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獅山公園執垃圾 漁護職員墮坑傷

許金山長女證家中有鼠患
指父致電嚎哭稱妻女亡 認為爸媽後來接受情變

中大醫學院副教授許金山涉3年前用注入一氧化碳的瑜伽健身球毒殺妻女案，昨日繼續審訊。被告長女許

美玲作供稱，相信自己是第一個知道父親有婚外情的人，母親發現後非常傷心、怨恨，自己一度成為父母間

的「傳聲筒」，她感受到父母的心都受傷，但兩人仍盡力令子女開心。助理教授周昊翹指案發前兩日與被告

作第二次一氧化碳實驗預習後，被告將兩個瑜伽健身球注入一氧化碳帶走，聲稱給化學系的朋友觀察濃度。

早前其家傭作供指許宅並無老鼠出現，許美玲卻確認家中有鼠患。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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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兵鋒」涉選舉違例 申保釋被拒

■沈泰鋒
涉違反選
舉條例。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5年
以「傘兵」姿態出選九龍城區土瓜灣
北區議會選舉落敗的「本土派」成員
沈泰鋒，涉嫌未有按規定提交選舉申
報書，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而遭廉政公署起訴。
但沈由去年中被起訴提堂以來，7度
以不同理由申請押後案件，至今年3月
更在聆訊當日突告知法庭留醫而未能
應訊，終被法庭發出拘留令，不准保

釋。沈昨在高院原訟庭申請保釋，被
法庭拒絕，案件將在本周五（31日）
再訊。
廉政公署早前接獲選舉事務處轉介

個案，調查後揭發上述涉嫌罪行。
控罪指，被告涉嫌於2015年12月30

日，身為2015年區議會選舉土瓜灣北
選區的參選人，沒有按照《選舉(舞弊
及非法行為)條例》第三十七條的規
定，在刊登選舉廣告後30天內，提交

選舉申報書交代選舉開支及接受選舉
捐贈。
現年26歲的沈泰鋒，報稱任職法律

文員，去年6月 14日正式被廉署起
訴，翌日在觀塘法院提堂，毋須答
辯，當時裁判官將案押後至當年的7月
14日再訊，並准以現金1萬元保釋，不
准離港及不得騷擾控方證人。
惟沈其後以不同理由，先後共7次要

求押後案件以申請法律援助，而其法

援申請最終亦被法律援助署拒絕。
裁判官早前亦曾質疑被告在法援申

請被拒後，為何不盡快聘請私人律
師，令案件被無理拖延。
及至今年3月8日聆訊當日，被告又
臨時通知法庭要留醫而未能應訊，終
被法庭發出拘捕令。
署理主任裁判官蘇文隆在3月8日批
出拘捕令時直指，「如果有需要，被
告可在醫院的羈留病房休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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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金山昨由囚車押送到高等法院應訊，
控方傳召他的22歲長女許美玲作供，

她在庭上提及當年獲悉母親和胞妹噩耗時，
一度哽咽。
許美玲指，案發時在馬來西亞攻讀醫科，

接聽父親電話時，父親失聲嚎哭，非常傷
心，她其後趕返港。她透露父親的女學生兼
研究助理Shara Lee曾替她與胞妹補習中
文，第一次見面約在2004年。
2012年至2013年，她觀察到父親與Shara
來往甚密，出現特殊友誼，相信自己是首個
發現父親婚外情的人，當時感覺被背叛，後
來觀察到父母相處欠佳，明白父親為何這樣
做，同時為母親感到難過。
2013年夏天或2014年，母親亦發現父親

有婚外情，當時很傷心、怨恨，兩人完全不
對話，自己成了父母間的「傳聲筒」，但後

來父母開始接受，沒那麼傷心，還一家人到
澳洲和馬來西亞旅行。
她又指感受到父母的心都受傷，但兩人

縱使不和，仍盡力以各自方法令子女開
心。
許美玲又在庭上透露自己患有骨髓病，

亦曾被診斷有焦慮、抑鬱和專注力問題；
離世的妹妹許儷玲（Lily）則曾被診斷患有
ADHD和讀寫障礙。

被告緊張學業 令兩女受壓
她坦言父親緊張她們的學業，不理解她

們的問題，只認為她們不夠努力，兩姊妹
為此都感到很大壓力，自己更一度掙扎想
自殺，亦擔心妹妹有同一想法，媽媽則對
她們的學業比較隨心。被告此時在犯人欄
抹眼淚。

許美玲確認家中除有蚊患外，雨後還會有
蛇鼠從渠道爬出，故會擺放籠和捕獸器應
對。另外家人偶爾會坐在瑜伽健身球上用電
腦、母親除了會用涉案的黃色mini cooper
外，亦會用家中另一輛豐田車。辯方則將一
批照片呈堂，顯示捕捉蟲鼠的陷阱及捕捉到
一些曱甴和蜥蜴。

