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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手不治 父不知兒淪為黑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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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歲女美容院抽脂命危
大腿療程前打麻醉藥 涉轉介整形診所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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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視未出9月糧 葉家寶致歉

工廈𨋢 超載 急墜12層插槽底29人傷

病理誤報醫生 聯合續禁獨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尖沙咀漆咸道南嘉芙中心周日(本月5日)發生
的疑涉黑幫尋仇斬人案，涉嫌斬人反被斬至重傷的22歲年輕刀手黃文健留
醫兩日後，延至前日不治，警方已將傷人案改列謀殺案由西九龍總區重案
組調查，及至昨日分別在落馬洲及黃大仙拘捕兩名涉案男子扣查，死者父
親在殮房認屍時，透露兒子自幼無心向學，投身社會做生意又失敗欠下巨
債，惟不知他何時淪為黑幫刀手，最終更賠上性命。
昨晨9時許，黃父與一名男親友在重案組探員陪同下，到達葵涌公眾殮房
辦理認屍手續，其間黃父神情哀傷，他透露前日妻子與17歲幼子在醫院驚
悉文健不治後，一度抱屍痛哭，由於兩人傷心過度，不想再看到遺體，故
沒有到殮房認屍。
黃父續指文健自幼無心向學，中二輟學後曾做過搬運工作，及至一年多前

又透過在內地做茶葉生意的叔父運茶葉來港做批發，惜生意失敗欠下巨債，
結果他要變賣內地房屋代兒償還10多萬元欠債，但仍不時有人上門追債。黃
父指他根本不知道兒子何時加入黑社會，更淪為黑幫刀手，最終要賠上性
命。
案發在本月5日早上7時許，兩名分別姓陳(18歲)及姓任(21歲)男子在嘉芙
中心地庫酒吧消遣期間，突遭兩名以口罩蒙面的刀手闖入斬傷，兩人其後
負傷乘的士到醫院求治。警員及後在現場金馬倫道發現其中一名刀手，身
中多刀重傷倒地，懷疑被遇襲傷者的友人反撲斬傷，他經送廣華醫院延至
前日凌晨1時52分傷重不治。
由於有傷者不治，警方已將傷人案改列謀殺案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調

查，前晚，重案組探員在落馬洲拘捕一名22歲姓黃男子；另在昨日凌晨又
在黃大仙再拘捕多一名22歲姓鄧男子，兩人同涉嫌謀殺正被扣留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杜法祖)一名年輕女子疑因欠債問題，被兩名男女債
主帶到屯門山景邨一公屋單位非法禁錮，其間更被人毆打及非禮強迫致電
向親友張羅，警方前日接獲女事主男友求助掩至單位，當場拘捕其中一名
涉案女債主，並在屋內檢獲毒品及吸毒工具，受傷女事主須送院敷治，警
方現正設法通緝在逃男債主歸案。

警拘女債主 通緝男債主
被捕女子姓張(47歲)，她涉嫌「非法禁錮」、「普通襲擊」、「藏毒」及
「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4宗罪被扣查。其被追緝的男友，年約50歲至
60歲，身高約1.7米，瘦身材，蓄黑短髮，案發時身穿白色短袖上衣，深色西
褲。遭禁錮毆打及非禮的女事主23歲，事件中受輕傷，經送醫院敷治後並無
大礙。
消息指，女事因欠債未還，前日在屯門被兩名男女債主帶到山景邨一公

屋單位內禁錮，其間更被人襲擊及非禮，強迫致電親友張羅還債，女事主
的29歲謝姓男友得悉事件後，於下午5時52分致電報警求助。警方接獲報
告立即派員掩至目標單位調查，其間在單位外發現女事主及一名涉案女
子，迅將兩人截停調查後，再入屋搜查，當場檢獲數包懷疑「冰」毒、大
麻花及3個用作吸毒的「冰壺」等，惟另一名涉案男子則不知所終，案件目
前交由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六隊跟進調查。

