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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機械臂縮短手術復原期

小情侶認串謀阻葬嬰屍候判

司機涉夥警索賄今上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曾為龔如心種生
基的風水師俞志麟（見

圖），涉嫌於3日前與一名
7旬老翁在西環街頭打
架，被控在公眾地方打鬥
罪名。俞志麟昨日提堂，
指對方非禮巴士女乘客，
他見義勇為上前指證惡
行，險被對方咬斷拇指。
他為了自衛，才出手還
擊。他又聲言，已批算

「本月當黑」。至於老翁則稱被女乘客指罵阻礙落車，
其後遭俞志麟毆打，強調從沒有主動觸撞女方。

控罪指，俞志麟（50歲）與退休人士彭耀發（74
歲），涉嫌於8月14日在西環德輔道西51號外，在公眾
地方參與非法打鬥。2人均否認控罪，獲准保釋外出。
案件押後至10月25日審訊。控方表示，將傳召3名證人
及呈上2份警誡供詞。而俞志麟則希望在審訊前先索取
醫療報告。

稱經批算後 知本月倒霉
俞志麟昨日在庭外以「見義勇為、無妄之災」8字形

容今次事件。他又透露自己曾批算出本月會倒霉，只
是未知霉運何時發生。俞志麟自稱，曾為不少政經及
娛樂圈名人批命，亦曾為龔如心種生基，獲封千萬元
大利市。去年2月，陳振聰派出弟弟陳振傑出價千萬，
找他種生基轉運，但遭他拒絕。

龔如心風水師
俞志麟涉打阿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明愛醫院內科
病房一名因肺炎及急性腎衰竭入院的74歲男病
人，上周日（14日）被確診感染抗萬古霉素腸道
鏈球菌尿道炎，昨晨因本身疾病去世。院方按既
定感染控制程序，篩查在同一病室留醫的病人，
再發現兩名74歲及76歲男病人，為抗萬古霉素腸
道鏈球菌帶菌者，正接受進一步觀察及隔離。醫
管局表示，公立醫院一向有適當使用抗生素，院
方已根據既定指引加強預防感染措施。醫院已把
個案呈報醫管局及衛生防護中心跟進。

明愛病翁染抗藥腸道鏈球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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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 法 祖 ）前民主黨成
員、現屬獨立「民主派」
的東區區議會杏花 選
區議員陳添勝（52歲）
及其助理伍小蓮（44
歲），涉嫌於11年間向區
議會申領津貼時，虛報
有關款項用於執行區議
會職務。2人早前被控4
項欺詐罪。控方昨日申
請審前覆核，表示會有6
名廉署人員作供，以及
有3個會面記錄，總共10
小時，預期審訊時間8
天，且以中文審訊。法
庭最後把案件押後至10
月20日作審前覆核。審
訊日期定於明年1月3
日，期間2人獲准保釋外
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曾代表香港

奪得亞運健美項目金牌的陳潤韜，因涉行賄淪

為階下囚。上訴庭認為，他或相信自己只是交

罰款，並不等同貪污行賄，下令撤銷控罪。據

悉，服刑近10個月的陳潤韜未有疏懶，在獄中

每日舉膠水桶鍛煉，依然保持健美身段。其代

表律師表示，陳從無行賄和服禁藥，對今次上

訴很有信心；又透露日後或向香

港健美總會興訟追討款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青山醫院早前
爆發人類偏肺病毒的一個長期護理女病房，再有
多兩名女病人及一名職員出現呼吸道感染症狀，
懷疑染病。兩名女病人分別52歲及62歲，正隔離
治療，情況穩定。而該名不適的職員則正休假。
院方表示，病房已暫停接收新症，並實施有限度
探訪安排。另外，院方已根據既定指引，加強感
染控制措施，並會繼續緊密監察該病房病人健康
情況。有關感染個案將呈報醫管局及衛生防護中
心作出跟進。

青山再有3人疑染偏肺病毒

香港文

匯 報 訊

（記者 嚴

敏慧）衛
生署指令
本地醫療
儀器供應
商「拜耳
醫療保健
有限公司」，回收所有批次Contour和Contour TS
血糖試紙。該兩款試紙在生產商內部品質保證系
統中，發現5、10和25條瓶裝產品，半數出現錯
誤低血糖讀數。據初步估計，試紙可能被瓶內氣
體影響。

解釋不滿意 須一併回收
由於生產商未能提供滿意解釋，有關50條瓶裝

不受影響的原因，故須一併回收。本港只有
Contour TS出售，並已售予公立和私家醫院、私
家醫生和零售商。不過，因網上銷售流行，衛生
署同時建議回收Contour試紙。拜耳已設立熱線
電話：2814 5121及2814 4846供查詢。本港及外
地暫無不良事故報告，但衛生署呼籲，市民應轉
用其他不受影響的試紙，監察血糖水平。

