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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院斷錯乳癌 18人誤服標靶藥險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屯門醫院有病理學
醫生去歲出事 今年初揭發
專科醫生對乳癌病人斷錯症，令18名病人接受毋須
的標靶藥物輔助治療。醫管局昨日公布，屯門醫院
其後，屯門醫院為去年49名接受「曲妥珠單抗」
已聯絡及通知所有有關病人，安排專科醫生為她們 治療的乳癌患者覆檢，經調查揭發，屯門醫院一名
提供評估及解釋事件，並會向病人致歉及商討賠償 病理學專科醫生在進行檢驗及作出臨床判斷時，錯
方案。
誤判定18名乳癌病人屬「強烈陽性」的病況，令病
有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指是次事件屬「斷錯症」
， 人服用原本毋須服用的標靶藥物「曲妥珠單抗」
，作
除了令病人花巨額購買標靶藥物，更要在治療過程 輔助治療。
中承受不必要的風險，包括心臟功能衰退、心律不
患HER2型乳癌病人的病情是較非HER2型的嚴重
正及肺炎。
及難處理。醫管局表示，醫院會為確診乳癌的病人
醫管局昨日發出聲明指，今年初新界西聯網病理 提供「免疫組織化學染片（IHC）
」病理組織化驗，
學部進行定期稽核時，發現2012年全年的HER2型乳 以測試乳癌組織樣本的「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
癌的測試結果為「強烈陽性」的比率較往年為高。
（HER2）
」活躍程度。若IHC染片顯示強烈陽性（即

HER2過度活躍）
，醫生會建議病人在接受常規治療
時，同時使用一種標靶藥物「曲妥珠單抗」
，作為輔
助治療。而是次事故中18名病人的IHC測試HER2活
躍指標，根本未達至「強烈陽性」
，故毋須使用上述
的標靶藥物。

院方與病人商賠償方案
屯門醫院日前已聯絡及通知所有相關的病人，安
排專科醫生為她們提供評估，並適當調整治療方
案。目前，檢查證實她們的身體狀況並沒有因這次
事件出現不良反應或影響。院方已向病人解釋今次
事件及致歉，現正與病人商討賠償方案，而病人亦
表示理解。新界西聯網表示，事後後已即時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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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2測試的過程，並加強監督及覆核該項測試。
但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陳亮祖指出，服用標靶藥
物「曲妥珠單抗」的療程需時1年、共17劑，費用逾
20萬元。「除了金錢損失，最重要的是，事故令病
人承受不必要的風險，包括心臟功能衰退、心律不
正、藥物敏感及肺炎，嚴重者可致命。不過，醫生
治療期間，會定時檢查病人之心臟功能。」

無不良反應屬「不幸中大幸」
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應志浩表示，肇事醫生「的
確斷錯症」
，而病人並無出現不良反應實屬「不幸中
之 大 幸 」。 他 續 指 ， I H C 病 理 組 織 化 驗 可 分 為
「1+」
、「1++」及「1+++」三個程度，「坦白說，
結果是靠醫生的主觀判斷。若化驗結果顯示
『1+++』
，即屬強烈陽性，院方會相信結果而不會覆
檢。反之，『1+』
、『1++』的結果，則會再作進一
步的基因化驗，以確定病情」
。

楊家誠洗錢案 揭Ba叔存入700萬
父子出身屋 突變巨富 收入與戶口存款差300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英冠球會伯明翰班主楊家誠，
涉嫌透過自己及父親銀行戶口
清洗7.2億港元黑錢案，辯方申
請永久終止聆訊昨被駁回，案
件隨即開審。控方開案陳詞
指，楊氏父子出身寒微，分別
經營屋

菜檔及髮廊，但楊

「搖身一變」成為公司董事，又
斥巨資收購球會；而兩父子的
收入與戶口提存金額，兩者差
距300倍。控方又發現內地演
唱會之父「Ba叔」陳達志，曾
存款700萬元到楊氏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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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至2007年12月，利用他及父親楊忠（譯
年52歲的商人楊家誠，被控於2001年1月

間錄得逾7億元提存紀錄，收入與提存金額不
相稱，差距達300倍。

2001年至2007年存款至
楊氏父子戶口者

音）名下5個銀行戶口處理7.21億元犯罪得益。
存款逾430次 多來歷不明
控方庭上宣讀開案陳詞，披露楊家誠1997年
控方同時發現，涉案期間5個戶口有多筆金
在九龍開設髮廊Vanity，當年他連同物業放租
收益，應課稅收入僅為33萬元，後來髮廊虧蝕 額相若的款項，在短時間內、甚至在同一日內
並於1999年結業。2004年至2006年，楊成為環 存出存入。戶口內現金存款達430多次，佔
球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3年內收入共165 「黑錢」總數一成三，大部分均來歷不明，又
萬元。2007年6月，他透過前身泓鋒國際，以 或存款原因不明。控方確認內地演唱會之父
「Ba叔」陳達志及澳門賭業商人歐陽啟初等(見
2.3億元入股收購伯明翰環球近三成股份。
表)，曾在涉案期間存款到楊氏戶口。