作供後留庭內 表態支持父親
許美玲作供完後問法官她可否留在庭內支

持父親，其後在家屬席坐下。
中大矯型外科及創傷學系研究助理教授周

昊翹昨繼續作供，指在案發前兩日即5月20
日，再與被告進行了第二次替兔子抽血及打
入一氧化碳的預習實驗，Shara Lee亦於實
驗後期到達實驗室。被告在完成預習後，聲
稱要帶走部分一氧化碳供其化學系的朋友觀

察濃度，並將一氧化碳注入兩個直徑約3呎
的瑜伽健身球內，用雙臂環抱方式拿走，而
當時並無漏氣跡象。

醫生：許妻曾提離婚 許拒絕
替女死者黃秀芬診治的王家恩醫生作供

稱，2013底黃經心理治療師轉介向她求
診，當時許有體重下降、食慾不振等問題，
並被診斷出中度抑鬱和焦慮，遂向她處方藥
物。翌年6月，黃首次談及離婚事宜，說丈

夫拒絕離婚，還跟她說：「你唔可以冇咗
我。」至2015年，黃的病情已穩定，因此
開始減藥，最後一次見她是當年的4月，黄
只是到診所取藥，又稱自己體重不只恢復還
升至新高。
控方亦傳召了被告的鄰居陳荔女士作供，

陳指案發當日下午約1時半曾致電黃秀芬想
託管女兒，黃當時表示要外出，但家傭可以
幫忙。陳形容黃當時的語氣正常，稍後再致
電已不通，後來得悉噩耗。

■被告長女許美玲。 ■助教指許金山製毒氣球帶走。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漁護
署昨午派出多名職員在暫時關閉的獅
子山公園內回歸亭附近山徑執拾垃圾
以防蚊患，其間一人疑不慎失足滑
倒，當場墮落一個約3米深坑內受傷
無法動彈，需由救援人員救起，再召
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急送醫院救
治，幸無性命危險。

直升機救起 清醒到院就醫
墮坑受傷的漁護署男職員姓林（44
歲），送院時頭、頸及背部受傷，但
一直清醒，由直升機送抵東區醫院治
理後，目前情況穩定。
事發昨午12時許，林與另外兩名同
事分頭在獅子山公園紅梅谷回歸亭附
近山徑執拾及清理垃圾，以防蚊患。
其間他擬運送一批垃圾離開時，一時
不慎，失足滑倒，當場墮落山徑邊一
個約3米深的坑內，身體多處受傷無
法動彈，適時一名姓黃（63歲）男途
人經過發現，立即代為報警。
救援人員接報登山，迅將事主救

起，由於現場山路崎嶇，如要人手將
傷者抬落山，恐費時失事，或加劇傷
者傷勢，遂召喚政府飛行服務隊一架
直升機到場協助，迅將傷者吊起送往
東區醫院救治。警方事後經調查，相
信事件無可疑。

漁護署回應指，事發後已即時派員
到醫院探望受傷員工，經醫護人員初
步檢驗，證實該名員工現時情況穩
定，並會留院作進一步觀察。
發言人強調該署員工在郊野公園清

理垃圾時，一般會配備行山鞋、手

套、口罩及撿拾垃圾用的金屬鉗
等。
該署亦不時提醒前線員工需留意戶

外工作的潛在風險，留意地面情況並
小心阻礙物。如感到身體不適，應立
即通知同事或主管。

■在獅子山公園清理垃圾意外墮坑受傷的漁護署職員送院敷治。 ■直升機到場拯救傷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疑
因佩戴安全帶問題，油麻地昨凌晨
發生的士司機與4名女乘客大打出
手混戰場面，最終司機和其中兩名
女乘客受傷，的士司機更要送院治
理，事後5人全部涉嫌襲擊被警方
拘捕，當中兩人更涉刑事毀壞及未
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被扣查。
事發於昨日凌晨 3時許，姓梁
（58歲）男的士司機於油麻地彌
敦道接載着4名分別姓李、姓高、
姓羅及姓黃（年齡介乎32歲至46
歲）女乘客。

途人報警 5人被捕
當的士駛至油麻地彌敦道近佐敦
道時，雙方因佩戴安全帶問題起爭
執，其中坐車頭乘客位的姓李（32
歲）女乘客，更涉嫌毀壞車上一個
箱子，司機見狀，即用手襲擊姓李
及姓高女乘客，其後5人落車繼續
混戰，途人見狀報警。

警員到場迅速控制場面，經調查
以涉嫌襲擊將5人拘捕，另外姓李
女乘客再涉刑事毀壞、姓羅女另再
涉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罪名被扣
查。事後李及姓高女乘客報稱眼部
受傷，但經救護員治理後拒絕送
院，至於姓梁的士司機則告手、臉
及腹部受傷，事後要送往伊利沙伯
醫院治理。案件目前交由油尖旺刑
事調查隊跟進。
根據運輸署出版的「香港的士服

