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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受孕遭調亂胚胎
美夫婦誕無血緣
「女兒」
崩潰
初生嬰兒在醫院被「調錯包」的事件常有發
生，但還未出生的胚胎被調亂，卻是聞所未聞。
美國加州一對夫妻 2019 年初透過「試管嬰兒」
（IVF）方式受孕，但同年底女嬰誕生後，夫婦
倆卻赫然發現女嬰膚色太深，懷疑不是他們的骨
肉，最終經過脫氧核糖核酸（DNA）測試，證
實原來不育診所在植入胚胎時，將他們的胚胎與
另一對夫婦的調亂了。雖然兩個嬰兒之後已交還
真正有血緣關係的親生家庭，但該對夫婦日前仍
入稟法院，向診所追討精神損失等賠償。
案情指，卡迪納爾夫婦於 2014 年經自然受孕
誕下一女，2016 年起開始追第二胎，但試了兩
年多都苦無結果，無奈下於 2018 年中求助於加
州生育健康中心（CCRH）。經過第一次受孕失
敗後，妻子達夫娜成功在 2019 年 1 月懷上第二
胎，並於2019年9月成功誕下一名女嬰。

一度各執一詞 照鏡找不同
但女兒出生後，夫婦發現女嬰擁有一頭烏黑頭
髮，且膚色比家族所有成員都要深，卡迪納爾開
始覺得不對勁，「她出生時，我有一種奇怪的直
覺反應，跟邏輯判斷無關，而是人的本能。」

卡迪納爾一直思疑女嬰不是親生骨肉，甚至因
此晚晚失眠，端詳女嬰的臉來找出不同；達夫娜
起初拒絕承認女嬰不像他們，以為黑髮和膚色都
只是初生現象，並經常照鏡試圖找出女嬰與自己
的相似之處。在產後 7 星期，達夫娜最終受不了
丈夫天天說女嬰不像自己，於是買來 DNA 測試
工具。結果一個星期後報告出爐，證實女嬰的確
與他們毫無血緣關係，也就是說他們一直在撫養
另一對夫婦的孩子。
消息對卡迪納爾夫婦有如晴天霹靂，兩人透過
律師向 CCRH 查詢，後者證實負責為他們受孕
的醫生將兩個胚胎調亂，懷了達夫娜的胚胎的匿
名女子早了一星期分娩，同樣是女兒。兩個家庭
之後決定見面，並在多次商談後，決定將兩個女
嬰交回親生家庭撫養。

需見精神科 與 5 歲女生隔閡
達夫娜表示，這件事對一家人造成「無法忽視
的心碎與困惑」，還說她「誕下自己孩子的能力
被剝奪了」，「我們對分娩的美好回憶將永遠被
這個令人不快的事實所玷污：我們的親生孩子是
透過別人產下，而我努力想要帶到這個世上的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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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不是我自己的。」根據入稟狀，卡迪納爾夫婦
事後都出現焦慮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須尋求精神科協助，但最受傷的則
是他們的 5 歲長女，因為盼望已久的妹妹竟然被
送走，令她對父母產生嚴重不信任。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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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引社會嘩然 促進一步強制醫護打針

1.2 萬英人醫院染疫亡
求醫如闖鬼門關
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自疫情爆發
以來有近 1.2 萬名新冠死者，是在國家醫
療服務（NHS）醫院接受其他疾病治療期
間，感染新冠並死亡。數據引起外界對醫
院感染控制的關注，並進一步要求政府強
制醫護人員接種新冠疫苗，以減低醫院內
的傳播風險。

4
NHS數據顯示，疫情至今共有逾
萬人「可能或確定」在院內感

染新冠。所謂「可能」，是指患者在入院
後 8 至 14 天內確診；若是在入院 14 天後確
診，則會被定性為「確定」。在這 4 萬名
患者中，共有近 1.2 萬人死亡，佔所有在醫
院死亡新冠患者的1/8。

佔醫院新冠死者逾 1/5
在提供記錄的 NHS 醫院中，4 間醫院有
超過 1/4 新冠死者是在院內感染和死亡，
34 間醫院有 1/5。佔比最高的是位於柴郡
的切斯特伯爵夫人醫院，疫情以來有 213
名患者在病房內感染新冠並死亡，佔醫院
全部新冠死者的1/3；伯明翰大學醫院亦有
484 人，同樣佔總人數近 1/3，但醫院解釋
是因為醫院規模較大，並指出治療過超過
1.8萬名新冠患者。
由於數字佔整體新冠死亡人數相當高的

比例，報道指這可能使醫院成為病毒滋生
溫床，並質疑 NHS 未有採取足夠行動阻止
病毒在醫院內傳播。NHS 指出相關分析存
在漏洞，原因是數據還涵蓋了「可能」在
院內感染的人數，意味這些患者未必一定
是在醫院內染疫。NHS 還強調醫護有嚴格
遵守感染預防及控制指引，相信感染率上
升是由於社區傳播增加所致。