父曾任看更 後開菜檔執笠

楊父則於1997年至1999年任職看更，居住公
屋，這3年的薪金連花紅約為16萬元。楊父自
2003年在屋 街市經營菜檔，但2004年至2006
年間只賺得6,880元，菜檔於2006年結業。
控方指，楊氏父子由1999年至2003年面臨經
濟困難，5年來2人沒錄得收入。1997年至2006
年，2人的應課稅總收入僅為215萬元；但2人
持有的5個涉案戶口，2001年至2007年涉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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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及路政署助理署長曾
景文被控串謀詐騙租津一案續訊，廉署高級
調查主任香志文昨被資深大狀清洪追問，舉
報者是否存有政黨背景的「民主黨」及「民
協」成員時，香志文一度搬出防止賄賂條例
第三十a節中的不得披露舉報人身份作擋箭
牌，惟主審法官陳仲衡下令「必須回答」
，香
最後確認2名舉報者為政黨人士。
香志文被清洪盤問時透露廉署於去年7月接獲
舉報而向麥及曾展開調查，並向公務員事務科取
回20多年前有關2人申領租津的文件及其他政府
紀錄，但卻未能成功拿取2人名下的銀行戶口紀
錄，未知是否因銀行僅保存客戶文件7年時限而
遭銷毀。

有澳賭場共「入資」7,200萬
2001年，一間證券公司透過2張支票及現
金，存款逾1.8億元到戶口。2004年至2005年，
一間在澳門經營賭場的公司於2個月內，透過
14張現金支票存款約6,200萬元，該公司共存
款約7,200萬元。
另外，辯方資深大律師夏偉志昨申請下周五
休庭一天，讓楊家誠以上市公司主席身份出席

存款人及公司
■楊家誠
昨就涉及
清洗7億
黑錢到庭
應訊。
伯明翰環球的股東大會，法官認為不應剝奪股
東向公司主席提問的機會，決定批准申請。辯
方又要求警方撤銷通緝已在內地過身的楊父，
控方則指楊另有凍結資產的民事訴訟纏身，暫
不能撤銷通緝。
控方將傳召法證會計師專家Rod Sutton作
供，但辯方爭議應否傳召這位專家證人，另打
算將辯方法證會計師Ian Robinson撰寫的報告
呈堂，案件押後下周二再訊。

存款金額 (港元)

Cheung Chi Tai

$2,000萬

毅騰有限公司

$1,000萬

歐陽啟初

$1,008萬

「Ba叔」陳達志

$700萬

永冠國際有限公司

$1,000萬

Chau Tak Shun、梁艷芬

$1,250萬

雲天有限公司

$1,000萬
合共$7,958萬
資料來源：控方開案陳詞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附加費」當車資 的哥呃客被捕

新聞秘書曾與麥曾研聲明
另發展局新聞秘書江淑芬供稱，去年6月28日
麥齊光上任前，她接獲報章就麥自行租津申請提
出查詢，麥親自草擬回覆，但報章先後於7月5日
至7日報道了麥與曾互租單位，麥齊光對連日的
傳媒報道，於去年7月7日致電給她表明打算就事
件發公開聲明，並指稿件將由曾景文負責撰寫，
她其後亦收到曾景文內附稿件的電郵。
江稱當日曾景文在午飯前親到發展局和她商討
公開聲明的內容，麥齊光則在午飯後出現，3人
一起就聲明討論不足1小時，其間她認為聲明內
容可能會引發傳媒進一步提問，及麥將會在落區
時惹來傳媒追訪，最終麥齊光決定放棄發放此公
開聲明。

證人指「財務利益」欠定義解釋
前公務員事務科的行政主任劉瑞繽及其上司高級行政主
任陸明，昨亦以證人身份出庭作供，分別指出1980年代公
務員申請租津時，須遵照公務員條例填報表格，必須簽署
聲明租住的單位業主與本人或配偶之間沒有任何「財務利
益」，但同意公務員事務條例中就「財務利益」卻沒有仔
細的定義及解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鋼鐵王」次子船員試帆猝死