妙齡女欠債遭禁錮非禮毆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慶全、文森）亞洲
電視日前深夜發新聞稿通知員工，證實仍未能
發放9月份的工資，是近期首次過了一個月的
頭7天仍未能出糧，並承認亞視目前賬面額並
不足以支付員工薪酬，現正跟股東及可能借款
方溝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表示，暫時未收到
亞視股權變動消息，相信通訊事務管理局會跟
進。勞工處表示，已收到有關員工的求助，並
正向受影響員工提供協助。亞視高層葉家寶昨
日公開向亞視員工致歉，又指正尋求解決方
案。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淑兒昨日表
示，暫時未收到亞視股權變動消息，相信通訊
局會跟進亞視股權變動事宜。被問及有否收到
亞視股權轉讓消息時，何淑兒說未收到消息，
通訊辦會跟進，相信亞視會根據法例要求去

做。她又說不知道消息對續牌申請有沒有影
響。

勞處：已收到亞視員工求助
勞工處表示，已收到亞視員工的求助，並正
向受影響員工提供協助。對於有員工可能已被
拖欠薪金，勞工處表示，已對有關人士發出警
告。如有僱主涉及違反《僱傭條例》，在有足
夠證據下，勞工處必定提出檢控。
葉家寶昨日公開向亞視員工致歉，承認今次

超過勞工法例7日內出糧的規定。他表示正尋
求解決方案，又解釋拖糧的原因，指出亞視已
發出通告給予員工及媒體參考，表明過往亞視
一直虧本，每月支薪是靠股東及借貸來解決，
而上月因收到股東變換及變賣股權的問題，致
使員工受到影響，但公司希望將事情盡快解

決，並就此向員工致歉。至於亞視仍不斷有節
目製作中，像亞洲先生及亞洲小姐選舉，故營
運仍然正常。
葉家寶說，有些員工會體諒公司，但畢竟有

些員工是靠薪水養家，有其困難之處。葉家寶
表示亞視持續虧本已不是秘密，也是得靠盛家
(盛品儒家族)的支持。但葉家寶透露最近亞視
都有利好消息，從今年的1月到8月，整體收
入均錄得增長達18%，雖然是未達到收支平
衡，也算是有所起色，亞視亦會繼續改善營運
情況。
對於有傳楊受成會「買起」亞視，葉家寶表
示：「股東之間的交替我未有所聞。」葉家寶
表示對亞視前景充滿信心，雖然營運上不理
想，但以現在動盪的局勢，亞視作為免費電視
台仍有其存在價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文鈴）基督
教聯合醫院病理部一名女副顧問醫
生，於今年8月被揭8個月內寫錯118
份病理報告。該院獨立專家小組報告
指出，今次事件主要是該醫生的個人
表現，很大程度是其持續警覺不足，
認為應該繼續不准她獨立簽發病理報
告，要由資深病理科醫生繼續督導，
並為她提供專門針對其工作弱點的合
適培訓。發言人指，院方已為17名涉
及修訂治療計劃的病人提供合適的檢
查及治療，會繼續跟進所有受影響病
人的情況。
獨立專家小組昨日公布調查結果，

報告指病理診斷是一項極須高度專注
的工作，是次事件主要涉及有關病理
科醫生的個人表現，而病理報告出現
誤差，很大程度是由於該名病理科醫
生持續警覺不足所致。調查報告認
為，病理部應該繼續停止該名病理科
醫生獨立簽發病理報告，須由資深病
理科醫生繼續督導。病理部亦須為該
病理科醫生提供專門針對其工作弱點
的合適培訓。
報告又分析病理部的工作量、工作

分配及個別醫生的職責等因素，認為這
些因素與今次病理報告誤差事件無關。報
告亦指出，聯合醫院主動覆核所有由
該病理科醫生獨立簽發的病理報告，
做法具理據和合理，病理部的質素管
理機制在今次事件中亦發揮功效。

院方續跟進受影響17病人
小組認為，院方在公布事件後，已

及時為17位需要調整治療計劃的病人
提供合適的跟進治療。小組亦審視早
前公布7位離世病人的病理報告及病
歷，確認7位病人均因為本身患有嚴重
疾病離世，與病理報告出現誤差無
關；而118份內容出現誤差的病理報
告，小組認為所有誤差均不涉及假陽
性錯誤診斷，因此沒有病人接受了不
必要的治療。
此外，小組認同醫院病理部在全面覆