美歐通關恐加劇疫情
旅客視作「最後團聚機會」
亦於前日抵達紐約，首次擁抱 1
歲大的孫兒，情緒激動的她更在
機場一度落淚，「難以形容我現
時的感受。」

料本周內要求 NHS 員工接種
據報英國政府本周內會宣布要求 NHS 員
工接種疫苗，但接種限期可能會定於明年
春季。NHS 發言人表示，醫院內的感染率
佔全部個案不足 1%，「在 NHS 啟動接種
計劃以來，院內的確診個案已明顯減
少。」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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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疫情惡化 德感染率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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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日起重新通關，允許已
接種新冠疫苗的 33 個國家旅客入
境，開關首日歐洲多國的機場湧
現大批前往美國的旅客，希望盡
快與分隔近兩年的親友團聚。然
而歐洲近日疫情持續升溫，可能
迎來新一波疫情，分析指與美國
通關將使感染人數進一步增加。
美國自疫情以來已實施 20 個月
的入境限制，開關後外國旅客終
於能前往美國，歐洲多間航空公
司首日的航班幾乎全部爆滿。來
自法國的巴雷前日便登上前往洛
杉磯的飛機，計劃探望在當地讀
書的兩個孩子，是近兩年來首
次，「終於自由了，希望能一直
持續下去。」來自英國的帕特爾

除了放寬空路入境，美國還重
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陸路邊
境，居住在墨西哥靠近美墨邊境
恩塞納達市的阿爾瓦雷斯，疫情
前每個月都會前往美國兩次，他
形容邊境管制對人們的情感上的
打擊很大，開關後他便立即與女
兒到加州聖迭戈探望岳母。
在美國開關的同時，歐洲疫情
正再度惡化，其中德國前日單日
感染率為 10 萬人中錄得逾 200 宗
個案，是疫情以來最高；俄羅
斯、烏克蘭和希臘近日確診亦接
近最高紀錄水平；奧地利和愛爾
蘭均因感染人數上升而收緊防疫
措施。有旅客擔心美國會因此再
次對歐洲封關，不少人將這次通
關視為歐洲下一波疫情前赴美與
家人團聚的最後機會。
●綜合報道

回國檢疫費用逾千 加國華人打消遊美念頭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
道）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陸路邊境周一重開，
終結因防控疫情而關閉近20個月的邊境，令到
完成接種新冠疫苗的加拿大人，可以毋須必要
原因南下入境美國，但加拿大規定入境者必須
提交新冠病毒檢測證明，卻增添當地居民多一
重考慮。一些居住在安大略省的華人表明不會
立即去美國，他們主要就是不願在回國時支付
150 至 300 加元（約 940 至 1,880 港元）病毒檢
測費用，並且寄望渥太華在各方施壓下取消檢
測規定。

「加元弱油價高 暫無誘因」
移居多倫多超過20年的香港人Alfred對邊境
重開感高興，但他們一家最快要到明年下半年
才去美國。他直言：「我們過往喜歡駕車過美
國，較搭飛機節省開支和時間。在疫情前，我
們幾乎隔年便駕車去俄亥俄州探親，兩父子分
擔 10 餘小時駕駛車程，即使途中稍作休息，

一天便可搞掂。如果去美國水牛城購物，我們
一定駕車前去。不過，現在回程要做 72 小時
內病毒檢測，每人花費 250 加元（約 1,560 港
元）實在太貴，加上加元弱勢和油價高企，我
們暫時沒有誘因去美國。」
退休多時的安省居民 Phillip 亦認為現在去美
國不划算，美國只要求外國入境者完成接種疫
苗，沒有像加拿大要求病毒檢測。他表示從加
拿大駕車去美國是很多人的選擇，並且舉例從
多倫多搭機去紐約只需90分鐘，但往返機埸連
安檢及各類手續可能要7至8小時。他覺得自駕
遊不需趕時間和可帶多些行李，更可在到埗後
不需再租車，輕鬆方便得多。

節、聖誕及新年。
加拿大商會和加拿大商業委員會表示，渥太
華要求入境人士提供病毒檢測報告，對啟動商
務旅行和振興旅遊業設立不必要的障礙。工商
界普遍認為提供疫苗接種證明已經足夠，不應
為希望度假或團聚的人士帶來麻煩。
2020 年 3 月，加美兩國為了減緩病毒傳播而
關閉接壤邊境，這是自 20 年前「911」恐怖襲
擊以來首次大規模封關。

久別外孫「恨不得馬上起程」
不過，溫莎市的家庭主婦 Eliza 卻甘願回加
時進行病毒檢測，最重要是她已經與定居美國
的女兒、女婿及外孫沒見面近 2 年，她真是恨
不得立即起程去三藩市，與至親一起度過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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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科興國藥疫苗
22日起入境英國免隔離
英國政府前日公布，英國將
承認世衞新冠疫苗緊急使用清
單上的疫苗，其中包括兩款中
國疫苗。完成接種這些疫苗的
旅客入境英國後將免除隔離。
英國政府宣布，自本月 22
日起，科興新冠疫苗、中國國
藥新冠疫苗以及印度本土疫苗
Covaxin 將被列入英國入境旅
行批准疫苗清單，從而讓更多
已接種上述疫苗的人士更方便
地進入英國。

根據這次公布，已完成兩劑
上述疫苗接種並獲得相關證明
的旅客，將無須接受出發前核
酸檢測和入境後第 8 天的核酸
檢測，入境英國後也無須自我
隔離 10 天，但須在抵英後第 2
天接受快速側流抗原檢測，如
果該檢測結果為陽性，則須再
接受一次免費的確認性核酸檢
測。運輸大臣夏博思說，這一
決定意味英國進一步重啟國際
旅行。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