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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巴」相撞 等落車婆婆猝死
的哥疑硬切線爬頭肇禍被捕 3乘客變滾地葫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輛

的士昨晨上班繁忙時段在尖沙咀彌敦

道鬧市疑突然強行切線，終與慢線駛

至巴士相撞後再剷上行人路，車禍中

除兩車司機受傷外，巴士內3名站立

正準備落車的女乘客慘變滾地葫蘆仆

倒受傷，其中一名七旬婦人更當場昏

迷，送院後證實不治。肇禍的士司機

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捕，警

方正循是否有人胡亂切線等方向調查

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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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德爆醜聞逾一年 前校長陳章萍被捕

中大副教授許金山
涉以注滿一氧化碳的
瑜伽球謀殺妻女案，
昨由控方作出結案陳
詞，主控官直指許不
知羞恥地以假研究來
掩飾其殺人計劃。被
告明知一氧化碳可殺

人，卻將氣體注入瑜伽球再
放上車，並除去膠塞令氣體
充斥車內，而製作兇殺環境
後照常上班，製造看似完美
的不在場證據。而被告指女
兒有自殺傾向，且與母親同
歸於盡根本是不可能，主控
官稱引用排除法可認定被告
就是兇手。
53歲被告許金山，是中
大醫學院麻醉及深切治療學
系副教授。他被控2項謀殺
罪，指他於2015年5月22
日，涉嫌以注滿一氧化碳的
瑜伽球謀殺妻子黃秀芬（47
歲）及次女許儷玲（16
歲）。
主控官資深大律師布思義
（Andrew Bruce）指，被
告在案發一年後的警誡會面
中曾指，次女許儷玲可能因
學業壓力，或與母親意見不

合而自殺。但主控官指，根據儷玲
的同學、老師等都說她開朗活潑，
轉校後也很快結交到朋友，並已計
劃去旅遊及修讀暑期課程等，不似
有自殺傾向，案發前還相約好友吃
飯，根本無自殺跡象。
儷玲雖曾與母親有爭執，但此絕

不會令她想法極端至自殺，並與母
親同歸於盡。

指被告以實驗作掩飾
主控官指出，被告早在案發前一

年開始查詢一氧化碳價格，又向其
他中大職員稱想做一氧化碳的動物
實驗，最後由他人購買氣體，並取
得做動物實驗的許可，但研究計劃
書卻不太詳盡。不少專家證人稱被
告的實驗計劃並沒有經過深思熟
慮，研究在科學上毫無價值，絕無
臨床可能性。實際的實驗做法又與
原先設計有別，不禁令人質疑。主
控官指被告實際是以實驗作掩飾。
此外，被告被同事看到他在實驗

室將一氧化碳注入瑜伽球並帶走
時，謊稱是讓朋友測試一氧化碳純
度，但其後向警方作供時又改說是
為了殺老鼠。許自稱「以一氧化碳
殺老鼠」屬愚蠢想法，且超高濃度
的一氧化碳放出時亦會令「殺鼠
者」、甚至全家人均有極大生命危
險。且許這麼注意安全，豈會把注
滿毒氣的瑜伽球放到子女常到遊玩
的運動空間，更沒有告知家中的妻
子、子女或家傭。
許是唯一知道瑜伽球內有一氧化

碳，他把球帶回家，且有其妻的車
匙，有機會把球放上車。
案發當天印傭目睹妻女二人離家

上車時並沒有攜帶瑜伽球，估計瑜
伽球早已放進車尾箱內，控方推斷
許事前把瑜伽球放進車尾箱內後，
除去瑜伽球膠塞，再關上車門，其
後如常上班，製造了看似完美的不
在場證據。
辯方明日會作結案陳詞，法官下

周一會總結案情並引導陪審團，預
計陪審團會於翌日退庭商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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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案組拘興德學校前校長陳章萍。
資料圖片

