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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培育本土音樂人才，小提琴家姚 於今年成立弦樂團，招收本
土音樂畢業生，樂團命名為香港弦樂團。在鷹君集團有限公司的支
持下，姚 特地邀請來自美國的小提琴家David Ehrlich為樂團成員
進行密集式訓練，並於近日首度亮相，於港鐵香港站中環行人隧道
內演奏樂章，讓一眾市民欣賞。

小提琴家David Ehrlich為Renaissance MusicAcademy of Virginia創
辦人及Avanti Ensemble第一小提琴手，特地前來香港與樂團成員進
行個多星期的訓練，他稱：「香港弦樂團的成員都非常有潛質成為
專業的演奏家，但香港缺乏平台去給他們在畢業後繼續深造及表
演，我相信香港弦樂團可以填補這個不足，希望透過這個樂團的推
動，將來可見到香港有更多專業的演奏家。」

音樂融入社區
香港弦樂團的另一成立宗旨是與市民分享音樂的喜悅，樂團將到

本港不同地方演奏，是次於港鐵站演出，為「樂悠社區」音樂會系
列揭開序幕，亦寓意香港弦樂團的音樂將如港鐵一樣，為社區重要
的一部分，期望可以融入港人的生活中。

對於樂團的未來發展，姚 則表示：「我們將於十月底進行第二
次訓練，並與來自捷克的蘇克室內樂團共同舉行香港弦樂團成立音
樂會，而長遠來講，我們很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將本地音樂人才
培養成為專業演奏家，使香港藝術可以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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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VTC執行幹事尤曾家麗、

香港賽馬會公司事務執行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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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弦樂團首度亮相作公開演出，姚 女士與是次訓練的小提琴家

DAVID EHRLICH及樂團成員一同出席港鐵香港站內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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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是次合作，馬會及VTC將加強聯繫，邀
請國際級及米芝蓮名廚訪港，為修讀廚藝及

餐飲課程的學生作廚藝示範及交流，展示世界各
地名菜和烹調技巧；訪港名廚並會分別於馬會及
VTC旗下旅遊服務業培訓發展中心舉辦的主題宴
會上，呈獻特色菜餚，與本港飲食業界、馬會廚
師團隊及會員等交流和分享廚藝心得，促進本港
飲食文化發展。

馬會會所及款客事務部主管（營運）帥宏志表
示，馬會致力成為亞洲區內最尊貴會所，定期邀
請世界頂級名廚來港獻技，為會員帶來嶄新的飲
食體驗。他說：「這些名廚親臨作示範，不僅讓
馬會會員在香港就能品嚐世界級美食，亦讓會所
的廚師團隊從中觀摩取經，提升廚藝。今次與
VTC合作，我們希望能進一步惠及年輕廚師，為
本港飲食業孕育更多優秀人才。」

貴族拍賣行有限公司
中國陶瓷．工藝珍品展銷會

2013年10月1日下午，貴族拍賣行假座香
港上環文娛中心六樓展覽廳舉行首屆展銷
會開幕式，標誌 中國古玩珍品從此又增
加了一個新的資訊平台。

展銷會開幕式上，中外嘉賓、行家共聚
一堂，互通最新消息及行情，充分發揮此
資訊平台的作用。

展銷會上展出了瓷器、玉刻山子、玩
件、把件及紅木傢具，以及銀器、鎏金銅
器等古玩珍品。展期至10月6日下午三時，
10月2日至5日，展銷會免費開放予公眾參
觀，開放時間由上午11時至晚上8時，絕對
值得參觀。

