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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磅婦疑抽脂瘦身猝死
拉丁舞導師植髮中心術後昏迷 女醫陪送院重案衛署聯手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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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整形外科醫生金永強表示，
抽脂要在局部麻醉下進行，屬低
風險手術，但必須由有相關訓練
的醫生處理，每次最多只能抽取
4公升至5公升脂肪。而抽脂前要
做詳細的體格檢查，體型肥胖的
人士風險較高，如本身有高血壓
等問題，更不適合做這類療程。
整容外科及醫學美容醫學會會長

關健雄表示，抽脂只是為塑造更好
的身型而並非減肥，他說如果同一
次抽脂的部位或抽取的分量過多，
就有機會增加出事的風險。他又指
沒有限制相隔多久才可抽脂，但有
心臟病、糖尿病及服食薄血藥的人
士都不適合抽脂。

醫療美容監管多爭議
DR毒針事件引發規管醫療美容爭議，政
府成立「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
會」，在2012年 11月舉行首次會議。至
2013年11月，港府接納了委員會下轄的「區
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務工作小組」所呈交的

報告，報告提出7項建議，將15項涉及高風險入侵性注
射，及在皮膚表皮層以下進行皮膚剝脫的療程納入「醫療
程序」，包括注射美白針、A型肉毒桿菌、微晶磨皮及漂
牙等，必須由註冊醫生或牙醫執行，並引用現時規管醫生
的守則監管，否則可被控無牌行醫。
另有其他建議包括傳統紋身和穿環的程序應豁免被歸類

為醫療程序，但所有施行程序的人都應受適當培訓，並採
取感染控制措施等。
不過，美容業界代表一直不滿區分「醫療程序和美容服

務工作小組」的組成不公平，將美
容和醫療服務作僵化的區分，批評
美容界只有6名代表，而醫療界就

有11人，忽略業界聲音，4名美容界代表在2013年7月工
作小組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時，決定退出工作小組，以示對
小組側重醫療成員的不滿。

業界盼成立「美容業議會」專責處理
他們又曾發起遊行，表示希望由政府牽頭成立「美容業
議會」，專責處理美容業的投訴，保障消費者權益。並建
議在5年後強制推行專科「考牌」制度，即日後操作如美
容光學儀器人士，無論是醫護人員，或美容從業員，必須
接受應用儀器的考試評核。
今年3月，政府表示計劃把營商環境影響評估結果提交
予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參考時，亦會就如何落實工作小
組建議向衛生事務委員會作出簡介。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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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涉美容醫療奪命事故
04-10-2012 4名女子在「DR

醫學美容集團」接受靜脈點滴療
程，聲稱可增加抵抗力、治療濕疹
和增強健康等，其後全部診斷患上
敗血性休克及血管內彌漫性凝血反
應，4人全部留醫，並在血液樣本
中驗出抗藥性高的「膿腫分枝桿
菌」，當中一名46歲陳姓女子延至
10月10日死亡。
30-04-2010 24歲少女到油麻

地西醫黃嘉謀私家診所進行隆胸手
術，卻在注射麻醉藥後全身抽搐昏
迷，送院急救12天後被拔喉宣告不
治。
28-08-2003 整容名醫李宏邦在

診所替一名71歲老婦做腹部抽脂手
術，缺乏手術及急救設施的準備
下，老婦不幸死亡，李後被醫委會
裁定4項專業失當指控成立，要停
牌5個月。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記者杜法祖

■植髮中心發生女顧客抽脂猝死，警員
到場進行調查。

■體重達300磅舞蹈導師Josephine的舞姿。
網上圖片

怪婦雨傘奇襲女童

老友爆許託匯300萬元 交滬深神秘女
許仕仁填報的年收入

年度 個人薪俸稅報稅表填報收入

2004/05 ＄863,563
2005/06 ＄3,810,697.6（在任政務司司長）
2006/07 ＄4,012,636（在任政務司司長）
2007/08 ＄1,131,937（擔任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
2008/09 ＄1,254,145（擔任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