■涉案的士司機被捕帶署扣查。

◀尖沙咀昨日發生1死4傷奪命車禍，警員趕至封鎖現場進行調
查。

■女死者家屬驚聞噩耗後悲傷不已。

▲巴士女乘客唐婆婆昏迷，送院經搶救不治。

意外中不幸死亡巴士女乘客姓唐（70
歲），她的1男3女親友接獲消息趕到醫

院，驚聞噩耗後悲傷不已。
據悉唐婦本已移居外地，近日才返港探
親，豈料卻遇上車禍而喪命。
其餘傷者包括姓黃（52歲）九巴車長，姓

司徒（68歲）的士司機，兩人經送院敷治後
已無大礙出院，並協助警方調查。
兩名分別姓陳（48歲）及姓謝（56歲）巴

士女乘客，經送院治理後情況穩定。九巴發
言人回應稱，事後已派員到醫院慰問死者家
屬及傷者，又指會配合警方的調查工作。

掃欄毀路牌 幸行人路無人
事發於昨早8時15分，一輛87D路線雙層

九巴，沿尖沙咀彌敦道慢線南行，至近麼地
道路口時，一輛在快線行駛的士突然切往慢
線，現場消息稱，懷疑有人欲強行超越巴
士，自只可直行的快線左轉入麼地道，結果

巴士收掣不及，猛撞向的士左車身，將其推
撞上行人路，掃毀約5米鐵欄及一塊路牌才停
下，幸當時行人路上無人，否則後果不堪設
想。

警調查後指無閃避路人扭軚
事發一刻巴士上多名乘客已站在下層近門

口處，準備巴士埋站後落車，結果因撞力過
猛而失去平衡衝前仆倒，其中唐婦倒地當場
昏迷，兩名女乘客亦倒地受傷，事後有乘客
立即上前攙扶及替傷者治理止血，部分無受
傷乘客則紛紛落車趕上班。
多輛救護車接報趕到，將各傷者送院，其
中唐婦一直昏迷，延至上午8時49分證實死

亡。
警方封閉現場路面調查蒐證，並翻查附近
的閉路電視錄影片段，稍後將涉嫌危險駕駛
導致他人死亡的士司機拘捕。西九龍交通部
特別調查隊第一隊主管余愷峰高級督察表
示，的士沿彌敦道快線行駛，左轉入麼地道
時與巴士相撞，但按現場路面，快線的車輛
只能直駛，不可轉彎。兩車司機均通過酒精
測試。對於有目擊者稱，的士是為閃避過路
途人而扭軚，余指調查所得並無其人。
警方正循車速、駕駛態度、及是否有人胡亂

切線等方向展開調查，並呼籲市民，如有車禍
資料提供，可致電3661 9000或3661 9058，與
西九龍交通部特別調查隊人員聯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有逾20年歷史
的觀塘翠屏南邨發生墜物傷人意外。一名婦人昨
午返家途中，遭大廈外牆剝落墜下石屎擊中頭部
重傷昏迷，送院命危。警方列作「高空墜物及有
人受傷」案處理。
女事主姓黃，56歲，頭部重傷昏迷，送院經

進行手術搶救，情况危殆。黃的家人接報趕至醫
院得悉傷勢，憂心不已。
據悉，黃婦與家人同住翠屏南邨翠杭樓一單
位，聘有外傭協助打理家務。消息稱，事發昨午
3時許，黃婦與外傭出外買餸回家期間途經翠杭
樓對開時，疑大廈外牆高處一塊面積約40厘米
乘10厘米石屎突然剝落墜下，黃婦頭部被擊中
大量出血重傷倒地，外傭大驚守在女主人身旁，

途人見狀報警，傷者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警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發現大廈外牆有多於

一處石屎剝落情况，涉事石屎剝落位置仍有待進
一步確定，初步大廈9樓至10樓外牆石屎剝落情
况最為嚴重，露出生銹鋼筋，不排除涉事石屎由
該處墜下，需用木板遮擋防止再有石屎剝落，案
件交由觀塘警區重案組第二隊跟進，暫未有人被
捕。
房署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翠屏南邨暫無任何

外牆維修工程，近月署方未有接獲上址石屎剝落
的報告或投訴，事發後屋邨辦事處已即時派員跟
進，會盡力配合警方調查。
意外後，署方已嘗試聯絡傷者的家人提供適切

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
警方衝鋒隊昨凌晨分別在觀塘及
元朗截獲可疑私家車，揭發車內
藏有可卡因及大麻花毒品，懷疑
為毒品快餐車，兩車司機及3名
男女乘客同涉案被捕扣查。
東九龍衝鋒隊警車昨凌晨1時

許，巡經觀塘通明街時，發現兩
輛可疑私家車，擬截查時兩車同
時開走，衝鋒車追截至近牛頭角
道交界燈位時，將其中一輛私家
車截停，但另一輛則乘亂逃去。
警員召來警犬協助搜查，在截

