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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副教授涉謀殺妻女
太太次女吸過量一氧化碳倒斃車內 警追查兩年終上門拉人

中大醫學院副教授許金山的妻子及次女，兩年前被

發現離奇倒斃一輛私家車內，懷疑因吸入過量一氧化

碳所致。重案組探員經兩年追查後揭發驚人內幕，昨

晨掩至許金山的馬鞍山村屋將其拘捕，即日落案控告他兩項謀殺罪，並押

往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許暫毋須答辯，案件押後至下月中再提訊，警方仍

正調查兇案動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鄧偉明、蕭景源

徐子淇父親徐傳順、金融證券界
名人尹應能及律師黃英豪早前被廉
政公署拘捕，指三人涉嫌違反防止
賄賂條例，於2007年行賄已故上市
公司副主席許浩明。控方昨於庭上
申請撤銷三人同面對的一項行賄
罪，但維持檢控黃英豪另一項行賄
罪。即徐傳順及尹應能獲完全撤
控。法院把案件押後至不早於10月
31日開審。辯方透露將於10月16
日替黃申請永久終止聆訊。
三名被告為律師黃英豪(54歲)，

他 亦 是 Perfect Ace Investments
Limited的董事、而徐傳順(63歲)、
及尹應能(64歲)則是該公司的前董
事。三名被告同獲控方撤銷一項行
賄控罪，指各人於2007年11月1
日，向海域化工集團已故副主席兼
執行董事許浩明提供顧問職位合
約，作為許在海域化工重組中協助
收購的報酬。原來坐在犯人欄內的
徐和尹，獲撤控後即可離開犯人
欄，改坐公眾席。其中徐離開犯人
欄時，不忘向黃英豪豎起拇指打

氣。
另一項維持檢控黃英豪的行賄

罪，指他在2009年8月19日以認股
權賄賂許，作為許參與收購金至尊
5間附屬公司的報酬。
徐傳順於庭外多次強調香港法律

是公平、公正，感謝家人、朋友對
他的支持及包容。徐亦感謝代表他
的蔡維邦大律師及其團隊，盡力找
尋證據以證其清白。被問到家人何
以未有到庭支持，徐指是他要求家
人不要到場，免令他更感壓力，徐
表示會與家人一同進膳以慶祝脫
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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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淇父及尹應能獲撤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擲物狂徒
出沒！兩個紅色滅火筒昨晨突被發現自九龍
城一座9層高舊樓被人飛擲，分別跌在樓下
馬路及後巷，其中一個更告爆炸，半邊滅火
筒炸至飛脫，幸未傷及途人或波及車輛，警
員事後到場一度封鎖大廈及翻看附近「天
眼」搜捕懷疑擲物狂徒，惜無發現，案件列
作高空墜物，交由九龍城刑事調查組第六隊
跟進。
現場為九龍城城南道53號至55號、與龍

崗道交界一座9層高舊樓，疑遭狂徒擲落樓
的兩個滅火筒均約2呎高。
昨日早上10時24分，上址對開馬路及後

巷突傳來巨響，街坊循聲察看，赫見有兩個滅火筒
疑遭人從大廈高處擲下，其中飛墮城南道馬路的一
個更告爆炸，半邊滅火筒飛脫，另一個滅火筒落在
龍崗道後巷垃圾房外渠邊，亦嚴重凹陷，街坊恐再
有滅火筒墮下，紛紛報警。
由於當局接報現場有爆炸，大批消防員及警員迅

速到場，證實現場並無火警，亦無人受傷。警員隨
後封鎖現場及登樓調查，又翻看附近大廈的「天
眼」片段，初步相信該兩個滅火筒被人從該大廈高
處擲下，惟暫未發現狂徒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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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謀殺妻女被捕的許金山（52
歲），是中文大學醫學院麻醉及深

切治療學系副教授，並在沙田威爾斯親王
醫院擔任名譽高級醫生。據悉許與妻黃秀
芬育有3女1子，一家六口由2006年開始
居住馬鞍山西沙路大洞村一3層高村屋。
案發於2015年5月22日下午2時許，許
妻黃秀芬（47 歲）駕駛一輛黃色Mini
Cooper私家車，載同16歲次女許儷玲離
家，其後該車停在距家僅約兩分鐘車程的
西沙路西澳村對出巴士站路邊。其間一名
女子跑步經過，初時不以為意，約45分鐘
後折返仍見兩母女身繫安全帶坐在車上，
遂上前察看，赫然揭發兩人昏迷，於是報
警。
消防員接報到場時，發現車輛引擎仍開
着，遂打破車窗救人，惜兩母女送抵醫院