資料來源：庭上證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污案
昨在高院續訊，案中被告關雄生的生意夥伴錢月明續作供，他在
接受辯方盤問時，「大爆」許仕仁於2009年或2010年間，先後
多次要求他把合共300萬港元款項匯給上海和深圳的數名女性朋

友，而許仕仁每次都把支票交給他，然後由他將現款透過匯款公司，
直接匯款給有關女性朋友的戶口內，初時他不認識該些女子，後來與
許仕仁飯局中結識了該些女子。
錢月明強調自己與許仕仁是相識20多年的好朋友，他基於友情以及
當時許仕仁作為政務司司長的身份，他深信許仕仁絕不會做出違法行
為，所以當許要求他協助匯款，他從沒有查問因由，亦沒有追問收款
人與許之間的關係，更沒有探究該筆合共300萬港元的來源。

錢月明稱群策發展仍未歸還許貸款
錢月明稱許仕仁與他及關雄生分別認識了數十年，許仕仁於2008年
及2010年先後借貸250萬元給他們成立的群策發展有限公司，不但沒
有立下借據或任何文件紀錄，許仕仁亦沒有收取分毫貸款利息，彼此
口頭協議待群策發展賺得利潤後才償還欠款，事實上至今公司仍沒有
歸還許仕仁的250萬元貸款。
錢月明稱2005年關雄生、李慧忠及他成立群策發展有限公司，主要
出產「酒筲箕」產品，關雄生及李慧忠各注資共700萬元，而他卻沒
有投放金錢，只是負責公司行政營運及宣傳業務工作。其間關雄生亦
有以公司董事身份貸款給公司，關當時只是開出支票存入公司戶口
內，沒有立下借據證明文件，故公司沒有任何記錄，大家純屬口頭協
議。
直至2006年底或2007年初，公司出產的「酒筲箕」獲好評，他們再

成立群策（中國）企業有限公司，打算把產品打入國內市場，其間關
雄生亦私下成立群力企業有限公司，專責把產品拓展往歐美市場，他
與李後期才知悉事件。錢強調他及李最初知道關雄生私下成立公司，

又將酒筲箕產品改名打入歐美市場時，他倆都感到「唔開心」，後來
雙方協議除了香港，澳門及中國外，容許關雄生把產品開發至其他北
美國家，據他所知關雄生的群力企業亦拓展其他女性健康產品。
關雄生亦着公司秘書協助向新加坡當地申請健康產品入口牌照，錢

月明從辯方呈交的公司電郵中確定公司秘書曾與新加坡的Tommy
Kow就申領入口牌照有電郵往來。錢指關雄生更一度想將產品Sober
打入英國、意大利等地。他憶述2007年初關的朋友更和他們洽談想合
作將產品推廣至西班牙，葡萄牙及委內瑞拉等地。
錢稱關雄生有一次閒談中提及如何把公司規模擴大，表示估計目前

的公司市值約有1,000萬港元，若有人願意收購，出價起碼1,500萬
元，關亦強調應歡迎其他有興趣的投資者注資入公司。

控方：許報稅表無申報郭氏兄弟款項
而代表控方的英國御用大律師David Perry，昨向陪審員讀出許仕仁

個人及名下德福企業有限公司由2004年至2009年度的報稅表，內容顯
示許仕仁無論在個人薪俸稅及公司利得稅中，均沒有申報控方所指控
其於2005年及2007年間從郭氏兄弟中所收得的500萬元、850萬元及
1,118.2萬元的三筆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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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庫撬窗入屋
3匪劫律師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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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
祖）由社署委託處理難民援助
服務的香港國際社會服務中
心，其轄下的元朗庇護中心一
名58歲男服務助理，不滿分
工編制偏袒一名外籍員工，不
惜在電腦上安裝間諜程式，盜
取該員工電郵賬戶及密碼，其
後竟在人前示範如何「監察」
電郵，自揭罪行。男助理昨認
罪候判，裁判官斥其行為違背
職責及誠信。
58歲被告蕭偉生承認一項