務指南」，如乘客未有佩戴安全帶
即屬違法；的士司機可以拒絕接載
或駕駛及要求乘客繳付的士車費及
離開車輛。
根據香港法例，若的士乘客沒戴

（拒戴）安全帶，即屬違法，最高可
罰款5,000元及監禁3個月，的士司
機則無罪；有資深的士司機表示，若
經勸喻及警告之下乘客仍拒戴安全
帶，可以拒絕接載或駕駛及要求乘客
繳付的士車費及離開車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油麻地文蔚街一幢住
宅大廈昨午發生火警，高層一雜物房的電掣疑負荷過
重起火，一時間濃煙密佈，約50名住客慌忙逃生，有
入住頂樓賓館的內地遊客需由消防協助疏散，亦有住
客爬出簷篷躲避，混亂間一名老翁不慎跌倒受傷流
血，另外8名男女包括嬰兒則因吸入濃煙不適，9人分
由多輛救護車送院檢查，消防員事後將火救熄，相信
無可疑。
現場為油麻地文蔚街9號至16號文苑樓中座。昨日

下午2時許，上址高層一雜物房突然冒出大量濃煙，
有住客發現立即報警及通知鄰居逃生，其間有住客走
上天台暫避，更有一名男住客爬出簷篷避火。
消防員接報到場立即開喉灌救，約26分鐘將火救

熄，其間協助約50名住客，包括頂樓賓館的內地遊客
疏散，並將該名爬出簷篷的男住客扶回屋內。

七旬翁疏散時跌傷頭
由於現場有多人報稱吸入濃煙不適，消防處一輛流動醫療
車奉召到場協助治理傷者，最終證實共有4男4女（1個月至
63歲）非華裔住客，當中包括1名男嬰及3名小童吸入濃煙不
適，分送廣華醫院及伊利沙伯醫院治理，另外一名姓羅（72
歲）男住客在疏散時跌倒，頭部流血要送廣華醫院治理。
消防初步相信是雜物房內的電掣負荷過重起火，無可疑。
一名從佛山來港的遊客黃先生表示，他與友人昨午剛抵埗
入住上址頂樓一間賓館，未幾即發生火警，一時間他不知如
何是好，惟有先到隔壁房間取來毛巾掩鼻離開，其間遇到其
他住客，再一同沿樓梯逃生，幸途中遇到消防員協助他們步
至地面。黃表示未遇過同類事件，幸一眾友人均無受傷，他
形容今次來港經歷無法忘懷。

疑拒扣安全帶口角 4女與的哥混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時富

董事長關百豪位於港島渣甸山的豪宅，
以及葵涌的中學母校，上周一（20
日）分遭人投擲「紅油彈」破壞，當中
4輛名車中招。事隔8天，時富集團昨
發表「嚴正聲明」，透露警方已在近日
拘捕多人，事件疑涉及一名內地投資者
投資失利，又強調集團及關百豪不涉任
何債務問題。警方則證實已拘捕5名涉
案男子，案件仍在調查，不排除會再有
人被捕。
時富集團昨日的「嚴正聲明」指，

警方過去一星期已拘捕多名涉刑毀、恐

嚇及惡意誹謗的疑犯。又引述警方調查
確認集團及關百豪不涉任何債務問題。
事件疑涉及一名內地投資者投資失利。
集團又指，警方預期歹徒有可能作

出其他滋擾，但集團「仍然抱着不懼
怕、不低頭、不妥協的精神，全力配合
警方追緝兇徒及其幕後主腦，以還香港
社會安寧秩序」。
警方亦在昨日證實在本月21日及22

日，於全港多區合共拘捕5名（27歲至
56歲）涉案男子，他們涉嫌刑事毀
壞。所有被捕者已獲准保釋候查，9月
中旬再向警方報到。消息指，警方仍在
調查案件，不排除稍後會再有人被捕。
案發上周一（20 日）清晨 6時 47
分，關百豪位於跑馬地渣甸山白建時道
67號的豪宅突遭兩名騎電單車的狂徒
投擲「紅油彈」，令他及鄰居合共4輛
名車中招染紅；約差不多同一時間，關
百豪的母校，葵涌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亦遭人投擲「紅油彈」鐵閘沾染紅油
漆，另又被貼上標語。

時富老闆豪宅淋油案 警證已拘5人

■時富董事長關百豪豪宅遭投擲「紅油
彈」。 資料圖片

▲一名僅1個
月大非華裔
男嬰吸入濃
煙 不 適 送
院。

◀走火警期
間意外跌傷
左邊頭的男
住客送院敷
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