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丫島撞船事故導致39人死亡，逾
百人受傷，特首梁振英早前會同行政
會議宣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希望
於6個月內調查事件肇因及提出改善建
議。委員會昨晨舉行初步聆訊，多名
海難死傷者家屬到場旁聽。聆訊開始
前，調查委員會主席、高等法院上訴
庭法官倫明高要求在場人士起立，為
事故死難者默哀（見另稿）。

倫明高：聆訊並非審訊
委員會主席倫明高重申，是次「聆

訊」並非「審訊」，因委員會無權裁定
任何人士需就事件負上民事或刑事責
任，並接納由律師分別代表港燈、南
丫四號船員及港九小輪成員出席聆
訊。而是次聆訊將進行3部分工作，包
括確定事故起因並作出裁斷、評估本
港載客船隻海事安全及監管制度是否
充足，以及在有需要時提出建議，防
止同類事故再發生。
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在聆訊中就確

定事故起因部分提出延期申請，他解
釋指，警方對事故刑事調查已大致完

成，預料本月底可提交專家報告予委
員會檢視。由於事故或涉及誤殺，認
為性質嚴重，律政司將決定會否對有
關人士提出刑事檢控。在可能出現刑
事審訊及陪審團的情況下，現階段進
行聆訊將影響司法公正，因陪審團有
機會受傳媒報道影響，部分人士亦有
機會於作供時有所隱瞞，故向委員會
申請把調查事故成因部分延至明年1月
進行。

港燈小輪不反對 委會律師異議
在場的港燈及港九小輪代表對有關建

議不予反對，但獲委員會委任負責盤問
證人的資深大律師石永泰則表示反對。
他質疑，有關人士若被警方拘捕後，或
未能再出席聆訊；同時表示證人是否誠
實作供與聆訊無關，故現階段應盡早提
出證供，避免不公平聆訊。

是否押後訊 明日裁決
倫明高詢問各代表律師意見後，決

定本周五就是否押後聆訊至明年1月作
裁決，並促請有關人士盡快向委員會

提交相關法律文件；屆時申請如被否
決，聆訊將按計劃在下周三展開。
聆訊開始後，委員會首階段將傳召

42名證人，包括可提供第一手原材料
的證人、專家證人、涉案船隻乘客，
以及有份參與救援的執法人員。除了
警方提交的專家報告外，委員會又會
呈上3份由澳洲和英國專家協助撰寫的
報告，包括船隻結構安全及雷達軌跡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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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月底交調查報告 研刑事檢控冀保公平
海難或涉誤殺 聆訊申延1月

上月60外地孕婦衝急症室

DR美容涉逼離職避遣散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羅繼盛）南丫島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昨日舉行初步聆訊，律政司刑事檢

控專員薛偉成指出，由於事件或涉及誤殺，當局將考慮對有關人士提出刑事檢控；而為免影響審訊公正，

申請把聆訊延至明年1月進行。港燈與港九小輪代表不反對有關建議，委員會明日作出決定。委員會主席

倫明高強調，研訊將不會決定任何法律責任，只會對事故成因作出裁決，並就海事安全監管提出建議。

■林鄭月娥（右四）與其他主禮嘉賓主持動土儀式。

聆訊日期及時間
聆訊日期：

2012年12月12日至21日

2013年1月7日至2月8日

2013年2月18日至聆訊完成(周一至周五)

聆訊時間：

上午10時至下午1時；下午2時半至4

時半（12月7日除外，下午2時至6時）

資料來源：委員會代表律師 石永泰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羅繼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南
丫島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昨日進行
初步聆訊，有市民冒雨前往舊政府
總部旁聽。聆訊開始前，委員會主
席倫明高帶領在場人士為海難死者
默哀。部分家屬難掩悲傷，用紙巾
抹淚。聆訊期間，有工會代表要求
參加委員會聆訊，倫明高稱增加成
員需委員會同意，所以未作出任何
決定。
南丫島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昨晨