不誠實取用電腦控罪，裁判
官指被告雖受良好教育，枉
有多年工作經驗，行徑卻如
15歲剛學會使用電腦的少年
一般，明言監禁合適，將他
還柙至7月10日，待索閱背
景報告後量刑。香港國際社
會服務中心回應表示被告已

離職，又指不容許員工偷窺他人私
隱，且會加強電腦保安。
案情指被告去年9月16日於中心共
用的電腦安裝Revealer Keylogger以
記錄使用者按鍵紀錄。翌月中，被告
向一同事展示用程式盜取事主Rilles
的電郵賬戶及密碼，並開啟事主電
郵。同事隨即報警，警方在其居所處
搜獲多個含間諜程式下載的檔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3名
戴頭套劫匪，昨凌晨潛入西貢孟公屋
路澳貝村一間獨立屋，手持鐵棒指嚇
任職律師的戶主及其家人，掠得財物
逾50萬元後逃去無蹤，戶主掙脫綑綁
後報警。由於本周日飛鵝山嵐霞路一
豪宅同樣遭3名戴頭套賊人爆竊，警
方不排除屬同一夥歹徒所為，觀塘警
區重案組第二隊已接手追緝歹徒歸
案。
昨日遇劫獨立屋位於西貢孟公屋路

澳貝村，戶主姓褟，52歲，與家人同
住上址已10多年，褟是一名律師，在
上環開設律師行。根據土地註冊資料
顯示，上址物業以公司名義於2006年
5月以逾1,300萬元購入。
事發前晚7時許，3匪徒從地庫撬窗

潛入獨立屋內，持鐵棒指嚇戶主及其
家人聲稱打劫，並將各人綑綁，劫走
事主身上財物，又在屋內夾萬掠得一
批財物後逃去，戶主及家人幸未有受
傷，掙脫綑綁後報警。事主點算後證
實損失兩隻手錶及一批首飾約值48萬
元，以及現金2.8萬元。昨日上午重
案組及防止罪案科探員到現場調查，
並向附近村民派發防盜單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一名34歲男子去年因精
神分裂症入住青山醫院，住院期間因發燒休克轉送屯門醫
院，經搶救後不治。有家屬質疑青山醫院疏忽，未有發現死
者因服食精神科藥物後血糖狂飆，引起併發症致死。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批評當值醫護人員遲遲未將該份血糖報告
交到醫生手中，令醫生未能就病人病況作出適當判斷，又指
主診醫生疏忽追查有關報告，責無旁貸，屬人為疏忽。醫管
局表示，個案已交由死因庭調查，並指內部會作研究有關問
題成因。
該名死者尹耀明曾多次入住青山醫院，去年8月入院治療
期間，開始服用精神科藥「可致律」，之後4個月內體重急
增約40磅，更出現尿頻、口乾及眼朦等徵狀。死者母親尹
太太稱，其子血糖指數一度高達39度，比正常高出逾4倍，
質疑青山醫院疏忽，未有發現他因服食精神科藥物後血糖狂
飆引起併發症致死。
她表示，兒子去世後曾與青山醫院精神科醫生會面，當時

院方代表已口頭承認在事件中有疏漏，需要檢討，但院方近
日的回覆信中，卻未有正面回應看漏報告之事，亦沒有清楚
交代誰人會為事故負責。

麥美娟批行政管理混亂

麥美娟批評，新界西聯網醫療事
故頻生一直為人詬病，今次醫療事
故更突顯該聯網轄下的醫院包括青
山醫院的行政管理混亂，致病人枉
死。她說，至今仍未交代有醫護人
員疏忽追查報告及死者財物在病房
內遺失等事件是否牽涉人為疏忽，
希望醫管局必須盡快徹查事件，進
行全面檢討。

