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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迎戰伊波拉 多招防範
港女非洲返港現「病徵」曾赴疫區者發燒即隔離

西非國家利比里亞、幾內亞及塞拉利昂自
今年3月起，持續爆發伊波拉病毒疫

情。衛生防護中心社會醫學顧問醫生張竹君表
示，根據世衛資料，由3月至本月23日，非洲
已有1,200宗確診個案，而本月21日至23日已
有超過100宗病例，而且死亡率高達六成至九
成。雖然本港與爆發疫情的3個國家並無直航
機往來，但不排除當地有人會轉機到港，所以
本港有機會出現輸入個案。

預留59隔離房 設快速測試
醫管局總感染控制主任曾艾壯稱，暫時本港
未收到任何伊波拉疑似病例，但會即日起採取
一系列的監察防護措施，包括任何人在21日
內到過 3 個受影響的國家，幾內亞、塞拉尼
昂或者利比里亞，而出現發燒，就會即時轉介
到瑪嘉烈醫院傳染病中心隔離診治，並會即時
進行血樣本的快速測試，一般3數小時內便會

有結果，並已預留59間病房隔離診治病人。
張竹君又指，伊波拉初期病徵與感冒相似，

而潛伏期長達21日，提醒市民要注意個人衛
生，若到非洲要避免接觸病人或染病動物，回
港後要留意自己健康狀況，一旦出現感冒病徵
要即時求醫及告知醫生曾到訪的地方。
中心將會向全港醫護人員發出通告，解釋呈

報個案的準則，並要求他們提高警覺，說明需
要採取的防護措施標準，如前線醫護人員需遵
從標準防護措施，包括戴口罩、手套及重洗
手，如接觸患者，更需戴上面罩、保護袍和保
護靴，以防沾染到患者的體液及嘔吐物。
就有指一名由非洲返港的女子出現類似伊波

拉病的徵狀，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則表
示，本港未收到符合懷疑感染伊波拉病毒的個
案，但非常關注西非疫情，如果本港出現懷疑
感染病毒的個案，政府會盡快公布。若要符合
懷疑病例的定義，除病徵外，還要有相關的旅

遊史或接觸史。

何栢良：無疫苗 中招九成死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指，伊波

拉病毒未有有效的疫苗，而且傳播速度快，要
盡快隔離疑似個案；初期的主要病徵與很多疾
病相似，「其後發展到攻擊身體內臟，造成嚴
重的內出血，病人會出現嚴重併發症，死亡率

達九成。」 他又建議市民不要前往疫區，如
有必要到當地，如救援組織人員回港後應自我
隔離21日，一旦有發燒就應立即求醫。
另外，無國界醫生香港主席范靈表示，今次

西非的疫情與過往在剛果及烏干達的伊波拉疫
情不同，過往爆發的區域主要在郊區，較易控
制，但今次爆發的地區人口密集，流動性大，
疫情控制上較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多個西非國家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續，雖然本港與
這些國家並無直航機往來，但衛生防護中心聯同醫院管理局昨日舉行聯合會議，
宣布採取一系列的監察防範措施，包括曾到過該地的人若出現發燒，會即時隔離
及進行快速測試。對有指一名女子自非洲返港後出現伊波拉病徵，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高永文表示，本港未有收到懷疑個案，如果有的話，會盡快公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張文鈴）利比里
亞、幾內亞及塞拉利昂
等西非國家，自今年3
月起持續爆發伊波拉病
毒疫情。旅遊業議會總
幹事董耀中表示，本港
旅行社沒有開辦西非國
家的旅行團，現時港人
要到西非國家只有透過
旅行社或網上購買機
票。不過，鑑於西非國
家近期爆發伊波拉疫
情，旅議會呼籲港人避
免到當地旅遊。
香港中國旅遊協會副

主席譚光舜昨日接受本
報查詢時表示，一向較
少港人到西非國家旅
遊，由香港往西非國家
的機位不多，而且需要
先到南非再轉機才到西
非，故香港每年只有約
一萬多人到該地，一般
是以做生意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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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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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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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懷疑近日有官司
纏身地盤判頭，昨清晨在馬鞍山一商場後梯，被發現
以電線上吊身亡，警方相信案件無可疑，正調查其自
縊原因是否與事主面對官司有關。
死者姓陳、57歲，據悉生前任職地盤判頭。現場消

息稱，有人正面對一宗民事案件，正在排期等候上庭
裁決。
現場為馬鞍山寧泰路31號錦泰苑商場1樓後樓梯，

事發昨晨7時48分，商場一名姓李女保安員在商場內
巡查至上址後梯，甫推開防煙門即見一名男子上吊，
雙腳懸空毫無反應且已面無血色，大驚立即報警。
警方及救護員趕至將事主解下急救，惜已返魂無

術，警員其後封鎖後樓梯，並用黑膠袋遮蓋事主屍體
展開調查，相信死者用電線懸於後樓梯天花的金屬水
管，然後上吊畢命，案件並無可疑，現場並無檢獲遺
書。
警員根據資料發現事主居於同一屋苑，立即通知其