香港賽馬會（馬會）和職業訓練局（VTC）簽訂合作協議，廣邀國際級及米芝蓮名廚

來港交流獻藝，加強飲食業界的人才培訓，並為本港飲食文化帶來新視野，鞏固本港作

為「美食天堂」的地位，提升香港在區內的競爭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報章指前

特首曾蔭權於2008年透過時任香港駐歐盟特派

代表的 志高，安排與當時的教宗本篤十六世

會面，但「中間人」向 志高提出要以港府不

向意大利法庭提供涉及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

尼貪污案件的調查資料作為交換條件，更指稱

志高與時任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曾就事件聯絡

溝通。律政司昨日澄清，在處理意大利法庭的

請求書期間， 志高並沒有與律政司的任何

人，就約見教宗及交換條件溝通，並強調律政

司一直按照香港法律處理有關的請求書，處理

過程完全沒有受到不當影響，亦從沒有考慮安

排與教宗會面的因素。

香港《南華早報》早前報道，意大利前參議員雷戈

里奧（Sergio De Gregorio）就有關貝盧斯科尼詐

騙及洗黑錢案件呈交的供詞中聲稱，他於2007年及2008

年與時任香港駐歐盟特派代表的 志高會面， 志高向

他提出為曾蔭權安排與當時的教宗本篤十六世會面的要

求，雷戈里奧提出或代為安排，交換條件是要求特區政

府不能向意大利檢察部門交出在港搜獲的貝盧斯科尼舞

弊及洗黑錢的證據。雷戈里奧供稱， 志高當時表明會

轉達律政司司長，其後更稱已向時任的律政司司長黃仁

龍提出要求。
就是次事件， 志高近日承認，自己確與一名記不起

名字的意大利參議員吃過午飯，對方答應協助安排見
面，但提出了有關的交換條件，他已即時拒絕，也沒有
向黃仁龍談及此事。黃仁龍透過秘書回覆傳媒查詢時也
強調自己從沒有與 志高談及此事。曾蔭權透過私人助
理回覆傳媒查詢，稱對此事全不知情，也從沒有要求
志高代為安排會見教宗。

律政司昨日罕有發出新聞公告，公開意大利法庭向香
港律政司要求交出涉案文件、證據的事件詳情及細節。
發言人表示，有關報道引起公眾關注意大利檢控當局向
香港提出的相互法律協助請求，是否遭到延誤或不當處
理，引起對香港法治的疑問，律政司司長認為有需要公
開經律政司就事件作出調查後的事實，以釋除公眾疑慮。

司法程序糾纏7年終解決

律政司指出，2006年9月11日，律政司經意大利駐港

領事館接獲米蘭法院檢控官發出的司法請求書，要求交
出涉及包括貝盧斯科尼等多名人士的刑事程序的銀行記
錄及在搜查指定的商用和住宅地點後檢取的文件證據，
並在法院開展連串司法程序，惟涉及事件的當事人就律
政司發出的搜查令及移交資料多次提出司法覆核及上訴
申請，直到今年8月9日，所有法律程序結束，搜查令檢
取的資料於8月12日送交意大利。

志高電郵僅詢法律意見

由2006年9月11日至2013年8月12日期間，律政司和
志高的唯一聯絡是在2007年10月9日及10月10日。10月9
日， 志高向當時的律政司署理國際法律專員陸少冰發
電郵，表示其羅馬的聯絡人、意大利參議員雷戈里奧向
他查詢有關請求書在香港的執行情況，他已告知對方倘
事件已於法庭提訊，政府不可能發表評論，並就他應如
何應對對方的查詢要求律政司提供意見。陸少冰翌日發
出電郵，確認律政司已收到有關的司法請求書，並告知

志高有關當事人正就搜查令的有效性和執行過程的合
法性提出司法覆核。陸少冰建議 志高可告知他在羅馬
的聯絡人，有關執行意大利政府提出的相互法律協助的
法律事宜，正在香港法庭處理。

黃仁龍：無收過相關電郵副本

律政司強調， 志高並沒有就有關請求書與律政司任
何人，包括陸少冰和當時的律政司司長黃仁龍進行溝
通。黃仁龍證實，他沒有就處理該事件與 志高商討或
進行任何其他形式的聯絡，也沒有收過有關的電郵副
本。

律政司強調，在處理有關的請求書時，從沒有考慮安
排與教宗會面的因素：「自律政司收到有關法律協助請
求書至將因執行搜查令而取得的資料送交意大利，律政
司一直嚴格依從包括《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的
香港法律行事，處理請求書的整個過程完全沒有受到不
當的影響，亦沒有考慮其他與該案件無關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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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詳情證無受不當影響 無考慮安排曾蔭權晤教宗因素

律政司：依法處理意國請求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調查湯
顯明任職廉政專員期間的外訪、酬酢、餽贈及收
受禮物事宜專責委員會，昨日舉行第二次閉門會
議。委員會主席葉國謙會後表示，會上主要討論
圍繞如何繼續該會有關工作，有一致看法現時認
為目前應 重資料搜集工作，而原定計劃在10月
底展開聆訊，因與帳委會目前的工作重疊，故一
致決定待帳委會報告完成後才開始研訊工作。

葉國謙昨日在委員會閉門會議後表示，委員會
成員認為，帳委會目前工作仍可能有新資料出
現，倘專責委員會現展開研訊可能會令公眾感到

混亂，也會為調查工作帶來困難，故委員一致認為應待帳
委會報告完成後，專責委員會才開始研訊工作，冀時間上
能緊接帳委會的報告。被問及會上有否談及研訊的證人名
單時，他則指暫時未討論，只是在資料上作整理及搜集。

立會擴普通話即時傳譯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復會在即，新一年

提供的服務範圍亦有所增加，秘書處昨宣布，由10月4日
(今日)開始，普通話即時傳譯服務將擴展至所有立法會會
議，以及內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和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會議。