已證實不治。

事發時被告在威院做手術
消息指，事發時，許正在威爾斯親王醫
院為病人做手術。當年的驗屍結果顯示兩
名死者的血液中一氧化碳含量接近50%，
疑是吸入高濃度一氧化碳致死，惟情況屬
極不尋常，兩人在何種環境下吸入高濃度
一氧化碳等原因一直成謎。

去年曾拘兩人 證據不足釋放
至去年5月，警方一度以涉嫌謀殺拘捕
一對男女，但最終因證據不足將兩人釋
放，當時警方未有公佈該對男女身份。
消息指，警方經逾兩年追查，至近日終

有突破性驚人發現。在掌握重要證據及徵
詢律政司意見後，昨日清晨6時許，沙田

警區重案組探員掩至許所居住的大洞村村
屋將其拘捕。警方將其押回馬鞍山警署調
查後，隨即落案控以兩項謀殺罪名。
至昨日下午1時半，許金山被黑布頭套
蒙頭，雙手鎖上手銬及腰纏鎖鏈，由多名
探員押送往沙田裁判法院提訊。
控罪指，被告許金山於2015年5月22

日，在新界西沙路西澳村對出巴士站涉嫌
謀殺女子黃秀芬及許儷玲。
庭上許金山神情冷靜，不時望向公眾

席，當法庭讀出控罪後，許金山示意明
白，他毋須答辯。案件押後至10月16日
轉介東區裁判法院再提堂，其間被告須還
柙。
至於當日兩母女駕乘的黃色Mini Coo-

per，昨仍停放在馬鞍山警署內，用帆布
遮蓋。

現年52歲的許金山，現任中文大
學醫學院麻醉及深切治療學系副教
授，兼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名譽高級
醫生。他與亡妻黃秀芬共育有3女1
子，黃是馬來西亞人，離世當年47
歲，是家庭主婦，同車死亡的次女許
儷玲，當年僅16歲，就讀馬鞍山啟

新書院。
據悉，許金山1988年考獲英國倫敦大

學內外全科醫學士，1993年考獲英國皇
家麻醉科醫學院院士，4年後再獲取香港
醫學專科學院院士（麻醉科）專業資格，
他經常撰寫有關麻醉及深切治療的學術論

文，並多次獲醫學期刊刊登，學術成就甚
高。
許又是運動健將，網球球技了得，曾參
與教職員聯誼會盃球賽，奪得單打及雙打
賽季軍，並擔任中大女子網球隊名譽領隊
等。消息指，許一家人曾在大嶼山梅窩、
及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宿舍居住，其後才
遷往馬鞍山西沙路大洞村現址村屋居住。
另外，許與妻在投資理財方面亦十分

成功，夫婦早在2005年以公司名義用310
萬元購入大圍一村屋地皮作投資，翌年再
以556萬元購入西沙路大洞村3層高獨立
屋自住。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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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中大多年 醫學醒論文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約4
歲非洲裔女童，昨凌晨被發現孤伶伶在秀茂
坪街頭徘徊，一名好心的士司機向女童查問
住處無果，亦沒有其父母蹤影，擔心女童遭
人遺棄，遂將女童載到警署求助。該女童並
無受傷，惟身上無任何身份證明文件，亦無
法說明住所位置及父母下落，警方列作發現
迷途小童跟進，正設法找尋其家人。
疑迷途的非洲裔女童年約4歲，只懂說英

語，她身高約1.1米，體重約50磅，瘦身
材，尖面形，黑皮膚，蓄短黑曲髮。被發
現時身穿灰色吊帶長裙、啡色短靴及攜帶

一個粉紅色小背包。
事發於昨凌晨1時35分，一名姓李（53
歲）的士司機，在秀茂坪邨秀賢樓對開候
客期間，目睹一名非洲裔女童在街上徘
徊，擔心她有事，遂落車了解情況，惟只
懂英語的女童未能說出住所位置及為何出
現上址，附近亦不見女童父母蹤影，李懷
疑女童遭人遺棄，遂載到觀塘警署求助。
警方初步證實女童無受傷，呼籲任何人