核2,135份相關的病理報告時，有大量
跟進工作需要處理，例如需要通知主診
醫生修訂治療方案等。不過，小組認
為，病理部應盡早向醫院管理層報告事
件，毋須等到完成覆核程序，始作出相
關匯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文鈴）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圖中）昨
日到政府化驗所位
於薄扶林的食物安
全檢測所，了解該
所的食物安全檢測
工作。另外，今年
8月初元朗新田一個
農場發生大量雞隻異常死亡，漁農自然護理署綜合化驗
結果和調查所得的資料後，認為是由於停電引致雞舍通
風系統失效，雞隻因而出現熱應激反應而相繼死亡。

高永文巡視食安檢測所
高永文昨日偕同政府化驗師劉秋銘到薄扶林的食物安
全檢測所，參觀檢測所的實驗室，以及聽取實驗室人員
介紹他們如何為食物環境衛生署和漁護署提供食物檢測
等分析及諮詢服務，以支援有關部門的工作。
他隨後前往元朗新田一個早前發生大量雞隻異常死
亡的農場，視察農場的運作及相關生物安全措施。該
農場在雞隻死亡事件後，按照漁護署的建議，改善場
內設施，以確保雞隻健康。
該農場於今年8月初曾有約4,300隻活雞陸續死亡。
漁護署在綜合化驗結果、雞隻的病發情況和調查所得
的資料後，相信是由於停電引致雞舍通風系統失效，
雞隻因而出現熱應激反應而相繼死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鄺福強、杜法祖)觀塘道404號時
運工業大廈昨晚發生升降機急墜事故。一部限載21人的
客用升降機，在12樓關門後突失速急墜，直墜地下槽
底，消防到場打開升降機門發覺有29名傷者，猶幸各人
受傷仍清醒，被分流送入3間不同公立醫院救治。
消息稱，14男15女傷者大部分屬同一間公司員工，

懷疑「一窩蜂」湧入升降機出現超載。
時運工業大廈樓高14層，有一部客用升降機及兩部

貨用升機。事發昨晨8時36分，客用升降機在12樓開
門載客，卻在關門下降時突然急墜，由12樓直墜地下
槽底再反彈才停下。事出突然，升降機內乘客全部受
傷被困，呼救聲此起彼落。消防接報到場打開升降機
門，由於傷者眾多，花了數十分鐘才逐一將傷者救出
再分流送聯合醫院、廣華醫院及伊利沙伯醫院救治。

傷者多手腳傷 兩人骨折
消防處九龍東指揮官曾偉明事後表示，升降機內當時

共有29人，全部受傷，其中兩人有骨折，其餘為手腳受
傷，消防處共動員80名消防員及救護員到場進行救援。
曾偉明指升降機可載客21人及載重1,600公斤，意外原
因是否涉及超載，會與機電工程署及勞工處跟進調查。

初檢肇事升降機無斷鋼纜
機電工程署人員翻看肇事升降機的閉路電視，發覺

升降機在13樓時已載滿乘客，至12樓時有數人強行
進入，疑為此致超載釀成意外。據表示，初步檢查肇
事升降機的鋼纜未有斷裂，疑因超載令急速下墜，幸
制動系統及時啟動，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2013年3月2日，北角英皇道昌明洋樓有升降機接載
4男3女上樓，4條鋼纜全部折斷，升降機由1樓轟然直
墮地下槽底墜毀，造成3名男子重傷危殆，1男3女傷勢
嚴重。承辦商信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及工程人員，事後
被票控17項違反《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控
罪。

「DR REBORN」位於告士打道280號世
貿中心37樓，昏迷命危女事主姓陳，年僅21
歲，出事前獨自到上址轉介的診所接受大腿
抽脂療程，其間由兩名註冊西醫負責進行抽
脂，詎料她中途突告昏迷不省人事。據悉，
少女在療程進行前，曾注射麻醉藥。