2款拜耳血糖試紙回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夢想
假期」宣布結業。旅遊事務署指，已報
名參加「夢想假期」旅行團人士，可向

「旅遊業賠償基金」索償，最高可取回
團費9成。雖然已報名參加一天團的團
員不符合索償資格，但旅遊業議會表
示，因為有多間旅行社願意承接，故議
會正協助該等團員轉團。

當局至今無接報團市民投訴
署理旅遊事務專員羅淑佩昨日在一個

電台節目中表示，「夢想假期」持牌人
前日向旅行代理商註冊處表示，因經營
困難要結業。註冊處啟動程序，吊銷

「夢想假期」牌照。該旅行社自上周六
停業後，當局至今沒有收過報團市民投
訴或求助。

她補充，已報名團員若持蓋上印花的
有效單據，可透過「旅遊業賠償基金」
索償，最高可取回團費9成。至於已報
名參加一日遊的團員，則由於法例規

定，外遊短線一日團，不獲「旅遊業賠償基金」
保障。不過，據她了解，目前已有多間旅行社願
意承接，旅遊業議會仍要了解是否可行，並會聯
絡受影響團員。

旅社願承接 今或登廣告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多間旅行社表

示，願意接收已結業旅行社「夢想假期」旅客，
最快會在今日刊登廣告作出說明。董耀中指，議
會支持及歡迎業界做法，希望把旅客損失減到最
低。此外，議會已要求「夢想假期」負責人及職
員聯絡受影響旅客，以便跟進。

43歲的陳潤韜去年11月被裁定串謀行賄罪成，判入獄
16個月。上訴庭昨日聆訊不足2小時後，裁定陳上訴得
直，定罪及刑罰撤銷。陳當庭獲釋，表現冷靜，緩緩步
出犯人欄，與公眾席親友握手擁抱，有人感動落淚。陳
潤韜在庭外稱：「最想立刻回去跟家人一起。 」

望重執教鞭 培育年輕人
雖然陳潤韜飽受牢獄之苦近10個月，但據悉他在獄中

靠舉膠水桶作負重訓練，甚至連倉友也一同練習。昨日
他精神飽滿，保持健碩身形。陳潤韜原於下月17日服刑
完畢，隨 昨日重獲自由，他寄望可以重執教鞭，培育
年輕人參與運動。

上訴申減刑 陳少文候訊
另外，中國香港健美總會前主席陳少文（40歲）早前

被裁定騙取香港體院及康文署資助，串謀陳潤韜及2名運
動員行賄，被判囚3年。他沒有律師代表，昨日申請減
刑。鑑於陳潤韜定罪獲撤銷，上訴庭把陳少文刑期上訴
押後再訊。

控方案情指，陳潤韜被驗出曾服食禁藥而被罰停賽
後，渴望參賽心切，涉嫌於2006年初至12月期間，串同

陳少文及香港健美總會教練何靈光，以10,000美元行賄亞
洲健美總會秘書長蔡保羅，作為縮短停賽期以趕及參加
2006年多哈亞運的費用。控方昨日指，陳潤韜有多年參
賽經驗，明知被罰停賽，不能罰款了事。

但上訴庭法官夏正民不同意，指出並非所有不恰當付
款都屬貪污。陳少文及何靈光當時以「罰款」名目要求
陳潤韜付款，雖然陳潤韜可能知道罰款不符合比賽規
例，但不等於他知道那些是賄款，故不構成行賄刑事
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對中學同窗情侶偷嘗
禁果，導致女方珠胎暗結。女方於家中臨盆在即時，走
入廁所誕下女嬰，但女嬰後於水中淹死。女方驚惶失措
下，用5個膠袋包下嬰屍，再致電男友幫忙處理。而男
友於放學後取走嬰屍，棄置於粉嶺蝴蝶山草叢，被途人
發現報警。情侶昨日於觀塘法院共承認一項串謀阻止埋
葬遺體罪，案件押後至本月30日判刑。裁判官對女被告
家人不知女兒懷孕，實在難以理解。

兩名被告分別姓張（17歲）及姓馬（18歲）。控罪指，
他們去年10月6日串謀阻止埋葬遺體，即一名未被命名
的嬰兒。

稱智慧不高 臨盆當肚痛
辯方求情時指，馬是智慧不高的人，臨盆前以為自己

肚痛，所以上廁所，但卻誕下嬰兒。男女被告只是不懂
處理事件，希望法庭輕判。

法醫檢驗後 指嬰有呼吸
案情指，兩被告於中學認識，後發展成情侶，不時有

性行為；直至馬去年4月懷孕。同年10月5日凌晨4時，馬
於家中廁所誕下女嬰，但女嬰沒有動靜。馬當時致電張
幫忙，張於下午6時放學後，到馬家中帶走已包了5層膠
袋的嬰屍離開。張更找同學陪伴，到達粉嶺蝴蝶山，然
後把嬰屍棄於小徑樹下草叢。途人發現他們行為可疑，
於是報警。警方到場找出嬰兒，遂拘捕2人。張於警誡
下承認罪行，嬰兒送院後證實死亡。及後，警方於馬家
中拘捕女被告，她亦承認控罪。經法醫檢驗後，證實女
嬰出生時先冒出頭部並有呼吸，後於水中掙扎溺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廉署昨日落案起訴一名
客貨車司機，指其涉嫌與一名警員及一名法律行政人員
串謀，向另一名男子索取1.3萬元，作為該名警員提供一
宗謀殺案調查所得資料的報酬。被告獲准保釋，今日在
粉嶺裁判法院應訊，以待案件轉介區域法院答辯。