在中區政府合署中座一樓研訊室進
行初步聆訊，是次聆訊容許公眾人
士旁聽。由於研訊室內座位有限，
當局先為每個遇難者家庭代表預留
一個座位，每個傳媒亦只可派一個
代表到場旁聽。而公眾人士則以先
到先得形式分配座位。當局又在中
區政府合署中座四樓設有研訊轉播
室，透過研訊室閉路電視播放現場
視像和聲音，供未能進入研訊室的
市民了解聆訊過程。

工會申參加聆訊待批
初步聆訊開始，在委員會主席、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倫明高和委
員、前審計署署長鄧國斌進場後，
倫明高要求在場人士起立，同為南
丫島海難中39名遇難死者默哀。部分
在研訊室旁聽的家屬於默哀後難掩
悲傷，拿出紙巾抹淚。

倫明高在聆訊初段表示，早前接獲港九工團
聯合總會主席李國強書面申請，希望可參與委
員會聆訊過程。李國強昨日在聆訊中解釋稱，
是次海難與運作人員、乘客、海員、政府人員
有關，而他是海事處諮詢委員會和職業訓練局
成員之一，加上工會過去與國際運輸工人工會
等國際工會組織有聯繫，相信可以就有關船
隻、船員工作、海事等協助委員會作出建議。
倫明高表示，會考慮申請，但需取得委員會同
意，故昨日未有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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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香港大學牙科診所醫療器具未完
成消毒程序就使用的事故，校方
專家小組完成調查，認為涉及嚴
重人為疏忽，最大可能是有護士
沒有啟動高壓消毒爐；其後又沒
有查核標籤有否轉色。專家小組
形容失誤「罕有」，但因為沒有
記錄，所以未能找出哪名護士出
錯。

嚴重疏忽 無記錄無人認
根據消毒程序，牙科器具須經

1部高溫高壓爐消毒，消毒爐完
成後會顯示1個電子數據，器具
包裝標籤亦會由米黃色轉為斑馬
紋。
專家小組認為，這很可能有護

士由按啟動鈕、核對數據和標籤

也沒有做到，是嚴重人為疏忽。
港大牙科診所事故調查小組主席
袁國勇指出，上述程序一般由1
人完成，但詢問當日當值護士，
均沒有人承認，亦沒有記錄翻查
誰人出錯。
調查小組建議診所參考英國和

澳洲感染控制措施，日後用消毒
爐均須詳細記錄日期、時間和標
籤。
事故中受影響248人中，除了1

人未能聯絡外，港大已為其餘的
人驗血，全部對愛滋病毒和丙型
肝炎呈陰性反應。至於乙型肝
炎，84人沒有抗體保護，已經安
排注射疫苗。由於病毒感染有空
窗期，所以港大明年2月和5月會
再安排受影響人士驗血，確保沒
有受感染。

港 聞 拼 盤

牙科未消毒事故 港大難擒犯錯護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屯門仁愛分科診所內的放射診斷
部，在運送衛生署轄下胸肺科病
人放射檢查登記卡到屯門醫院期
間，遺失174名病人登記卡，當
中附有病人個人資料，包括姓
名、身份證號碼、性別及出生日
期，但沒有病歷記錄。院方現正
聯絡涉事病人，並於今日及明日
辦公時間內設立查詢熱線：
24686708。

診所Ｘ光檢查 卡運屯院
涉事病人曾於上月15日（周四）

及16日（周五）在該診所接受肺

部X光檢查。有關登記卡應於隨
後工作天，即上月19日（周
一），運抵屯門醫院放射診斷
部，並輸入電腦作記錄；但職
員發現一直沒有收到該批登記
卡，至昨日仍遍尋不果，於是
向放射診斷部及醫院管理層報
告事件。
院方覆查確定，所有病人已於

上述日期接受肺部Ｘ光檢查及治
療，病人臨床服務沒有受影響。
院方已暫停相關登記卡運送工
序，以作全面檢討，並通知衛生
署、醫院管理局、警方、個人資
料私隱專員公署。