獲私家車內檢獲約值3,000元的
可卡因毒品，不排除有人正駕車
派貨，駕車的李姓、36歲男子被
捕，案件交由秀茂坪警區刑事調
查隊跟進，正設法了解逃去私家
車是否涉案。
差不多同一時間，新界北衝鋒

隊警車亦在元朗公園北路截獲一
輛可疑私家車，揭發車內藏有約
值2,300元的大麻花毒品，駕車
的陳姓、19歲男子、及3名17歲
至20歲的男女乘客同涉藏毒被捕
帶署調查。案件交由元朗警區刑
事調查隊第三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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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天水圍天恒邨
恒樂樓一單位本月1日發生火警，屋內一對年輕
兄妹被困火場昏迷，由消防救出送院後命危，情
況一直不樂觀，需依靠儀器幫助維持生命。
兩兄妹與死神搏鬥13天，至昨午院方獲其家

人同意並在場下拔除維生儀器，兩兄妹終與世長
辭。
事發於天恒邨恒樂樓38樓一單位，本月1日下

午約2時，單位內突然起火，消防接報趕到開喉

及派出煙帽隊進入單位灌救，火警約一個半小時
後救熄，但全屋已焚毀。消防員在屋內近大門處
發現分別21歲及19歲的姚姓兄妺倒地昏迷，救
出送院後一直命危。據悉，其中兄長中學畢業後
往台灣升讀大學，事發時剛放暑假返港居住，而
胞妹亦正求學，品學兼優。
消防調查後初步相信是父母房間首先起火，當

時父母均已外出，當局正調查肇因是否與電器裝
置失火，或有人不小心處理火種所致。

天恒邨火警命危兄妹不治

屋邨石屎剝落 女街坊爆頭命危

■石屎墜
街現場高
層有單位
外牆出現
石屎鬆脫
情況。

■女途人
被石屎砸
傷獲送院
搶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早前
先後爆出連串醜聞的屯門興德學校，
涉事的前校長陳章萍，涉嫌「使用虛
假文書」，昨日於屯門被警方拘捕。

涉「行使虛假文書」20日提堂
警方表示，於去年8月接獲相關政策

局轉介，指屯門慶平路一學校的校長懷
疑向該局出示虛假的招聘員工面試記
錄。屯門警區重案組第一隊人員經調查
及徵詢法律意見後，昨日於屯門拘捕一
名46歲姓陳女子，涉嫌「行使虛假文
書」。被捕女子其後已被落案控以一項
「行使虛假文書」罪，案件將於9月20

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
消息指，涉案被拘控女子為屯門興德

學校前校長陳章萍，她早前已被揭發涉
在其任內先後發生影子學生、請病假老
師需要繳交餅卡、聘用有刑事案底的學
校職員、及無理解僱等連串醜聞，部分
事件正交由相關部門調查中。
據悉，警方早前已就「偽造文件」進

入校園搜證，檢走兩三箱文件，同時發
現有人早已於教育局要求核數前，將校
長室內的電腦取走。
警方懷疑2016年6月一份聘請合約
中，有人偽冒副校長及一名主任的簽
名，以聘用一名有毆打學生刑事案底的

學校職員，警方曾多次約見校長陳章
萍，但陳以各樣理由，未有應警方要求
前往警署錄取口供。
資料顯示，陳章萍的學歷包括有香港

中文大學學士學位、香港教育學院教育
文憑、香港浸會大學校長課程。
她曾於2009年任屯門保良局香港道

教聯合會圓玄小學校長，2010年任黃
大仙伊斯蘭鮑伯濤紀念小學校長，至
2011年當上屯門興德學校校長。

連串管理醜聞 學校罷免陳章萍
興德學校有關的一連串學校管理醜

聞，始於校長陳章萍被指強迫教師到深

圳派傳單招生，及報警驅趕不滿校政的
教師而引起關注，其後再被揭發學校懷
疑涉及偽造文件、製造影子學生、要求
病假教師送現金或餅卡、安裝閉路電視
作監控及無理解僱等問題，事件令全港
各界譁然，其後教育局積極介入事件，
並先後委任11名校外人士加入校董會
進行整治，是繼2009年教育局介入基
督教臻美黃乾亨小學暨初中學校校政風
波後，最大規模的學校整頓事件。
至去年8月18日，校董會正式把校長

陳章萍罷免，同時警方、廉政公署及私
隱專員公署接獲相關舉報後亦加入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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