名員工當中，42人樣本
超過勞工處制定的職業衛生標準50ppm（即吸入空氣
中的氧化亞氮含量達百萬分之50），程度由輕微超標至
超標12倍。

5員工完成檢查身體無異常
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已即時停止在候產室及產房使

用笑氣，改用其他方法為產婦止痛，如分娩球、電動
止痛機、止痛針及脊椎硬膜外麻醉，並在候產室及產
房加裝抽氣裝置及調校通風系統，以改善空氣流通及
加強室內鮮風量。醫院將為有需要的婦產科員工提供
預防性診症，至今已為5名提出要求的員工檢查，他們
未有任何異常情況。

長期接觸高濃度笑氣或流產
婦科醫生靳嘉仁表示，笑氣有機會在孕婦吸入笑氣

的口罩中漏出，令產房積聚大量笑氣，導致員工及家
屬出現作嘔作悶或感到疲累，若懷孕不足12周的孕婦
吸入濃度過高的笑氣，有可能會導致流產。中大內科
及藥物治療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王紹明表示，雖然

部分員工吸入的笑氣濃度超標12倍，但醫學文獻記
載，相信對員工不會造成太大風險。
醫管局發言人表示非常重視和關注今次事件，提醒

醫護人員留意產婦正確使用氣體面罩，同時確保喉管
接駁妥當，以避免出現氣體洩漏，增加室內氣體濃
度，當局將會成立一個專家小組，研究和建議跟進的
範疇及採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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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院產房鎮痛笑氣濃度超標12倍

發言人又表示，作為執法部隊，懲教署一向要求
所有人員在執勤時必須遵守香港法例。若發現

人員有干犯違法行為，署方定必嚴肅依法處理。

3涉案職員隸屬喜靈洲戒毒所
3名涉案職員案發時皆隸屬喜靈洲戒毒所更生事務

組，分別是懲教主任鄧貴文(48歲)、一級懲教助理梁肇
榮(53歲)及陳振民(52歲)，3人各被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
當罪名，昨原定於東區法院受審。鄧、梁認罪，陳則
獲撤銷控罪，鄧為其餘2被告的直屬上司。

缺席探訪監管紀錄填假資料
鄧及梁被指於2009年4月至11月，未有履行職責按照

《戒毒所條例》，對10名戒毒所男釋囚執行為期一年的
法定監管，包括每月到釋囚居所或工作地點探訪；於
釋囚提交尿液樣本時故意缺席；在監管紀錄上填寫虛
假的日期、時間、地點及同行職員姓名等資料；有釋
囚自揭吸毒，卻採取懶理態度。梁更被指用自己尿液
換成釋囚的尿液樣本，令釋囚通過藥檢。
2名被告雖即時認罪，但對控方案情有所斟酌，要

求展開能夠影響判刑的聆訊。鄧服務懲教署22年，已
於今年7月離職，他出庭作供，大爆懲教署流傳已久
的造假文化。鄧供稱，懲教署的實際工作環境大家想
像不到，不少釋囚剛「出冊」便再染毒癮，故職員一

般會以身試法，以「換尿」方式通過藥檢。他指，官
方文件雖沒指明，但他由入職第一日已獲同事告知這
不成文規定。
辯方資深大律師李定國呈上3份署方的會議紀錄，

顯示署方曾要求前 員工推高更生成功率，而找到新
工作屬毒犯獲釋條件之一。因此，就算員工不確定釋
囚是否獲得就業，也不能為釋囚申報無業；假如釋囚
因無業獲批綜援，則會被要求以年齡、身體及家庭狀
況等「其他原因」解釋為何釋囚獲批綜援，目的是要
減低釋囚再度「入冊」機會。辯方估計，實際更生成
功率與造假數字相比，差距達三成半。

「上面好明顯阻撓我們做事」
據鄧的工作評核報告顯示，他負責的釋囚更生成功

率甚高，控方質疑他根本是「博升職」，而非受高層壓
力才被迫達標。鄧否認，並指隸屬懲教署高層的更生
事務監督袁樹繁，曾於2008年出席員工的每月會議，
表明更生成功率正在下降，勒令員工不能再用吸毒原
因令釋囚再入戒毒所，「我們一直知道傳統做法，這
次是第一次公開講，上面好明顯阻撓我們做事」。
鄧又解釋，他一般會在釋囚提交尿液樣本時從旁監

察，但有時基於現實考慮卻須彈性處理，如在公廁取
樣本時只會在廁格外等候，以免尷尬；如有可疑個
案，亦已按政策處理。聆訊今日繼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懲教署爆出懷疑造假醜聞！喜靈洲戒毒所3名職員被指故意

失職，未有到須受監管的10名釋囚居所或工作地點探訪，又以自己尿液換成釋囚的尿液樣

本，令釋囚通過藥檢。其中一名懲教主任在庭上聲稱署方為追求最高的更生成功率，派高層

參與會議表明「最高密令」，又指懲教署內部流傳造假文化，包括「換尿」及訛稱釋囚獲得就

業，務求令釋囚毋須再度「入冊」。懲教署發言人昨日回應表示，基於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