仁愛失174照肺登記卡洩私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醫務委員會通過4名非本地醫生
（2名麻醉科、1名內科及1名急症
科）有限度執業註冊續期申請，
得以繼續在公立醫院執業一年。
醫管局對此表示歡迎，認為可分
擔前線醫生工作量。

醫局：續聘本地醫生
醫管局表示，會在其餘非本

地醫生有限度執業註冊年期屆
滿前，因應他們的意願遞交續

期申請。面對醫生人手緊張及
工作量沉重問題，醫管局表
示，會繼續招聘本地註冊醫
生；對於現時因人手短缺而需
長時間工作及頻密當值的公立
醫院醫生，亦會採取措施積極
挽留。
過去一年，11名非本地醫生先

後獲得醫委會批准，以有限度執
業註冊形式在公立醫院麻醉科、
急症科、家庭醫學科、內科及精
神科工作。

4外地醫生續期執業公院1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一名74歲男子證實感染退伍軍人
症後死亡，衛生防護中心正調查
個案。
該名病人本身有長期病患，本

月1日開始咳嗽，3日後到明愛醫

院急症室求醫。他入院後發燒及
呼吸困難，被送往深切治療部；
其後情況轉壞，本月5日去世。
病人尿液樣本對退伍軍人菌屬菌
種血清型第一型抗原體呈陽性反
應。

長期病翁證染退軍症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早前涉及靜脈
輸液療程事故的DR醫學美容集團，有員工投訴
被迫簽署離職合約，以及再分別與4間來歷不明
的公司簽訂新合約，但合約並無清楚列明薪酬、
福利等安排。員工懷疑公司趁機避過向員工發放
遣散費，估計超過500名員工受影響。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麥美娟強烈譴責DR美容集團不負責
任。勞工處正協助勞資雙方處理事件。

轉投新公司 條款不清楚
DR醫學美容本月3日向員工發出通告，指10月

及11月營業額大幅下降至原來5%；原來40多間分
店變成現只有10多間繼續營業。有員工聽聞公司
正計劃賣盤，近期要求員工簽離職信，再改由另
一間公司聘任，但新聘用合約條款不清楚，連薪

酬多少都不知道，故懷疑公司藉說服員工簽署自
動離職合約，避過向逾500名員工發放遣散費。

逾百人投訴 手法不公平
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昨日舉行記者會，

指該會至今已接獲逾百名DR醫學美容集團員工
投訴，指DR醫學美容涉嫌以不公平手法強迫員
工自動簽署離職書，再即時簽新合約。有員工哭
訴指，已預料公司在事故後會面臨營業額下跌情
況，並早已決定留下與公司共渡難關，現正處於
兩難局面：若簽離職書，可能失去遣散費；若不
簽則會面臨失業境況。

