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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師抽脂枉死一載 真相未明
母哭訴至今對案情一無所知 麥美娟促當局交代調查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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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嘉
敏、記者 葉佩妍）一名女子在接受
電流脈衝療程期間猝死，衛生署署
長陳漢儀昨日表示，部門會向警方
提供意見協助調查，而政府正研究
引入國際標準規管醫療儀器，惟未
有立法時間表。在一個立法會會議
上，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表
示，當局無意規管一般美容業，惟
一些高風險的美容程序則要求受過
訓練的人士才可以進行。
陳漢儀指，醫療儀器泛指任何可

以診斷或是治療疾病的儀器，因此
涉事的電流脈衝機表面上屬醫療儀
器。她稱，政府有意規管這類醫療
儀器，初步的規管方向為根據國際
標準，將醫療儀器分為四級，二級
或以上都要註冊，而入口商及生產
商均需領牌，若儀器出現事故，需
向規管當局呈報。
陳漢儀又稱，當局會等待外國獨

立組織完成顧問評估，以及徵詢其
他界別如美容界後才有全盤計劃，
因此現階段未有立法時間表。她呼
籲市民，不應隨便購買醫療儀器。

如果身體感到不適，就應該尋求有
註冊的醫療專業人士協助。

醫界籲釐清醫生美容師職責
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與工商事務

委員會昨日舉行聯席會議，討論規
管美容服務的問題。會議上，有美容
公司指，傳統的美容技術已不能滿足
客人需要，不少美容院都備有高科技
及高能量的儀器，因此反對當局將一
些基本美容療程，例如微晶磨皮，定
為要由醫生操作，並希望政府不要一
刀切。
有醫生則指，部分美容治療，例

如打針、漂牙等程序，由醫生操作
更適合，建議政府成立專責小組，
盡快釐清醫生及美容師分別可進行
的程序及療程。
陳肇始回應指，當局無意規管一

般美容業，但一些高風險的程序一
定要求受過訓練的人士才可以進
行，以保障市民安全及健康。

業界冀政府推動專業化發展
美容業界昨晚發表聯合聲明，對

於上述聯席會議上有議員一再詢問3
個政府決策局（食物及衛生局、商
務及經濟發展局及教育局）如何協
助美容業專業發展時，局方一言不
發未能回應的態度表示極度失望。
八個行業組織再次呼籲政府牽頭成
立諮詢平台，專責研究及商討如何
推動美容業專業化發展，包括設立
考核機制，確立從業員專業資格，
以促進美容業作為香港重要經濟產
業的長遠發展。

■陳肇始表示，高風險的美容程序
要求受過訓練的人士才可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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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女士哭訴，事隔一年心情尚未平伏，既
失去女兒、又擔憂只有8個月大的外孫

女的往後生活，每天都以淚洗臉；加上對案
件進展一無所知，感到相當折磨。

孫女睹母照片 識叫媽媽
她憶述女兒為人孝順上進，擁有國際舞蹈
教師組織院士資格，出事前剛通過舞蹈考試
官考試，她指：「為甚麼開始見到曙光就失
去女兒。」她指最近外孫女看見女兒照片，
懂得叫媽媽，感到「真係好淒涼」。
黃女士指為女兒進行抽脂的醫生，當時聲
稱沒有風險，沒想過自己這樣失去女兒。她
批評DR醫學美容事件後，政府立法規管業
界速度過慢，若有足夠規管女兒或可避過一
劫，不會不斷重演悲劇。她又不滿當局至今
仍未透露女兒死因，亦未有任何人被檢控，
希望盡快知道事件真相。
麥美娟指，年初律政司已就事件回覆，並
向涉事人士以違反《危險藥物條例》作出票

控，最近聽聞警方已完成調查，律政司須按
報告考慮是否作出檢控。她認為事件涉及公
眾利益，希望有關部門在不影響司法程序的
情況下，盡快向家屬及公眾交代案件在人為
責任上的調查進度。

事故頻生 規管程序「歎慢板」
麥美娟批評，醫療事故接二連三，政府於

規管高風險醫療程序上卻「歎慢板」，而且
處理醫療事故機制落後，家屬求助無門。

她認為為了保障消費者安全，政府應加
快諮詢過程，盡快規管日間醫療中心的高風
險醫療程序，並且強制相關機構要有至少一
名具醫學經驗人士負責註冊，作為問責代
表。
另外，日前大角咀有女子接受電流脈衝療

程期間猝死，麥美娟指，自2012年至今，共
收到數十宗有關私人醫院、日間醫療中心涉
及醫療事故的投訴個案，當中包括中醫按摩
療程，但沒有通絡治療的投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學

