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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致無法開死因庭 郭偉強助家屬晤保安局

報告未交 熱氣球死者冤難申

浸大化療中西合診 減副作用

稱委員會不公 余卓文促解散

菲人質事件未解決
外交部允續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慶舒 北京報道）率
紀律部隊訪京的香港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
在北京向媒體總結此行時透露，與外交部副部
長謝杭生會面時，曾談及馬尼拉人質事件。外
交部對此反應正面，表示會通過適當渠道，要
求菲律賓解決問題。
黎棟國昨日在北京向媒體介紹，香港紀律部

隊過去數日與京津公安海關等部門交流，也拜
會了外交部及最高人民法院等領導。香港和京
津海關亦曾商討合作打擊水貨及販毒事宜，並
就加強打擊水貨活動達成共識。

黎棟國：理解家屬不滿

他續說，於9月4日與副外長謝杭生會面時，
曾談及馬尼拉人質事件，指事件發生超過3
年，菲律賓方面至今仍未妥善回應受害者及家
屬4項要求，令受害者、家屬和香港市民相當
不滿。謝杭生對事件表示理解，並明確表示，
會通過適當渠道，繼續要求菲律賓解決問題。
黎棟國強調，外交部反應相當正面，保安局

會繼續與人質家屬保持緊密聯繫，以及繼續向
菲律賓駐港總領事交涉和溝通，希望事件畫上
一個好的句號。

118卡白鑽下月港拍賣 估價2.7億

香港文匯報訊 據美聯社報道，國際知名拍
賣行蘇富比前日展示一顆源自非洲的118卡白
鑽石，其體積如一隻小雞蛋，被稱為全球歷來
拍賣的最巨型白鑽，將於下月7日在香港拍
賣，成交價估計達3,500萬美元(約2.7億港元)。

歷來最大顆 原鑽299卡

蘇富比在美國紐約曼哈頓總部展示該顆鑽
石，就大小、質量、光澤及顏色而言，它是蘇
富比歷來拍賣的白鑽中最大顆。據報它來自非
洲南部一個國家，前年被掘出時是299卡原
鑽。蘇富比亞洲區副主席、國際鑽石專家郭進
耀拒絕透露鑽石來源地，因物主希望保密。
這顆稀世白鑽與其他名貴珠寶一起拍賣。郭

進耀指出，香港是珠寶銷售中心，因此選擇在
香港拍賣。蘇富比於1990年代曾拍賣出3顆逾
100卡的白鑽，而目前白鑽拍賣價紀錄是由一
顆逾101卡的梨狀鑽石所創，於今年春季在瑞
士日內瓦以2,670萬美元(約2億港元)成交。

測毒癮app尋隱蔽吸毒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吸毒隱蔽化問

題日益嚴重，為協助吸毒者測試毒癮及提供戒
毒服務，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推出全港首個測毒
手機應用程式「毒癮無可忍」。信義會表示，
程式系統會參照世衛測試，以8條問題評估毒
癮程度，包括過去3個月吸毒習慣及健康狀
況，繼而列出毒癮評估及提供支援。同時，程
式有過來人經歷分享專欄，以及提供相應戒毒
服務聯絡資料，希望盡早找出吸毒者，並協助
其進入治療程序，縮短求助時間。信義會又
稱，程式日後將會更新，加入即時對話功能，
盡早辨識隱蔽吸毒者，直接提供協助。

埃及熱氣球意外造成9名港人罹難，事發至今
已近7個月，但原來埃及官方仍未向死者家

屬提供任何相關調查報告的文本。其中，蕭家及
何家的死者家屬共4名代表，昨日與一直協助跟
進事件的郭偉強會面。

7月函領事 迄今無聲氣

死者家屬代表蕭志強表示，據媒體6月初報
道，埃及官方已就事件提交了初步調查報告，但
死者家屬至今仍未收到任何報告文本，他們遂於
7月中去信埃及駐港領事，但對方僅回覆稱會促
請當地部門跟進，但埃及當地部門就未曾聯絡過
他們。
家屬代表續指，自到埃及認領遺體後，特區政