自2010年1月起，立法會會議的質詢時間、行政長官發表
《施政報告》、財政司司長發表《財政預算案》，以及行政
長官出席立法會答問會，均設有普通話即時傳譯服務。此
外，秘書處亦按需要，為有議員或與會者以普通話發言的
立法會或委員會會議的相關議程環節，向政府新聞處借調
人手，安排提供普通話即時傳譯服務。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今天率先舉行會議，屆
時將設有普通話即時傳譯服務。旁聽或收聽這些會議的公
眾人士，除可選擇廣東話及英語的即時傳譯外，還可選擇
普通話即時傳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一
年前，釀成一死一傷殘的「DR醫學美
容事件」轟動全城，警方宣布介入調
查，食物及衛生局成立委員會研究規

管醫學美容，惟一年後的今天，死者
家屬多次追問調查進度，得到的答覆
竟仍是「未知」。家屬昨日到政府總部
請願，要求當局交代真相。協助的立

法會議員擔心，涉案公司「金蟬脫殼」
易名再經營，令事件重演，望政府正
視事件，為死者討回公道。

「DR醫學美容事件」發生至今已一
年，4位女士接受毒針注射後分別出現
敗血病，當中一名茶餐廳老闆娘陳宛
琳更在事件中死亡。一年過去，當局
仍未有公開各項調查及研究的進展，
陳宛琳的丈夫楊先生昨日在工聯會立
法會議員麥美娟陪同下，到政府總部
向食物及衛生局遞交請願信，促請當
局盡快公布調查進展，還死者一個公
道。

麥美娟憂「借屍還魂」續害人
「沒電話、沒聯絡、沒交代，這令

我很氣憤。」一身黑色素衣的楊先生
表示，事件發生一年以來，DR集團從
沒有接觸過家屬或作出任何道歉，而

警方的調查亦至今未有任何答覆，他
每個月都致電警方查問調查進度，但
一直的答覆都只是「調查中」，而在
上月警方終於回覆指調查完成，而最
終結果卻仍「未知」。這一年來，身
兼母職的他並不好受，要照顧兩個讀
中學的兒子，更要兼顧茶餐廳的工
作，說到痛處他更落下男兒淚：「我
只要求一個公道。」

麥美娟不滿調查進度緩慢，認為若
繼續拖延，或被人有機會「借屍還
魂」，易名繼續經營，擔心不單令原
有證據遭到毀滅，甚至有可能使事件
重演。她促請當局對待DR事件與南
丫海難都能一視同仁，正視事件，盡
快交代真相。她又謂，已獲楊先生授
權去信律政司，要求律政司詳細交代
調查的時間表及對相關人士作出檢
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現
正服務約80萬名居民的醫管局港島東
聯網，其人口老化的增長速度是「全
港之冠」。65歲以上長者的比例佔
15.4%，超越全港的平均數13.3%。聯
網昨日公布2013/14年度的工作計劃，
總監劉楚釗表示，人口老化帶來的醫
療壓力及聯網尚缺50名醫生的問題，
均是嚴峻的挑戰。當中，東區尤德夫
人那打素醫院是「重災區」，缺30名醫
生。儘管如此，聯網會增聘逾200名護
士，提升部分專科服務，包括增加日
間透析中心服務及24小時靜脈溶栓治
療。

缺50醫生 東區醫院重災

「醫生荒」是全港公立醫院的隱

憂。醫管局港島東聯網總監劉楚釗昨
日公布新年度工作計劃時指，聯網現
缺50名醫生，兒科及放射科人手最緊
張。而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是

「重災區」，現缺30名醫生，「唯有等
待2015/16年度，有320名醫科畢業生
完成實習培訓，屆時整體醫生人手才
會有所增長」。另外，聯網今年亦會招
聘逾200名護士，紓緩人手短缺，劉楚
釗相信可以達標。

聯網擬於明年第一季，在東區醫
院，為急性腦缺血中風病人提供24小
時溶栓服務。醫院內科部門主管蔡德
康指，屆時將有6名至7名24小時中風
科駐院護士，提供即時支援。醫院又
會開設全新的短暫性腦缺血性中風診
所，為小中風的患者進行跟進治療，

以減低病人復發的風險。
另外，東區醫院新建的日間透析暨

腎科病房將於未來兩個月內啟用，其
面積較現時的透析中心大2倍，為病人
提供一站式的透析治療。未來5年內，

醫院將於陸續增加日間洗血站，由現
時的20個加至36個，並額外聘請22名
專科護士，料每日接受洗血治療的末
期腎衰竭的病人，可由現時的60人增
至120人。

DR美容報告「無影」死者夫促還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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