女職員報案 醫生陪送院
昨午12時24分，警方突接獲上址美容中
心一名黃姓27歲女職員報案，指一名女顧客
在上址進行一項療程期間暈倒，救護車到場
迅將一名陷入昏迷的少女，由一名33歲的醫
生陪同送往灣仔律敦治醫院搶救，目前情況
危殆。警員隨後到肇事美容中心調查，衛生
署亦派出人員到場了解情況，並向負責進行
抽脂的醫生了解整個抽脂過程，警方經初步
調查後列作「有人暈倒」，事件交由灣仔分
區跟進。
衛生署回應指，經初步了解，現場當時有
兩名註冊西醫，署方在接獲報告後已隨即派
員到場協助警方調查。案件目前正由警方跟
進，衛生署會為警方提供專業支援。

「DR REBORN」稱不便評論

「DR REBORN」回應傳媒查詢指，
「DR REBORN」之客戶及病人如有需要進
行整形外科手術項目，將轉介客戶及病人至
整形外科專科診所為之進行，而該公司其中
一所轉介診所亦位於世貿中心，基於保障客
戶及病人私隱。另一方面，由於事件涉及另
一整形外科專科診所及醫生，故公司不便作
出任何評論。
「DR REBORN」的回應續指，其整形外
科專科診所會由註冊整形外科專科醫生親自
會見病人，為病人解釋手術風險與進行手術
風險評估，並需由病人作出書面確認。即使
病人決定進行手術，該診所亦不會於即日提
供手術服務，以確保病人經過冷靜與詳細的
考慮，並將再為病人安排手術日期。倘若病
人於手術過程需要進行麻醉，病人將需重新
安排面見註冊麻醉科專科醫生，並由麻醉科
專科醫生為病人解釋手術風險與進行手術風
險評估，並需由病人作出書面確認。
今年6月26日亦發生類似事件，一名32歲

體重300磅，有「舞壇Lady GaGa」之稱的
拉丁舞女導師李嘉瑩，由丈夫陪到尖沙咀加
拿分道金冠大廈一間美容中心接受背、腹抽
脂期間突告昏迷，送院搶救無效證實不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抽脂纖體再出事。繼拉丁舞女導師今年6月

在接受抽脂療程昏迷不治後，相隔不到4個月，昨日再有一名21歲少女在

銅鑼灣一間醫學美容中心接受大腿抽脂療程時，突告昏迷，送往醫院搶救

後，目前情況危殆，警員事後分到醫院及美容中心調查，衛生署亦已介入

向兩名負責手術的醫生了解情況。「DR REBORN」則指事件涉及病人私

隱及另一間整形外科專科診所和醫生，不便作出任何評論。

整形外科專科醫生昨日表
示，抽脂的風險大小很視乎抽
脂範圍及病人本身健康狀況。
若抽脂範圍大，如每次抽

2,000毫升至3,000毫升，即約6磅至7磅脂
肪，病人有機會因失血過多或流失過多水分
而引致休克，若流失過多電解質則會影響心
臟及腎臟。此外，由於大範圍抽脂需全身麻
醉，若控制麻醉藥出問題更有機會致命，至
於小範圍抽脂，如在雙下巴位置抽脂，風險
會較小。

心肺功能差不宜抽脂
專科醫生指，超重、心肺功能很差、患嚴重
糖尿病及因心血管疾病正服用薄血藥或阿士匹
寧等，都不宜做抽脂手術。肥胖人士有糖尿病
或心血管疾病風險較高，醫生進行抽脂手術前
要小心評估病人狀況。另外病人亦會因對麻醉
藥敏感，或脂肪入血引致肺部血管栓塞，窒息
致死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觀塘時運工業大廈發生超載急墜觀塘時運工業大廈發生超載急墜
地面的客用升降機地面的客用升降機。。 鄺福強鄺福強 攝攝

■■升降機多名乘客手腳受傷升降機多名乘客手腳受傷。。

■■銅鑼灣世貿中心有醫療美容中心發生女子接銅鑼灣世貿中心有醫療美容中心發生女子接
受抽脂手術期間昏迷受抽脂手術期間昏迷，，警員到場調查警員到場調查。。

■■接受大腿抽脂手術昏迷少女被送入接受大腿抽脂手術昏迷少女被送入
深切治療病房留醫深切治療病房留醫。。

■少女接
受大腿抽
脂手術昏
迷送院，
警員檢走
若 干 證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