府僅民政署及社會福利署主動聯絡各死者家屬，
其他部門在跟進事件時顯得被動。死者何愛英的
兒子黃先生更擔心，近期埃及政局不穩，令原有
調查中的進度亦遭推翻，冀港府可立案調查，避
免往後甚麼也跟進不到。

外交部駐港公署允協助

郭偉強坦言，他擔心是次事件會像菲律賓人質
事件般「一拖再拖」，尤其埃及目前政局混亂，
相關證據及資料難以保存，故他於上月底致函保
安局查詢，獲保安局回覆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公署已答應當埃及調查報告公布後會協助特區政
府，向埃及要求提供書面調查報告；警務處亦已
向死因庭辦事處提交中期報告，會盡快提交最終
報告；當局又指已不斷透過公署作聯絡，希望盡
快安排警方到埃及當地了解。
郭偉強直言，倘單靠家屬到埃及當地循法律途

徑跟進，相信很大機會事件會不了了之，令事情
「石沉大海」，故他已邀請保安局及旅遊事務專員
與死者家屬會面，並希望能將會面安排在本月內
討論事件。

斥旅行社未提供投保單據

家屬代表在會上質疑旅遊業議會聲稱有監察旅
行社安排的自費活動，但議會仍未能要求承辦是
次埃及團的勝景遊取得埃及當地所購買保單副本
及相關條文的文件。黃先生解釋，勝景遊在自費
節目簡介中，列明熱氣球之旅的190美元費用
「包括早餐及保險」，但團友到當地才獲悉所購買
的保險屬埃及當地保險公司，且至今仍未獲勝景
遊提供有關單據，自己手上就只有當地保險公司
的名稱。
他質疑，有關旅遊自費活動的保險缺乏足夠監

管，又強調各死者家屬最關注的並非賠償問題，
而只要查清責任誰屬，包括勝景遊是否就安排活
動時了解過當地熱氣球公司的安全記錄等。
郭偉強也直言，勝景遊就自費活動的態度似是

「外判公司」，團友到當地沒有選擇熱氣球公司的
餘地，故該公司在意外中有角色及責任，但對方
的回應卻是在推卸責任。

保業總會：勿單信旅社資訊

與會的香港保險業總工會馮志遠也認為，勝景
遊在處理保險方面不理想，又提醒市民應在香港
出發時就高危活動購買保險，因在當地購買保險
就需要依當地司法途徑追討，呼籲出發前在香港
找真正專業保險代理處理，不要單信旅行社資
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中文大學心臟科主管
余卓文繼續就「封刀」事件向威院「開火」。他批評威
院早前成立2個委員會，成員全由威院行政總監馮康委
任。而醫管局成立的3人獨立檢討委員會中，只有1人做
過相關手術，質疑委員會公正性。他要求威院解散調查
「封刀」事件的委員會，又期望醫管局成立由1名法官及
2名海外專家組成的新獨立審計小組調查事件。醫管局
回應指，如有需要，會建議跟進行動，以確保臨床服務
質素及安全。

指全由馮康委任 涉自己查自己

余卓文表示，早前已投訴馮康處理事件涉及行政失
當，但調查「封刀」事件的2個專家委員會成員，全由
馮康委任，當中三分二人更是馮康下屬，認為馮康有
「自己查自己」之嫌，或涉及利益衝突。

余卓文不滿醫管局成立3人獨立檢討委員會中，只有1
人做過相關手術，所謂「覆檢」只是在現有數據上加以
整合，並無對原始數據作深入調查，認為調查最後僅是

「架床疊屋」，質疑調查小組獨立性及公正性。他要求解
散威院就事件所成立的2個委員會，希望醫管局成立新
的獨立審計小組主動調查，成員包括1名法官，以及2名
海外專家，確保公正性。
醫管局發言人回覆表示，局方已就事件成立獨立檢討