稱內容無關 阻閱讀條款
有員工極不滿新合約條款苛刻，又不清不楚；

指直屬上司故意趁周六日繁忙時段，拉員工到房

間內說服簽離職合約，隨即又把她帶到另一間房

間，與新公司代表簽署新合約。她憶述指，新公

司代表以「某幾項合約內容與你無關」為由，阻

止員工閱讀條款，並催促員工簽新合約。香港美

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主席許慧鳳質疑表示：「若

條款與員工無關，為何又要將此列入合約中？」

另公司只會「酌情」發放勤工獎、合作獎及佣

金，言下之意即是公司有權在員工表現良好的情

況下不發放獎金。

新約又列明，每人如果連續2個月，每月銷售

額未達5萬，公司有權中止合約。有懷孕員工詢

問新公司代表有關「分娩假內不能享有病假」一

條文意思，公司代表卻縯繹條文實質意思是指

「員工放產假期間不會獲發薪金」。

麥美娟憂影響「毒針案」調查
麥美娟在記者會上強烈譴責DR美容集團不負

責任，並擔心事件會影響警方調查，甚至清盤問

題可能影響疑因注射有關美容公司「毒血針」而

引致敗血症身亡的死者陳宛琳家屬，令他們追討

無門。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曾要求勞資雙

方到勞工處協商，但資方沒有出席。

勞工處正協助勞資雙方處理事件。對於有DR

醫學美容部分分店員工已按指示更換新公司制服

及名牌，勞工處提醒未簽新合約的員工，倘若依

從指示換上新制服及名牌，就等同默認自己隸屬

於新公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曹晨）香港
公營醫療系統為提
升服務質素，為醫
護人員提供多種深
造培訓。醫管局護
理深造學院通過對
註冊護士進行理論
加實踐的培訓模
式，為護理人員制
訂適切課程，令護
士可應付病人不斷轉變的醫護
需要。學院1995年成立至今，
共推出超過1,000個護士培訓項
目，訓練超過1萬名護理人
員，促進本港公營醫療體系發
展。

科目多元化 上課地點豐
醫院管理局護理深造學院校

長黃玉銀昨日表示，該學院持
續護理教育課程涵蓋不同科
目，除了內科、外科、骨科、
老人科、精神科等傳統科目
外，更增設風濕、糖尿、小兒
腫瘤、兒童精神等科目專科培
訓；上課地點不局限於課室，
醫護人員在不同培訓中，更有
嚴謹地實踐課程及網上課程，
令醫護人員上課更有彈性。
黃玉銀續指，深造課程專為

有經驗註冊護士而設，經過醫
院挑選後，合資格優秀人才方

有機會進入深造學院學習。而
課程會為護士報考專科護士，
提供理論及實踐基礎。她表
示，學院會陸續開展其他科目
專科培訓，令護理人員更好地
提升服務質素。
葵涌醫院精神科駐廣華醫院

急症室資深護師黎慧妍是深造
課程畢業生之一。她形容學院
學習可把過往理論與實踐結
合，加深對知識的認知能力，
以及對病人病情的判別能力，
「過往遇到問題時，腦中都有
十萬個為甚麼；但讀完課程
後，自己可單獨處理很多狀
況」。
來自聯合醫院的社康護士羅

嘉麗表示，課程中與不同部門
護士一起實踐，在工作中對處
理複雜情況時更得心應手，對
病人潛在危機也變得更有洞察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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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防訓練校將軍澳動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位於將軍澳的新消防訓練學校昨日舉行動

土典禮，佔地近16萬平方米的校舍耗資逾35億元，預料2015年竣工。現時
位於元朗八鄉的消防訓練學校已使用44年，空間和設施不足以應付培訓需
求。為提升滅火和救援訓練質素，消防局2008年計劃重建訓練學校，去年
獲立法會批出撥款。新校舍備有室外和室內訓練場地，提供各種主題模擬
訓練設施，例如公路拯救區、坍塌搜救等，培訓學員應付大型緊急事故。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消防處處長陳楚鑫及建築署

署長梁冠基等，昨日主持新消防訓練學校動土禮。
新消防訓練學校選址將軍澳百勝角，佔地15.8萬平方米，耗資逾35億

元，預計2015年10月竣工。新校舍將設有室外和室內訓練場地，並提供各
種主題模擬訓練設施，例如公路及飛機拯救區、坍塌搜救、危害物質事故
等，以培訓學員應付複雜和大型緊急事故。

香港文匯報訊 醫管局昨日公布，2012年11月共有60名非本地孕婦未經
預約便到急症室分娩，較10月多14宗，其中24人本身有預約其他公立或私
家醫院，但未能及時前往。今年首11個月，共有3,400多名非本地孕婦到
公立醫院分娩，約三分一經急症室入院。

■南丫島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召開首次初步聆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有死難者家屬到場旁聽，公眾席和記者席爆滿。

中新社

■逾20名DR員工代表曾透過工聯會要求資方到勞工處談判，但遭拒絕。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雅艷 攝

■黃玉銀（右二）表示，學院會陸續開展其

他科目專科培訓課程。 曹晨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