家屬到場助查。陳的妻子及2名子女趕至，驚聞噩耗
激動傷心痛哭。至下午警方安排仵工到場將屍體舁送
殮房。

婚變加失業 男子跳樓死
此外，馬鞍山利安邨利豐樓昨凌晨近1時亦發生男
子墮樓輕生事件，一名受婚姻及失業雙重困擾的37歲
姓周男子，從大廈飛墮一樓簷篷當場身亡，消防員到
場將屍體舁到地面，待警方調查。警方稍後尋獲周的
家人，同時發現他留下的遺書，內容透露婚姻有問
題，近日又失業，懷疑周因此輕生，並無可疑。

地盤判頭商場後梯吊頸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杜法祖）前匯豐
銀行副經理涉嫌於去
年 12月離職當天，
將1,045個屬於匯豐
的客戶資料傳送到自
己的個人電子郵箱，
並於同日再把資料電
郵至新公司中國建設
銀行（建行）的電郵
戶口，匯豐高層調查
後揭發事件。銀行副
經理被控兩項不誠實
獲益而取用電腦罪，
案件昨開審。
畢業於城大金融系

的被告楊俊謙（28歲） ，在匯豐工作3年，早前否認
兩項不誠實控罪。他昨自辯時供稱，涉案的客戶資料
只是公司名稱、電話、電郵、行業性質等，然後自己
再用軟件整理，用意是方便工作，而且涉案資料均可
讓公眾在網上查閱，並不屬於賬戶結餘及身份證號碼
等敏感資料。在控方追問下，被告承認資料是在任職
匯豐期間獲得，但不認為是完全屬於匯豐的財產。案
件押後至下周一裁決，其間被告獲准保釋外出。

離職帶走客戶資料
前匯豐副經理挨告

■在馬鞍山利安邨利豐樓跳樓死在簷篷的男子遺體由
消防員抬下。

■否認控罪的前匯豐銀行副經
理楊俊謙。

前會計經理信炳江炳聯付20A租金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涉貪案昨第五十三天聆
訊，郭氏家族私人公司前會計經理作供時透露，
租予許仕仁的禮頓山第六座20A單位，是郭氏家
族私人公司Meritech Ltd於2002年11月以1,700
萬元購入，單位於2003年4月至2004年3月應收

租金在會計賬目中被撇賬，翌年的租金亦只是賬面上
出現於多間私人公司的會計賬目中，他相信最終是由
郭炳江及郭炳聯支付。
郭氏家族私人公司King Yip Group Ltd的前會計經
理周自立昨供稱，郭氏家族約有百多間私人公司，由
於並非所有私人公司皆擁有銀行戶口，故其中一間麗
昌有限公司便扮演「庫房」角色，他指2002年11月
11日，私人公司之一Meritech Ltd以1,700多萬元購

入禮頓山第六座20A單位，其中1,300萬元樓價是向
King Yip Enterprises (BVI) Ltd借入，同年12月他曾
踏足該單位一次，當時該單位與20B單位是打通。

賬目顯示應收租金被撇賬
周指新鴻基地產代理作為Meritech的物業代理，從

未收過20A單位於2003年至2004年的租金，Meritech
的賬目亦顯示2003年4月1日至2004年3月31日的應
收租金全部被撇賬，扣除差餉及管理費後總金額為
54.8萬元，周表示3位郭先生均有權決定撇賬。
至於2004年4月1日至2005年3月31日合共66萬元

的租金，則只是賬面上出現於會計賬目中，周指賬目
顯示租金由King Yip Group Ltd透過麗昌的往來戶口

支付，麗昌再將款項轉給 King Yip Holdings
International Ltd，由King Yip Holdings代Meritech持
有該筆租金，在Meritech的會計賬目中便出現一筆應收
租金，但周表示事實上Meritech一直沒有以現金形式收
過租，他相信租金最終是由郭炳江及郭炳聯支付。

會計: 20B由麗昌開支票支付
另一方面，新鴻基地產代理的會計陳婷玉亦被傳召

作供，她指禮頓山第六座20B單位於2003年4月至
2005年4月期間25個月的租金，是透過麗昌有限公司
簽發的137.5萬元支票一次過支付，而2005年5月及6
月份的租金，也是由麗昌開出的2張5.5萬元支票支
付。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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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葵涌一名
僅個半月大女嬰，昨晨被家人發現昏迷床
上，送院證實不治。警方調查後相信事件無
可疑，列作「有人暈倒送院時死亡」處理，
由於女嬰並無病痛，身上亦無傷痕，將安排
法醫驗屍以確定其猝逝原因。
不幸猝死女嬰姓許(個半月大)，與父母同住
和宜合道葵星中心C座一單位。其父30歲，
母親姓梁、27歲。現場消息稱，女嬰是許氏
夫婦的第一胎，夫婦對育嬰並無經驗，加上
均要上班，故平日女嬰的祖父母不時會幫忙
「湊孫」。
事發昨晨10時許，女嬰突被發現昏迷床
上，母大驚報警，救護員趕至為其急救再送
仁濟醫院搶救，惟終告不治。警方在醫院用
警車接載女嬰父母返回葵星中心寓所調查，
兩人不斷哀傷痛哭。
現場消息稱，事發時女嬰獨睡在一張3呎
乘6呎單人床上，面朝天，沒遭被鋪蓋面或
重物壓身；現場一度傳出女嬰可能跌落床與
窗台之間空隙出事，但檢查發現女嬰全身均
沒有傷痕及碰撞痕跡。