委員會，接收由威院2個專家小組提交的報告。獨立檢
討委員會會考慮小組報告結果，檢討事件涉及的管理及
臨床管治事宜。如有需要，會建議跟進行動，以確保臨
床服務質素及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化
療是癌症患者主要治療方案之一，但
病人體質普遍較差，加上化療副作用
令免疫力下降，以致約30%病人需推
遲治療，甚至停藥，影響療效。香港
防癌會與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合作，
成立中西醫結合化療中心，以中西醫
合診方式互通資訊，期望「中西合璧」
可減低治療的副作用。

中藥「袪邪」又可「扶正」

化療是透過干擾癌細胞的新陳代

謝，阻止癌細胞生長分裂，但同時會
破壞體內其他迅速分裂的正常細胞，
令病人白血球和血小板降低、出現嘔
吐、口腔潰瘍、手腳麻痺等副作用。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部高級
講師劉宇龍表示，中醫藥治療一方面
可「祛邪」，穩定腫瘤情況，避免病
情惡化；另一方面可「扶正」，有助
恢復患者身體正常機能，提高患者免
疫力和化療成功率，「例如服用三
七、雞血藤等中醫材，可紓緩手腳痲
痺問題；服用玄參、生地則可清熱滋

陰，紓緩化療後因虛熱而導致的皮疹
和口腔潰瘍」。
化療中心顧問醫生陳亮祖表示，過

往不少癌症患者接受西醫治療時，不
肯承認已同時接受中醫治療，「擔心
西醫不喜歡」，令兩方醫生未能掌握
病人病況，失去治療癌症最佳時機，
「相反，中西醫同時合診，則可加強
兩方醫生了解用藥情況及實際病況，
哪些中西醫藥物會相沖、劑量調配、
用藥時間配合等，均有助中西醫藥取
長補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年2月埃及熱氣球事故

導致9名港人罹難，3個香港家庭失去至親。媒體於6月初

報道埃及官方初步調查報告，但事隔近3個月，死者家屬

至今仍未收到任何報告文本。有家屬昨日擔心，沒有報

告文本，香港法院將無法召開死因庭，令事件一拖再

拖，令他們親人的死因變得不明不白。協助死者家屬的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特區政府有關部門連月

來都沒有就事件定期與家屬會面，商討處理事件的具體

做法，故已向保安局及旅遊事務專員提出邀請，希望最

快於月內安排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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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強。 鄭治祖 攝

■香港防癌會與浸大中醫藥學院合作，以中西醫合

診的方式治療癌症。 劉雅艷 攝

為隆重其事，決賽舉行前，主辦單位特別舉行一項別開
生面的開幕禮，並邀請沙田區議會主席何厚祥BBS,

MH、署理沙田民政事務專員鄭兆勛、國民教育沙田區委員
會主席潘國山議員、副主席暨活動正召集人黃嘉榮議員、委
員會委員暨活動副召集人周厚峰校長及委員會委員、活動副
召集人暨港專校長陳卓禧博士擔任主禮嘉賓。各主禮嘉賓經
司儀發號施令，將手持中國菜原材料，包括生薑、胡椒、花
椒等放入特製的金鑊中，再由沙田區議會主席何厚祥BBS,
MH揮動金鑊鏟，為烹飪比賽揭開序幕。
主辦單位亦邀請香港歷史博物館名譽顧問鄭寶鴻、國際餐

飲聯合總會創會會長胡珠BBS、米芝蓮一星評級大師，海景
嘉福酒店的中菜行政總廚梁輝雄師傅及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
評審局中式飲食業及飲食服務行業學科專家陳植漢，以及國
民教育沙田區委員會副主席暨活動正召集人黃嘉榮議員擔任
決賽評判。

眾評判從參賽者菜式的色、香、味及外觀、烹調創意等準
則評分。最後，由明愛馬鞍山中學的馬兆民、蔡錫坤及葉嘉
雯憑「蝶舞黃花松子脆」，贏得全場冠軍。
港專校長暨活動副召集人陳卓禧博士對於港專「國際飲食