美容事故接二連三發生，去年一名

32 歲拉丁舞導師李嘉瑩因抽脂喪

命，惟事發一周年，律政司仍未作出

檢控。死者母親黃女士昨日於記者會

上哭訴對案件進展一無所知，希望涉

事者承擔應有法律責任。協助黃女士

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指，香港

醫療事故申訴機制落後，希望律政司

在不影響司法程序下，向家屬及公眾

披露案件細節。

■黃女士（左）於記者會哭訴對案件進展一無所知，希望兇手最後能繩之以法；協助黃女士的
麥美娟（右）斥香港醫療事故申訴機制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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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對與
父母同住旺角劏房單位剛滿月孿生男嬰，
其中患六磷酸葡萄糖去氫酵素缺乏症（俗
稱「蠶豆症」）的「大孖」，前晚疑因嘔
奶，被父母安頓同床而睡，昨日早晨7時
許被發現昏迷床上送院不治，警方暫列
「有人暈倒送院後死亡」案跟進，稍後將
驗屍以確定死因。
昨日猝死男嬰姓白，僅40日大，為孿生
兒的「大孖」，父親29歲，姓鄭母親33
歲，一家同住荔枝角道72號至74號建煌
樓一個劏房單位。現場消息稱，「大孖」
出世不久已被證實患上俗稱「蠶豆症」的
先天遺傳性疾病，需父母悉心照顧。
俗稱「蠶豆症」的六磷酸葡萄糖去氫

酵素缺乏症，又名G6PD缺乏症（Glu-
cose-6-Phosphate Dehydrogenase deficien-

cy），是一種常見的先天遺傳性疾病，患者由於遺
傳基因的先天缺陷，無法正常地分解葡萄糖，部份
藥物和化學物如蠶豆、樟腦、臭丸、龍膽紫（紫藥
水）、都會令患者出現急性溶血反應，症狀包括黃
疸、精神不佳，嚴重時會出現呼吸急速、心臟衰
竭，甚至會出現休克而有生命危險。

電話騙徒訛稱挾子 醒目母報警拉人

曾蔭權案料3個月內有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廉政公署就前特

首曾蔭權被指接受富商款待一事，調查3年尚未
有定案。刑事檢控專員楊家雄昨日重申，與廉署
一直保持溝通，最後觀點仍需作討論，但強調保
守估計該案件在3個月內會有最後決定。律政司
司長袁國強補充指，法律問題要小心處理，由於
案件涉及超出香港範圍的因素，所以會需要更多
時間。
袁國強及楊家雄昨日出席2015年檢控周開幕禮

後，再次被傳媒問到關於曾蔭權接受富商款待案件
的調查進度。楊家雄回應指，跟廉政公署經常保持
溝通，目前尚有一些觀點需要作最後考慮，「即使
最保守估計，我期望在短期內就案件會有最後決
定，我強調是短期內。」
他續指，相信曾蔭權潛逃的機會不大，「我相信

若有合理的擔心，我們會考慮的，不過，前特首
『走佬』機會並不高。」
袁國強補充指，法律問題要小心處理，由於案件

涉及很多方面，某些因素更是超出香港範圍，所以
會需要更多時間。他又說在處理法律問題上，並非
「想多快或有何進度便完全可以控制的」。

■40日大孿生兒「大孖」猝死，雙親含
淚回署助查。

不滿公屋申請遭撤
退休消防員申覆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5名現居於紀律部
隊宿舍的退休消防員及救護員，不滿房委會分別於
去12月至本年4月，以「申請人已退休」為由，取
消他們透過《公務員公共房屋配額計劃》的公屋申
請，其後更遭消防處要求搬離宿舍。5人認為房委
會及消防處的決定，違反香港基本法中有關公務員
福利不變的規定，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
求法院撤回相關決定，及禁止處方於本案結束前強
制眾人搬離宿舍。
申請人分別為退休高級消防員陳漢傑、吳耀培、

消防隊目吳家祥、王關良及救護員鍾國文（均為譯
音），5人服務消防處超過30年，並相繼於2011年
及2012年退休，現分別與家人住在秀茂坪紀律部隊
宿舍、牛池灣及將軍澳已婚消防宿舍。

母棄智障女判感化年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育

有3名子女並靠綜援維生的單親母，
去年11月在將軍澳某茶餐廳內遺棄
患輕度智障的13歲女兒，她承認一
項「遺棄所看管兒童」罪。裁判官
昨日判刑時指被告自理及照顧子女
方面需要輔導，去重建生活，故判
其感化18個月。辯方早前投訴警方拍
下女事主4張半身裸照，即使控方昨
日解釋相片會在案件完結後銷毀，仍
被裁判官批評：「警方好難自圓其
說，肉眼見到無傷勢點解要影？」更
稱警方「有進步嘅空間」。
案情指35歲被告於去年11月23日

晚，在將軍澳某家茶餐廳內遺棄其
13歲的長女，店員發現後報警。警

方於5日後找到被告，被告表示知悉
女兒失蹤，但由於想遺棄智障女，
所以未有再尋找。她早前承認一項
「遺棄所看管兒童」罪。
辯方律師昨求情時指，被告明白

事件的嚴重性後已經知錯，望法庭
給予機會。被告事發後亦有參加幼
兒護理課程，開始學習自理及處理
子女問題。
裁判官認為被告需要輔導去重建

生活。雖然感化官質疑被告在接受
輔導方面態度冷淡，又曾「玩失
蹤」，但考慮到被告有悔意，想改
善與女兒關係，而且從感化報告得
悉女兒十分想念母親，認為他們渴
望得到母愛，故判被告感化18個