如有該名女童或其家人的消息，可致電
3661 0512或3661 0513與觀塘警署人員或
任何一間警署聯絡。

4歲女童凌晨獨行的哥助尋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又有美
容中心發生懷疑美容事故，一間位於尖
沙咀柯士甸道的樓上美容中心，昨疑替
一名女顧客注射腎上腺素後，女事主出
現不適並陷入昏迷，急送醫院搶救後情
況嚴重，警方事後封鎖肇事美容中心調
查，並以涉嫌無牌行醫，及管有及使用
第一部毒藥罪名，拘捕美容中心女負責
人及一名持雙程證來港的女美容師，案
件交由油尖警區重案組跟進。
現場為尖沙咀柯士甸道106號至108號
耀基大樓7樓一間美容院，命危女顧客
姓葉（55歲），她送院後一直昏迷，現
在伊利沙伯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
一度危殆，至晚上轉為情況嚴重。
衛生署證實已接獲有關報告，派出高
級醫生和藥劑師到場協助，正提供專業
意見協助警方調查案件。
消息指，昨日下午2時許，女事主在

上址接受美容，療程包括注射腎上腺
素。其間，她突告不適，未幾更陷入昏
迷，職員見狀慌忙報警求助。救護員到
場迅將女事主送往醫院搶救。

警拘美容院負責人及美容師
由於事件可能涉及注射腎上腺素美
容事故，警方大為緊張，立即加派人
員趕到肇事美容院調查，油尖重案組
探員其後亦奉召到場接手，其間女事
主的一名女友人在場協助警員了解情

況期間情緒不穩，稍後由一名男子陪
到警署助查。
警方調查至晚上9時許，在美容院內

拘捕一名50歲女負責人、及一名持雙程
證來港的33歲女美容師。兩人涉嫌無牌
行醫，違反《醫生註冊條例》，並管有
及使用第一部毒藥，探員又檢走一批藥
物、電腦及文件，包括有14支懷疑第一
部毒藥等證物。
油尖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陳子良表

示，經調查後相信女事主在中心接受
臉部療程期間，疑因注射藥物後暈
倒。
警方在現場發現有14支懷疑第一部毒

藥，並懷疑被捕的持雙程證女美容師曾
替女事主注射藥物，但注射何種藥物仍
有待進一步化驗確定。而女事主接受何
種美容療程，亦要待她情況好轉，錄取
進一步口供才能證實。
肇事美容中心運作逾1年，根據張貼

在門外的價目表顯示，該美容中心提供
皮膚護理、彩光、脫毛、修身纖體、減
肥及爆脂療程等，收費由480元至2,800
元不等。
據悉近年新興的美容纖體療程中，有

使用一種俗稱脂肪溶解的脂肪分解注射
劑，即俗稱的爆脂療程。
根據衛生署資料顯示，該種注射劑可

由腎上腺素、生理鹽水、碳酸氫鈉、利
多卡因或其他成分混合而成。有指該種
注射劑可促進脂肪層膨脹，將脂肪層分
解。

打腎上腺素須醫生進行
除脂肪分解注射劑有機會使用腎上腺

素外，美容院的抽脂療程亦會用到腎上
腺素，由於抽脂需要麻醉，麻醉劑會加
入腎上腺素，用以幫助血管收縮止血，
但過量使用腎上腺素或錯誤注射入血
管，則有機會導致血壓上升、心律不
正、抽筋及昏迷，甚至死亡，故此該些
醫療程序必須由註冊醫生進行。

又爆美容事故 55歲婦打完針昏迷

■涉殺妻女的許金山被蒙頭及上手銬，由探員押往法院提訊。

神秘奇案

■命案發生在兩年前，醫護人員當時搶救在車中的死者。 資料圖片

■許金山妻子黃秀芬。

■16歲次女許儷玲。

■■探員檢查跌在馬路上已爆毀的滅火筒探員檢查跌在馬路上已爆毀的滅火筒。。

■■涉案美容中心門外貼有涉案美容中心門外貼有
廣告招徠廣告招徠。。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攝

■■昏迷女子送院後情況嚴重昏迷女子送院後情況嚴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