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
及
慘
劇

二〇一三年三月四日 星期一A16港聞責任編輯：陳繼展
美術編輯：葉錦秋

＊浙江辦事處 杭州市鳳起路139號天安2幢24樓 TEL:(571)87151210 FAX:(571)87151209＊江蘇辦事處 南京市廣州路188號蘇寧環球大廈21F TEL:(25)83243655 FAX:(25)83248656＊湖北辦事處 武漢市武昌區中北路227號愛尚東亭1號樓2單元2803室TEL:(27)85761656 FAX:(27)85560732＊中國證券採訪部 深圳市南山區東濱路66號 TEL:(755)26074162 FAX:(755)26419058＊河南辦事處 鄭州市鄭東新區CBD商務內環路2號中油新澳大廈901室TEL:(371)65585233 FAX:(371)65585427 ＊青海辦事處 青海省西寧市七一路493號162室 TEL:(971)6335709 FAX:(971)6335709
＊四川辦事處 成都市八寶街88號國信廣場1106室 TEL:(28)65658258 FAX:(28)85557928＊陝西辦事處 西安市新城大院陝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大樓508室TEL:(29)87294832 FAX(29)87294162＊山西辦事處 山西省太原市萬柏林區長風西街1 6號萬國城moma 6號樓1單元 1001 TEL:(351)6101188 6088811 ＊海南辦事處 海口市玉沙路5號國貿中心21樓A座 TEL:(898)66735188 FAX:(898)66735388＊駐紐約記者 200East 72nd Street ,6G, New York, NY10032, U.S.A. TEL:(+1)718-353-3656 E-mail:hiuman.tkp@gmail.com ＊駐倫敦記者 12 York Road, New Southgate, London N11 2TG U.K. TEL:181-888-2226 FAX:181-889-3668
＊西南辦事處 渝中區學田灣正街東方花苑B座1901室TEL:(23)63628921 FAX:(23)63628921＊江西辦事處 南昌市北京東路南洋花園A4-5 TEL:(791)8308129 FAX:(791)8308329＊湖南辦事處 長沙市芙蓉區晚報大道時速風標大廈1311室TEL:(731)82193515 FAX:(731)82193525＊廣西辦事處 廣西南寧市青秀區望園路6-2號望湖苑15樓15A TEL:(771)5705598 FAX:(771)5705598＊新疆辦事處 烏魯木齊市中山路477號自治區人民政府綜合辦公樓303室 TEL:(991)2803001 FAX:(991)2803003＊澳門聯絡處 澳門水坑尾街321號泉雅閣3樓A座TEL:(853)28354510 FAX:(853)28354509

【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
「我一生都未能進入大學讀書，卻

可以成為大學生老師，並且參與研
究，我覺得自己好榮幸，也算達成
一個心願。」著名DJ車淑梅說出自
己參與港大遺體捐贈計劃的感受時
，表現興奮。昨日前食物及衛生局
副局長梁卓偉、商人鄧渭然，與車
淑梅一同簽署遺體捐贈簽署儀式，
他們都認為與其任由 「臭皮囊」埋
在黃土，或是火化為青煙，無意義
下消失，倒不如成為 「大體老師」
遺愛人間。

身為佛教徒的車淑梅稱，早已
成為器官捐贈者，當得知原來可以
捐得更徹底，就參加計劃。她年輕
時未能升讀大學，自言是一大憾事
，透過計劃她總算成為大學一分子

，達成心願；同時，她認為捐出遺
體是預先安排了自己的後事，又能
令自己盡最後一分力貢獻社會， 「
有如金蛋，能1次滿足3個願望」。

梁卓偉表示，當年學醫時首次
親身解剖遺體，又緊張又害怕。經
過一年與 「大體老師」相處，令他
體會到人體的奧妙。最後將 「老師
」送交火化，覺得 「老師」為醫學
奉獻最後一分力量，令他感動，決
定參加計劃。

現年66歲的加拿大回流商人鄧
渭然表示， 「延續知識比留下財產
更多」，他過去是裝修工人，之後
從事枕具生意，見盡人生百態，明
白死後留下遺產也不及延續知識有
意義，決定 「人盡其用」，捐出遺
體。

【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西醫曾家雄
涉嫌藉專業資格，5度與女病人發生性行為兼
推銷保險。醫委會昨日第3度召開聆訊，傳召
事件非目擊證人。聆訊內容主要圍繞曾家雄妻
子的病情。案件未完需再押後處理。

昨日醫委會接受曾家雄妻子在2009年3月
13日至2011年6月14日的醫療紀錄為證供，並
傳召曾太的精神科醫生作供。據醫療紀錄顯示
，曾太出現產後抑鬱症，需長期接受治療。在
本案發生期間，即2009年6月至9月時曾太病情