院方指已制定合適治療方案
青山醫院昨日回應指，死者入院

時，醫護團隊已就他的臨床情況制
定合適的治療方案，他住院期間情
況穩定。死者的主診醫生曾提早在3
月初為他進行每年一次的例行檢
查，並於3月12日確認檢查報告內
容，勸喻他要控制食量和體重。不過，他同日開始發燒，晚
上轉送到屯門醫院留醫。
發言人指，死者在屯門醫院留醫期間情況曾有改善，曾一

度清醒及血糖指數受控，唯3月15日再度發燒，以致心臟停

頓，經搶救後不治。醫院事後先後3次與家屬會面解釋，並
再向家屬致以深切慰問，會繼續保持溝通及提供協助。不
過，聲明並無回應病人家屬指曾有醫護人員看漏病歷的指
控。

女死者李嘉瑩洋名Josephine，32歲已婚，為拉丁舞導
師，在藍田家住啟田大廈，在樓下開設舞蹈坊授舞多

年，堪稱桃李滿門，近年由於體重飆升才積極瘦身，豈料
發生不幸。
現場消息稱，負責抽脂手術的女醫生姓關(32歲)，是合資
格醫生，她在伊利沙伯醫院驚悉其顧客不治後情緒激動，事
後一名女友人帶同外籍律師趕到醫院向她加以安慰，3人其
後離開醫院時沒有回應記者提問。

4月做腹部抽脂 再做背出事
據悉，女死者今年4月曾到有關美容中心接受過腹部抽
脂手術，卻在事隔兩個月後再接受背部抽脂手術時出事。
現場為加拿分道2號7樓一間植髮中心，內有多個房間及手

術室。昨午事發前，李女由丈夫陪同到中心接受背部抽脂手
術。至下午3時38分，據說手術已完成，李女出現不適，繼
而暈倒無反應，在場女醫生發覺報警並陪同送院，惟李女在
伊利沙伯醫院經醫生搶救後，延至下午5時06分證實不治。
出事後，李多名親屬趕到醫院，當中包括其父母，各人
神情哀傷，但都拒絕記者訪問。事後警方封鎖現場，西九
重案組探員及衛生署人員陸續到場調查，並翻查病歷記
錄。消息指，出事時除負責抽脂的女醫生外，還有4名職
員在場。

同集團「體重管理」事後關門
根據公司註冊處資料，除了出事的植髮中心外，同一個
集團有另外兩間公司，包括體重管理有限公司及去斑中心
有限公司，同由兩名男女擔任董事。而同一集團位於同一
商廈8樓的體重管理及去斑中心事後已關門，並在門口貼
出告示指因為電力故障暫停營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鄺福強、杜法祖) 尖沙咀

發生疑涉美容療程的奪命事故。一名體重達300

磅拉丁舞導師，昨午由丈夫陪同到尖沙咀一間植

髮中心接受抽脂瘦身療程，卻在術後感到不適並

昏迷，由女醫生報警送院搶救，1個多小時後終

告不治。警方暫列「有人暈倒——送院前死亡」

處理，將安排剖屍以確定死因，西九龍總區重案

組正與衛生署聯手調查，暫無人被捕。

6月26日(第14/074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6月29日

頭獎：無人中
二獎：$685,830 （3.5注中）
三獎：$92,760 （69注中）
多寶：$29,367,783

2 20 40 42 47 48 28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小學女生昨晨在油塘高超道步
行上學期間，突遭一名婦人以雨傘
襲擊，繼而搶走其書包，幸獲路人
協助搶回，警方接獲校方報案，將
事件列作「普通襲擊」處理，正追
緝該名年約 50 歲至 55 歲女子歸
案，不排除其精神有異。遇襲女生
姓石，12歲，是高超道陳呂重德紀
念學校小五學生，其背部遇襲後留
有紅印，但毋須送院，她其後由父
親陪同到警署錄口供後，下午由警
方安排的士送返學校繼續上課。

■麥美娟(右一)質疑當值醫護人員遲遲未提交血糖報告，令醫生未能就病人狀況作出
適當判斷。

■死者生前與夏蕙姨的合照。網上圖片
■抽脂出事女醫生由友人陪同離開醫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