現階段不適宜作任何評論，會在此案完結後再作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辯方翻查立法會會議紀錄，引用
前懲教署署長彭詢元回應劉江華及梁耀忠議員詢問時，指2005年
至2006年的數據顯示，逾九成戒毒所釋囚在獲釋後首月便可覓得
新工作。但被告鄧貴文卻指實際就業率遠低於上述數字，藉此佐
證懲教署高層同時牽涉造假。辯方又向法庭呈交2篇英文報章的
報道，證明傳媒早於11年前已披露署方在驗毒測試中造假。
鄧貴文供稱，釋囚被還柙多時，又無面試經驗，根本難以覓得

工作，通常會向社署申請綜援。他又指署方有不成文規定，要求
職員每日最低限度接見8名釋囚；然而他們間中須進行突擊探
訪，而釋囚亦不會在家等職員上門，有時會吃閉門羹，故難以控
制真實的約見人數。

釋囚九成搵到工 被揭是「流料」

1日5現蛇蹤 蟒被擒尿襲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組）一隻金
毛尋回犬，昨午在酷熱天氣下於元朗街頭

被發現遭反
鎖車內焗至
奄奄一息，
警員聞訊到
場打爛車窗
玻璃將牠救
出，送到就
近的獸醫診
所救治無效

死去，將愛犬留在車內往「醫肚」的私家
車女車主其後折返時，被警方以涉嫌虐畜
罪名拘捕。

睇獸醫後忙「醫肚」遺愛犬
被捕女子姓林（50歲），被其意外焗死

的金毛尋回犬屬雌性，為約8歲大的老狗
女。據悉，昨日事發前林因愛犬生病，乃
駕車載牠到元朗安信街一間獸醫診所看
病，之後將牠留在附近錶位的私家車內，
然後往附近食肆午膳。其間疑因私家車沒

有打開車窗，加上烈日當空，車內溫度飆
升，被困金毛尋回犬終不支倒下。
至下午1時37分，有途人經過發覺犬隻

暈倒在緊閉車窗的私家車內，連忙報警，
警員到場見情況危急，以硬物打爛車窗將
狗救出，並第一時間將牠抱到就近的獸醫
診所求救，惟被獸醫證實死亡。
稍後，女狗主膳後折返才知愛犬已出事

身亡，結果被警員以涉嫌虐畜罪名拘捕。
狗屍其後由愛護動物協會派員到場檢走，
將交由獸醫檢驗以確定死因。
根據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殘酷對待

動物經循簡易程序定罪，最高罰款20萬元
及監禁3年。

狗困車廂焗死 女主涉虐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名分判工
程公司董事，涉嫌就水務署一項水管工
程，行賄工程總承建商的助理項目經理近
百萬元，上周末遭廉政公署拘捕及落案起
訴，2人已獲准保釋，並將於明日（22日）
在屯門裁判法院應訊，以待案件轉介區域
法院答辯。2名被告分別歐陽精祥及蔡震威
（同58歲），同是新輝交通工程及建築有限
公司（「新輝交建」）董事，同被控一項串
謀向代理人提供利益罪名，涉嫌違反《防
止賄賂條例》第9（2）（b）條及《刑事罪
行條例》第159A條。

獲水署批1.63億維修合約

「新輝交建」於案發
時獲中國化學工程香港

有限公司（「中化工程」）分判一份工程合
約，負責更換及修復新界區的水管。「中
化工程」於2007年7月獲水務署批出一份價
值1.63億元的定期維修合約，成為有關工程
的總承建商，並委派一名助理項目經理負
責監督及監察工程進度。
控罪指被告涉嫌於2007年7月至2011年1

月期間，與該名「中化工程」助理項目經
理一同串謀，使被告向有關經理提供每月3
萬元的款項，作為就該份水務署合約對
「新輝交建」予以或曾經予以優待的報酬。
廉署調查顯示，涉案的每月賄款據報總額
達99萬元。水務署及「中化工程」在廉署
調查案件期間提供全面協助。

水管工程2董事涉行賄百萬被控

虐打害死5歲女 港漢與深二奶被捕

地盤天降石屎喉 工人擊爆腎命危

■涉偽造釋囚紀錄受審的3名被告為懲教主任鄧貴文(右)、一級懲教助理梁肇榮(中)及陳振民(左)。

■喜靈洲戒毒所3職員被指故意失職。

資料圖片

港 聞 拼 盤

■被困車內焗暈金毛尋回犬

送入獸醫診所後不治。

■「蛇王」

在黃大仙

翠竹花園

山邊生擒

巨蟒。

■「蛇王」

落石級時

絆倒，被

巨蟒滑落

水渠險些

溜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