惡化。
醫生稱，當年曾太覆診時透露，長期受1

名女子騷擾，對方不時在半夜來電，令她無法
入睡，亦由於不知對方目的及身份，令她焦慮
症狀惡化。為控制情況，醫生需要開出藥物控
制病情。醫生補充稱，曾太目前仍需接受產後
抑鬱症治療。控方稱，當日騷擾曾太的女子就
是涉案的女病人。辯方則表示，即使是女病人
騷擾曾太，亦不能證明被告與女病人曾發生性
行為。

【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 「
寧願死後受千刀，不願活人受半刀」
，有市民為實踐這個精神，身故之後
捐出遺體，不怕自己 「死無全屍」，
成為 「大體老師」協助大學培訓更多
醫生，推動醫學進步，讓在生的病患
者少受痛苦。昨日香港大學醫學院將
每年3月3日定為 「遺體捐贈日」，呼
籲市民打破傳統觀念，參加遺體捐贈
計劃，讓自己死後成為 「大體老師」
，供醫科生解剖學習，培育出救活病
患的醫生。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多年來一直需
要遺體作解剖教學，以傳授醫療知識
，培育更多醫生。多年來醫學院主要
依賴無人認領的遺體作教學之用。不
過近年遺體供應量下降，教學用遺體
緊絀。同時，因推行三三四學制，醫
學院學生增加一倍，遺體需求大增
，港大未必能找到充足遺體培育醫
生。

昨日，前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
現任港大社會醫學系系主任梁卓偉，
資深傳媒人車淑梅與回流港商鄧渭然
，一同簽署遺體捐贈承諾書，表明願
意在去世後捐出遺體，成為醫學生的
「大體老師」。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李心平表
示， 「大體老師」是醫科生重要的 「
老師」，亦是醫科生首個病人。李心
平形容，每個在解剖室內冷冰冰的大
體老師都是心懷熱血，願意為醫學作
出最後貢獻的有心人。學生在莊嚴致
敬儀式後，透過解剖 「大體老師」，
了解人體每個組織、細胞，學習醫學
知識，反思生命意義。

醫學院解剖學系副教授陳立基表
示，目前每年醫科生約有200人，校
方最少需要20具遺體用作醫科生解剖
學習，當中2/3來自無人認領的遺體
。但近年遺體供應下降，校方保存的
遺體幾乎 「年年清」，為供學生學習
，校方需要暫停醫學研究，以維持醫
科生學習。

陳立基稱： 「遺體捐贈其實已有
逾40年歷史，不過過往社會保守，平
均一年只有一具遺體捐贈。近10年社
會逐步開明，遺體捐贈量升至每年3
至8具，但仍未滿足需求。院方每年
勉強籌足20具遺體作教學用。為此，
同樣需要遺體的骨科微創手術研究，
已經停頓2年。」

在三三四學制下，明年醫科生將

升至達400人，需要最少40具遺體供
教學用。陳擔心如果遺體需求情況進
一步惡化，醫科生可能無法透過遺體
學習，將影響醫療質素，他稱： 「如
果有一個醫生未曾接觸真正人體，只
靠電腦及圖片學習做手術，市民能否
會對那個醫生有信心？」

據校方資料，目前約有700人登
記成為遺體捐贈者，只佔本港整體人
口的0.01%。比較其他華人地區如台
灣，當地的遺體捐贈者達2萬人，以
人口比例計算，台灣的遺體捐贈者比
率高出香港3倍。反映捐贈遺體可獲
華人地區接納。

陳立基表示，不少市民身故之後
為安葬煩惱，其實考慮捐出遺體，令
自己作出人生的最後貢獻。他說，校
方會在捐贈者完成所有儀式後，才接
收遺體。遺體會經過一年時間的淨化
及防腐，再供醫科生學習一年至一年
半。最後會由校方安排火化，家屬可
領回遺體骨灰。遺體捐贈者不單避免
家人替自己奔波，亦節省殮葬費。

港大遺體捐贈計劃，早在1970年
代開始，市民透過簡單登記，即可成
為 「大體老師」。詳情瀏覽網頁http：
//www.med.hku.hk/bdp/或 致 電
28199220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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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美聯社3日消息：埃及樂蜀省省長伊薩特．薩
阿德當地時間2日表示，當地熱氣球預計在一個月內重新升空。

埃及樂蜀發生熱氣球爆炸事件後，當地熱氣球升空活動一律
叫停。但來自不同熱氣球公司的數百名員工不滿當局遲遲未讓熱
氣球復飛，已要求政府容許恢復熱氣球飛行，否則他們會發起抗
議行動。由於受到各熱氣球公司的壓力，雖然熱氣球火爆炸墜
地的恐怖場面仍歷歷在目，樂蜀省長伊薩特．薩阿德2日表明，
當調查工作在本周結束後，熱氣球或可於1個月內復飛，並強調
日後會定期檢查用作升空的熱氣球。