31歲被告關國良，為客貨車司機，被控一項串謀使公
職人員索取利益罪名，涉嫌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4

（2）（a）條及《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條。
案發時，該名警員駐守大埔區重案組，是其中一名獲

委派負責調查1宗於2006年6月在粉嶺發生的謀殺案的警
員，現已退休。警方在廉署調查案件期間，提供全面協
助。

被指向疑犯父親索取1.3萬
控罪指，被告涉嫌於2007年5月1日至9月8日期間，與

該名警員及一名律師行法律行政人員串謀，向一名男子
索取1.3萬元，作為該名警員提供上述謀殺案調查所得資
料的報酬。該名男子據報為上述謀殺案中2名疑犯的父
親。

資料顯示，2006年6月4日，粉嶺祥華 商場行人天橋
下，發生1宗嚴重傷人案。1名16歲新來港少年，遭襲擊
重傷，送院延至同月9日不治。警方改列作謀殺案處
理，案中共8人被捕，其中2名分別為14歲及18歲的青少
年，原被控蓄意傷人罪，其後被改控謀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雁翔）瑪麗醫院近年引入
「達文西機械臂手術系統」，作為傳統腹腔鏡微創手術輔
助工具，至上月更完成逾500宗手術。有負責的教授表
示，機械臂系統較舊式儀器有更高靈活性，亦能提供三
維立體視覺效果。此外，系統引入減震技術，提升醫生
手術準確性，從而減少病人住院時間，及加快復原進
度。有病人在機械臂協助下，接受前列腺切除手術後，1
個月內已復原控制小便能力，較傳統手術3個月復原時間
短；進行劇烈運動時更沒有失禁。

3D視覺效果 減震顫技術
微創手術較傳統開放式手術出血較少，復原效果較理

想，可縮短病人住院時間。而使用「達文西機械臂」，令
微創手術優勢更突出。有關系統具備三維立體視覺效
果，及減少手術中震顫的技術，為複雜的腹腔鏡手術，
提供穩定影像平台。機械臂有7個活動方向，靈活性較傳
統儀器高，醫護人員較以往較容易進行縫合動作。

「達文西」輔助500微創手術
瑪麗醫院2007年起引入「達文西機械臂」輔助進行微創

手術，截至2011年7月，共507宗手術以機械臂輔助進行，
婦產科佔168宗。當中，58個患者須進行較複雜的「根治
性子宮切除」。至於泌尿外科方面，則有167宗手術。當
中，120宗為前列腺癌患者進行的前列腺切除手術。普通
外科、耳鼻喉科及小兒外科，分別佔100、53及19宗。

瑪麗醫院外科學系泌尿科顧問醫生談寶雛表示，利用

機械臂進行前列腺切除手術，只有2%病人需要接受輸
血，較一般開放式手術少14個百分點。而病人可於4至6
星期內，復原控制小便能力，較傳統手術需要3個月時間
復原快。

切除前列腺 5日後出院
今年63歲的吳先生，前年底接受前列腺切除手術，住

院5日後就能出院，約1個月後便回復控制小便能力，打

網球亦沒有失禁。談寶雛表示，吳先生恢復進度較接受
傳統手術的病人佳。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婦產科學系系主任兼臨床教授顏婉
嫦表示，「根治性子宮切除術」是最複雜的婦科手術之
一，涉及多條血管。而使用機械臂，則可以提升切割準
確性，以及提供清晰影像，讓醫生更舒適地完成手術。
經過3年半經驗發現，患者手術出血量少，只有200毫
升，有助病人更快恢復。

■瑪麗醫院引入「達文西機械臂」系統，至今共進行了超過500宗
手術。 瑪麗醫院供圖

■左起為瑪麗醫院資深護師盧琛健、港
大李嘉誠醫學院外科學系講座教授韋
霖、顏婉嫦、港大李嘉誠醫學院外科學
系臨床教授羅偉倫、談寶雛。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雁翔 攝

■25條裝及50條裝的血糖試紙。

■陳潤韜過往在健美比賽屢獲佳績，在獄中亦
未有疏懶，每日舉膠水桶鍛煉，依然保持健美
身段。 資料圖片

■因涉行賄淪為階下囚的亞運健美項目金牌得主陳潤韜（右），
昨日上訴得直當庭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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