月。
辯方早前在庭上投訴警方在未有

發現女童有表面傷勢下，仍替女童
拍下4張上身半裸照。辯方昨日重申
並非想投訴，但稱「有好多嘢可以
做好些」。事主只有13歲，難以拒
絕警方拍照的要求。而且照片存於
案件檔案中，傳輸文件時容易被人
無意中看見。

官指警拍照理由難自圓
控方昨解釋當日警方是拍照後才

帶女童前往驗傷，相片會在案件完
結後銷毀。因為當時警方見控罪為
虐兒，故拍下照片。
裁判官許肇強批評，「警方好難

自圓其說，肉眼見到無傷勢點解要
影？」他續指拍不到傷勢便沒有意
思，警方「有進步嘅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來自廣
東江門市的電話騙徒，涉致電中年婦人
訛稱已挾持其子，要求10萬元贖金保平
安，警方接報後安排女事主在元朗交收
贖金，當場將露面騙徒拘捕。
被捕騙徒姓陳、29歲，涉嫌「以欺騙

手段取得財產」罪名被扣查，他持雙程
證來港後，入住油麻地彌敦道平安大廈
一間賓館，昨日凌晨被蒙頭押返賓館房
間搜證，警方正調查他有否涉及其他同
類騙案。
前日下午1時45分，53歲女事主報

警，指她在天水圍區接獲一名陌生男子
來電，聲稱其子遭挾持禁錮，要求她繳
付10萬元贖金以保兒子安全，經討價還
價，對方將贖金減至5萬元，並相約她在
青山公路元朗段一店舖外交收贖款，報
案人其後確認其兒子安全。
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人員接報後即作

出部署，同日下午5時安排女事主攜帶
「道具錢」，按照騙徒指示到上述地點

等候交收。稍後，一名內地男子出現收
取款項時，即被埋伏探員拘捕。

笨賊致電警署「靠嚇」被捕
此外，一名電話騙徒，昨日致電到慈

雲山警署，向接電話的警務人員訛稱已
挾持其子，獅子大開口要求23萬元贖
金，以保其子安全。東九龍重案組探員
將計就計，假意應承付款，晚上7時派員
假扮家屬到旺角騙徒指定地點等候交
錢，待騙徒露面取款時將他拘捕。
被捕電話騙徒26歲，內地居民。據

悉，東九龍重案組人員在其身上搜出一
張偽造身份證，深夜被帶返慈雲山警署
扣留，以調查有否涉及其他電話騙案。
警方提醒市民，任何年齡及性別的人

士皆有機會成為騙徒目標，除固網電話
外，騙徒亦會致電受害人的手提電話，
所以市民切勿輕信來電者，必須核實其
身分，亦不應隨便交出財物，避免成為
電話騙案的受害人。

手機監控「IP Cam」智擒內衣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觀塘月

華街天台屋有「褻衣大盜」出沒。疑有特
殊癖好中年漢，多次趁女鄰居外出後，半
夜潛入對方家中偷內衣褲，昨日凌晨更先
後兩度犯案，正在警署求助的女事主與警
員透過智能手機監控的網絡攝錄機（IP
Cam）目睹過程，立即趕至將「褻衣大
盜」當場拘捕，並檢獲多件屬於女事主的
內衣褲。
現場為月華街28號泰康樓，上址樓高
10層，天台建有約8間天台屋。被捕男子
姓張、44歲，人稱「安仔」，獨居上址其
中一天台屋。內衣褲頻遭偷去的女事主姓
李、25歲，與男友多月前搬往上址居住。

現場消息稱，李女與男友因上夜班，晚上
家中多數無人，最近李頻頻發現閉門失竊
內衣褲，相信有人乘其家中無人時犯案，
更估計「褻衣大盜」食髓知味定會再犯
案，於是在家安裝能透過智能手機監控的
網絡攝錄機（IP Cam）監視，該系統更會
在錄得有人入屋時，自動發出信號給屋
主。

報案室收訊號 揭鄰居犯案
昨日午夜零時許，李女在外期間手機突
響起，果見一名陌生男子潛入其單位，惟
試圖按錄影功能時對方已離開。李於是在
凌晨2時許親到觀塘警署報案室求助，其

間智能手機再度響起，顯示同一名陌生男
子再度入屋，警員目睹影像，馬上通知的
巡警趕至現場調查，當場拘捕涉案男子，
並在其身上起出多件屬於女事主的內衣
褲，總值約800元，更揭發他原來是女事
主的鄰居。
李女表示，她因多次閉門失竊內衣褲才

決定安裝IP Cam，想不到果發揮作用，
她不排除過去多次失竊褻衣亦是被捕疑人
所為，又指家門完好無缺，不明疑犯如何
入屋。另據天台屋鄰居表示，疑犯平日常
在屋內或大廈梯間製造噪音，大吵大鬧或
胡言亂語，懷疑有人精神有問題，平日避
之則吉。

■偷內衣褲事件戶主於單位外展示擺
放廳內的攝錄機。

■在元朗收贖金被捕的電話騙徒被押返油麻地平安大廈賓館搜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