熱氣球公司的員工周六還在樂蜀召開記者會，為Sky Cruise
公司熱氣球爆炸後及時跳下逃生的操作員穆拉德（Momin
Mourad Ali）辯護，指穆拉德有8年沒有出事的良好紀錄。

【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民建聯昨日聯
同約30名婦女，值三八婦女節到來之際，到政
府總部外請願，提出10大訴求，以保障婦女權
益。包括盡快落實男士有薪侍產假、增加育嬰
及幼兒託管服務等，亦要求政府為婦女提供免
費婦科檢查，及立法增加公共場所的女性廁格
。而香港婦女中心調查顯示，70%受訪全職家
庭主婦不想被標籤為 「師奶」，超過70%希望
出外工作，改善家庭狀況。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表示，
望政府盡快落實男士有薪侍產假以陪伴太太分
娩，共同分擔責任，紓緩及減輕產婦壓力。她
說，現時香港託兒服務嚴重不足，要求增加育
嬰園、嬰兒園及幼兒託管服務，冀政府提供足
夠支援，讓婦女無需因照顧幼兒被迫放棄職業
，建議增加資源改善幼兒託管服務，包括相應
增加各區託管名額，提供彈性託管服務時間。

請願人士亦要求，政府為婦女提供醫療服
務，包括乳癌檢查、子宮頸細胞檢查、注射子
宮頸癌疫苗等。亦提議立法增加公共場所女性
廁格數目，將男女廁格比例升至1比2。另外，
請願人士爭取婦女平權，保護女性免受性騷擾
及暴力對待，鼓勵女性參與政治及社會事務。

團體指 「師奶」 應得肯定
另外，香港婦女中心亦於婦女節前夕進行

「全職婦女生活質素」調查，訪問全港428位
全職家庭主婦，近70%受訪者認為全職家庭主
婦被標籤情況嚴重，逾60%稱因其全職主婦的
身份而被稱為 「師奶」，對此，香港婦女中心
協會總幹事廖珮珊表示，全職家庭主婦為家人
外出工作提供良好環境，應得到社會認同及肯
定，又指 「師奶」唔易做，指無酬勞亦對經濟
和社會發展有貢獻。

▲葛珮帆希望政府盡快落實男士有薪侍產
假以陪伴太太分娩，共同分擔責任

資料圖片

【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限帶2罐奶
粉新例實施以來，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回應措施
成效時表示被捕人數陸續增加，合共檢獲近
200罐奶粉。香港海關將在陸路口岸及汽車通
道重點出擊，嚴打過境旅客及跨境司機走私超
額奶粉出境，呼籲旅客及港人理解及遵守法
律。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表示，新例在3月1
日實施以來，過去2日合共拘捕45人涉嫌攜帶
過量奶粉出境，共檢獲178罐奶粉，亦首次檢
獲兩盒1.2公斤非罐裝奶粉。與第一日比較，
第二日攜超過2罐奶粉被捕人數有所增加，但

檢獲奶粉數目較少。值得留意的是，跨境司機
經陸路口岸以車輛運奶粉出境被捕個案增加，
至今共8人被捕。

被補人士包括26名本港居民，18名內地居
民及1名持外國護照人士。當局已提出4宗檢控
，全部人認罪，1人判罰款5,000元，另外3名
押後至3月5日判刑。

對於有部分被捕者聲稱不清楚新條例，黎
棟國稱新例還未推出前，媒體對新措施已有非
常廣泛的報道，政府亦有在各口岸擺放宣傳橫
額、海報和廣播，相信絕大部分旅客都理解到
最新規定，希望過境人士遵守香港法律。

9名遇難港人遺體，經家人認屍其中6具已被確認，餘下3具遺體
其DNA樣本前日急運抵港後，經香港政府化驗所人員連夜對樣本進
行DNA驗證，昨午完成鑑定程序，全部遇難港人遺體身份獲辨認。

家屬前日到樂蜀出事現場路祭後，返回開羅酒店繼續等候消息及
與政府商討善後，據悉部分家屬表示不會隨遺體同行返港。入境事務
處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李廣華稱，會尊重及盡量配合家屬不同意願，盡
快安排運送遺體返港，工作進入最後階段，正密鑼緊鼓與中國駐埃及
大使館、當地政府、保險公司、醫療運送公司、旅行社及家屬磋商。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出席公開場合時亦表示，港府正積極磋商善後工
作，鑑證結果完成後即提交埃及當局盡快辦理死亡證。

19死者料共獲賠千萬
另肇事熱氣球公司 「天空巡遊者號」發言人Elsawy稱，將根據保

險條款賠償19名死者家屬。是次意外最高賠償額為960萬港元，即每
名死者平均可得約50萬元賠償，惟實際數字有待保險公司批核。香港
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表示，高風險活動保額一般50萬至100萬元
賠償額，埃及方面金額屬可接受範圍。