專家：或患「嬰兒猝死症」
專家指出，初生嬰兒縱使本身無病或外來
因素，亦有可能因「嬰兒猝死症」猝死，
「嬰兒猝死症」通常會在嬰兒初生至一歲期
間發生，導致嬰兒在睡眠時猝死，且死因不
明，尤以兩三個月大最高危。但「嬰兒猝死
症」並無癥兆，亦無法預測，在港雖不常
見，但每萬名嬰兒中仍有1個至3個會不幸
「中招」。

專家又指「嬰兒猝死症」雖無法預測，但家長亦應
做足安全措施，注意嬰兒應仰睡，因會較側睡及俯睡
容易呼吸，另確保嬰兒全面接種疫苗，降低猝死風
險；亦有研究顯示，餵哺母乳可令嬰兒更健康。
此外，專家提醒家長，成人床沒有欄杆，幼兒易不

慎墮地造成危險。如條件容許，可購買較大尺寸的嬰
兒床，因能睡至五六歲，較為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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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星中心發生一個半月大女嬰猝死，其父母一度協
助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康文署轄下顯田游泳
池前晚揭發令人髮指的連環非禮案，7名年僅11歲至
13歲女童在習泳期間，先後被一名泳客在水中游近
連環亂摸身體非禮，有女童受驚向女教練哭訴，警員
到場拘捕一名男子助查，有人聲稱因近視致視野模糊
引來「誤會」，案件交由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涉案被捕懷疑色魔姓趙(38歲)，並無案底紀錄，現

場為大圍車公廟路顯田游泳池，上址由康文署管理，
設有主池、按摩池、訓練池、嬉水池、按摩池等室內
外設施，平日更有不少兒童游泳班租場進行授課。疑
遭非禮的7名女童年齡11歲至13歲，俱為一個兒童
游泳班的成員，由於案中涉及多名女童，警方高度重
視。
有犯罪心理學家希望警方翻查現場閉路電視，再

向受害人錄取口供，盡快查明真相，他又提醒家長，

即使在公眾地方亦有責任看管好小朋友，遇上陌生人
無故騷擾幼童時，更要即時查明因由；另外市民在人
多擠迫地方，亦要小心個人行為，以免引起無謂爭
拗。

「香港女飛魚」揭發事件
揭發事件的女游泳教練，是有「香港女飛魚」之稱的

蔡曉慧，她以案件已交由警方調查，不方便評論。
洋名Sherry的蔡曉慧，12歲開始代表香港游水，

擅長背泳及混合泳，至今仍是保持12項香港游泳紀
錄的保持者。Sherry効力港隊14年後，在2009年東
亞運後正式宣布退役。在香港中文大學取得體育運動
科學碩士學位的Sherry，3年前與另外幾位曾代表香
港參加奧運會的泳手成立星星游泳有限公司，發掘及
培育有潛質游泳精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現
已「上樓」入住公屋的 79 歲老
翁，去年7月填寫表格處理其公屋
申請時，虛假地向房委會職員陳述
妻子仍在生、並代妻簽名作實，其
後獲分配一公屋單位，惟房委會調
查發現老翁妻子於去年初已離世，
老翁昨承認作出虛假聲明後，裁判
官質疑控方就同一事件控告老翁兩
項類同控罪，認為其做法會令市民
對法庭失望。老翁終被罰款3,000
元。
患有糖尿病、高血壓等疾病的79

歲被告梁國強，昨在觀塘法院承認
作虛假法定聲明罪，並獲控方撤銷
另一控罪。律師求情透露，與被告
相伴50載的妻子，於去年夢中離

世，他大受打擊，1個月後更於街
上暈倒並中風，非有意隱瞞。被告
兩名兒子昨亦有陪伴到庭，表示內
疚及不應讓老父獨自處理公屋申
請。

要求被告換單位或搬走
案情指，被告妻子於去年2月5

日離世，惟他在同年7月29日，到
長沙灣邨長沙灣物業服務辦房署處
理公屋申請時，在一份表格中表示
妻子仍在生、並冒認妻子簽名，房
委會其後調查其妻子已離世，於是
報警，被告警誡下承認冒認妻子簽
名，但解釋指不熟悉相關控罪。控
方表示，本案完結後將要求被告更
換單位或搬走。

色魔泳池襲7學游水女童

冒亡妻簽名申公屋 79歲翁罰款3,000

■冒亡妻簽名申請公屋老翁梁國
強（中）。

■發生7習泳女童疑被連環非禮事件的顯田游泳池。

■揭發事
件的「香
港 女 飛
魚」蔡曉
慧 ， 在
2009 年
東亞運後
正式宣布
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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