文化交流中心」今次能獲邀成為比賽的承辦機構深感榮幸。
他表示，「國際飲食文化交流中心」成立目的乃致力為本地
飲食業提供匯聚及交流平台，推動人才培訓，進一步提升業
界的發展。中心亦為港專修讀旅遊與款待的同學提供專業發
展與訓練的機會。港專同學在是次活動中，便有機會負責接
待、參與典禮儀式及攝錄工作，實踐課堂所學。他希望中心
將來能與其他團體合作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為港專同學提
供更多的學習機會，推動業界的發展。
「細味中國文化」烹飪比賽分別得到沙田民政事務處及沙

田區議會作為協辦及贊助機構。比賽亦獲沙田區家長教師會
聯會、沙田區中學校長會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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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沙田居民及青少年了解中

國不同的飲食文化及歷史，國民

教育沙田區委員會最近舉辦一項

名為「細味中國文化」烹飪比

賽。比賽決賽已於日前假港專賽

馬會馬鞍山校園舉行。經過競爭

激烈的初賽後，成績最佳的12

隊伍在決賽中，角逐冠、亞、季

軍、「最具創意大獎」、「菜式

命名大獎」等獎項。

■(第二排左二起) 香港歷史博物館名譽顧問鄭寶鴻、國際餐飲聯合總會創會會長

胡珠BBS、港專校長陳卓禧博士、國民教育沙田區委員會副主席暨活動正召集人

黃嘉榮議員及署理沙田民政事務專員鄭兆勛(左六)與冠亞季軍得獎者及國民教育

沙田區委員、決賽評判合照。

「細味中國文化」烹飪比賽圓滿結束
陪伴香港超過半個世紀的維多利亞公園公眾游

泳池，於本月一日完成歷史任務。伴隨無數港人
回憶的維園泳池，於五十年代由香港賽馬會撥款
興建，是全港首個符合奧運標準的公眾泳池。
植根香港的馬會，以其獨特的非牟利模式營

運，與市民風雨同路，並肩成長，因應時代變遷
而捐助不同項目，務求切合社會的發展需求。二
次大戰後，香港市民生活艱苦，馬會當時積極回
應社會需求，資助興建診所、學校及多項康樂設
施，當中包括於五十年代撥出逾百萬港元協助興
建維多利亞公園公眾泳池，時任馬會主席的賓臣
先生及一眾董事當年明確表示，維園泳池要讓基
層小朋友享用，入場費需為基層所能負擔。
於一九五七年落成的維園泳池，由前港督葛量

洪爵士主持開幕，是本港首個符合奧運標準的公

眾泳池，當時成人及小童入場費分別為五毫及三
毫，泳池至今有超過一千五百萬人次使用。

自從2002年英國劍橋大學醫學博士、諾貝爾獎
金獲得者約翰．蘇爾斯頓教授多年研究結果指
出，心腦血管病雖然病在大腦和心臟，而根在血
管，人體血管壁上的細胞由於缺氧和能量不足而
受到傷害，細胞會表現電位下降，功能衰退，引
起動脈硬化，管腔狹窄，血流不通暢，誘發和加
重心腦血管病，這個理論破譯了心腦血管病之久
治不癒，出現嚴重併發症，危及病人生命的根本
原因。
日本生產的「愛麗健」全身療效器，就是根據

上述醫學理論而研製的最新高科技醫療產品，通

過這獨特研製的醫療儀器，
將特定微電流輸入人體的組
織和細胞，激活人體細胞膜
上ATP ，提升細胞的膜電
位，從而可改善心臟細胞供血
不足，維護心臟的正常跳動，對關注心腦血管病
及健康的人士合適，為心臟病人士之健康開闢了
新途徑。此「愛麗健」療效器經歐盟、日本政府
厚生省、中國中央衛生部醫療認證，可醫院或家
庭用，安全有效，無任何副作用，每天使用，可
有效改善健康，對提升心腦血管健康大有裨益。

馬會捐助首個公眾泳池　維園泳池完成歷史任務

「愛麗健」全身療效器
中山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心血管專科退休教授吳鐘英教授

■「愛麗健」全

身療效器

■由馬會撥款興建的舊維園泳池完成歷史任

務，是香港首個符合奧運標準的公眾泳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