對於有6名死者購買招商局保險不承包熱氣球活動，陳健波認為
保險公司按保單條款執行無可厚非，但遇上重大慘劇時保險公司一般
願意酌情處理。將來家屬亦可循多個渠道索償，例如香港旅遊業議會

「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親屬前往意外當地探視死傷者的
開支，每名親屬可獲港幣25,000元津貼，沒有親屬人數限制，總賠償
額上限為港幣10萬元。

宋愛國：中央非常重視事件
另方面，中國駐埃及大使宋愛國昨於開羅中國大使館會晤埃及旅

遊部長扎阿祖。宋愛國表示，中國政府奉行以人為本、外交為民的執
政理念，中央非常重視今次事件，已派外交部工作小組到開羅提供協
助，並感謝埃及政府積極配合。過去幾日大使館與港府工作人員及埃
及各部門廣泛接觸，大使館與埃方商量採取切實措施，爭取最安全辦
法盡快安排遺體回港，並督促當局妥善完成事故調查報告。

埃及旅遊部長扎阿祖表示，中埃兩國向來關係良好，事件沒有影
響兩國關係。埃及政府非常重視兩國關係及中國遊客在埃及安全。扎
阿祖對死難者家屬表示懇切慰問及對事件感到痛心。埃方將協同民航
部、運輸部等部門協調，確保遊客在埃及旅遊安全。扎阿祖承諾跟進
保險等善後工作，調查報告完成後立即知會中方，如查明熱氣球公司
在事件中涉違規，當局必定嚴肅追究及依法懲處。

此外，部分埃及旅遊協會代表自發到使館外弔唁，並向家屬表示
慰問。他們指事件後當地旅遊業雪上加霜，希望調查報告完成後旅客
重拾信心。

【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埃及熱氣球意外的主辦旅行社
「勝景遊」總經理吳道榮表示，目前仍有1名團友與9名死者家屬

身在開羅，由於所有死者遺體已獲辨認，預計家屬可於本周內返
港，一切視乎埃及當局辦理手續進度。據消息人士指出，政府並
不打算仿效2010年菲律賓挾持人質事件做法，由公帑支付包機接
送，估計原因涉及航空權等技術問題。

消息人士稱，政府暫時並無計劃參照當年規格處理今次事件
，傾向不會由公帑支付包機接送，交由保險公司自行安排。2011
年初埃及政局動盪爆發騷亂，當時數百港人包括多個香港旅行團
滯留埃及，政府曾考慮派包機接送，但因涉及航線及航權等眾多
技術問題，難以在短時間內解決，時任保安局副局長黎棟國曾公
開表示，不安排包機的原因在於香港沒有直飛埃及的航權，安排
直航不但涉及降落權，還視乎當地機場是否有足夠人手辦理登機
手續等問題，故此由港府出手並非最好、最快、最安全的做法。
由於中國已有航空開通埃及直航，最後港人由中國派出包機接載
，再由內地轉機返港。

國泰航空公司發言人指，公司沒有營運埃及航線，即使派出
包機預計不會由國泰或港龍航空公司負責。政府發言人回覆本報
查詢時稱，目前首要工作是做好死者身份確認，然後辦理相關文
件，做好遺體的移送，最重要是按家屬意願處理善後事宜。

近年涉及港人在外重大傷亡事件有2010年菲律賓人質慘劇，
8名港人不幸逝世。當時港府對事件高度重視，派出包機接載家
屬及遺體回港。港府在機場停機坪，舉行莊嚴的告別儀式，並安
排儀仗隊奏起哀樂。時任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及時任中聯辦副主任
李剛，帶領11名官員接機慰問傷者及家屬。

中國大使促加快遺體運港
9名遇難港人身份全確認

熱氣球一個月內復飛

無直飛航權政府難包機
埃及熱氣球墜毀事件9名

遇難港人遺體身份全數確認，
一度因焚燒及高空墮下致難以
辨別的3名罹難者，經DNA檢
驗後昨日終確定身份。中國駐
當地大使及香港派赴當地的工
作組，正與埃及各單位商討加
快安排運送遺體返港。另肇事
的熱氣球公司 「天空巡遊者號
」 聲稱將根據保險條款，向
19名死者家屬發放共960萬港
元的賠償，即每名死者平均可
獲50萬元，但實際金額仍有
待保險公司最後拍板。

本報記者 陳卓康

港大籲捐遺體助解剖教學

人盡其用 拒做臭皮囊

西醫失德案被告妻患抑鬱

45人超額帶奶粉被拘

民建聯促落實男侍產假

▶宋愛國（中）指中國大使館和港
府工作人員，以及埃及各部門商量
採取切實措施，爭取最安全辦法盡
快安排遺體回港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