■葉伯德提醒市民及遊客遇有
的士濫收車資可報警求助。
記者劉友光 攝

■涉嫌偷的士營業的士司機被蒙頭帶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針對「五
一」黃金周向遊客埋手「黑的」活動，警方繼上周
五派員於中區山頂纜車站外喬裝遊客，拘捕1名涉
嫌干擾咪錶濫收車資的士司機後，前日又在同一位
置「放蛇」，揭發有「黑的」司機在未有改裝咪錶
下，透過調整咪錶「附加費」欄目數字，收取多出
正常逾倍車資，一名涉案的士司機被捕。警方呼籲
市民如有外地親友來港，應提醒他們乘搭的士時小
心提防司機出蠱惑。
被捕蠱惑的士司機姓李、46歲，涉嫌「兜客」及
「濫收車資」2罪，暫准保釋候查。據悉當警員表露
身份時，有人知事敗一度頻按動咪錶按鈕，疑圖毀
滅證據，但被警員制止。
警方港島總區交通部執行及管理組總督察葉伯德
表示，經運輸署檢驗後，涉案的士咪錶並無改裝，
有人卻利用遊客不熟悉本港的士收費情況，將咪錶
「附加費」欄目顯示的數字，充當車資蒙騙乘客。
葉呼籲市民乘搭的士時，除應留意車資有否異常

外，應索取收費單據，如發現可疑可即報警，更應
提醒來港探親或旅遊的親友，乘搭的士時小心提防
受騙。

兜截放蛇警

按預設附費

警方港島總區交通部為打擊趁五一黃金周期間濫
收車資「黑的」活動，前晚7時許，派出多名喬裝
遊客警員，在中區花園道山頂纜車站外「放蛇」，
其間1名的士司機主動「兜截」1名持地圖扮遊客警
員，經西區海底隧道前往九龍窩打老道一間酒店，
正常車資連隧道費只是140元，但的士司機卻要求
警員按咪錶「附加費」欄目上其預設的數字，共支
付296元車費，有濫收車資之嫌，警員於是表露身
份將其拘捕，又將肇事的士拖走檢驗。
上周五，同一隊特遣隊警員亦曾在花園道纜車
站外放蛇，成功拘捕1名有干擾的士咪錶前科，正
保釋候審六旬的士司機，他接載2名喬裝內地遊客
警員往跑馬地一間酒店途中，重施故伎以黑線拉

記者劉友光 攝

動掛在咪錶邊的無線電咪頭，令咪頭壓向咪錶的
附加收費掣，抵 後向探員收取「附加費」欄目
上顯示的80元附加費車資，較正常車資約35元多
出逾倍。

揀客影子的士 遇放蛇斷正
至昨晚8時許，尖沙咀警區特遣隊派員再假扮乘
客在區內「放蛇」，在廣東道遊客區一部的士駛
近，司機隨即兜客，開口問清楚目的地才允許「放
蛇警員」上車，警員上車即表露身份以「揀客」罪
名將司機拘捕，並要求司機開往中間道，到 要求
打印收據時，再發覺收條車牌與的士車牌不符，結
果揭發是一架套上假牌的「影子的士」
。
涉案司機原來是假牌的士的替更司機，報稱幾個
月前在觀塘發覺該的士司機大意沒有拔走車匙離開
而將車偷走，再套上假牌以「影子的士」做無本生
意，共涉「偷車」、「揀客」及「行使虛假文書」
等罪名。

周圍走跌落樓 小貓一死一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已故「鋼鐵大王」龐鼎元
喜愛航海活動的次子龐輝，其一名菲律賓籍帆船船員，昨
晨在西貢出海測試船帆期間，疑心臟病發突感胸口翳痛昏
迷，船長馬上回岸報警，惟菲籍船員送院證實不治，龐輝
聞訊曾趕到醫院了解情況。警方經調查後認為事件無可
疑，惟事主死因有待驗屍確定。
猝死菲漢48歲，據說患有心臟病，在六七年前曾入院接
受心瓣手術。他平日在西貢輋徑篤西貢遊艇花園，協助龐
輝打理名下的帆船。

幼貓獨留天台期間，其中2隻四出走動時意外墮
樓，事件並無可疑，列作「發現受傷動物」及「發
現動物屍體」處理。
疑墮樓1死1傷幼貓事後由愛護動物協會人員撿
走，愛協發言人表示2隻幼貓均約2個月大，初步檢
驗發覺牠們滿眼眼垢，懷疑生病，獸醫將為死貓驗
屍以確定是否墮樓致死抑或病死，至於受傷小貓能
否生存，有待獸醫治理。

「航海玩家」龐輝比賽屢獲獎
龐輝是香港著名「航海玩家」，過去在比賽中獲獎無
數，他10多年前已關注內地帆船運動，曾於1996年將他在
新西蘭訂造的一艘價值百萬元的帆船，贈送給中國帆船帆
板協會。而在1997年開始，龐輝更負責香港風帆訓練中心
事務，在他推動下，中心邀請內地教練來港訓練少年人參
與帆船運動。

■探員示範「黑的」司機以不斷按附加費以濫收車資。

母搵食忙 子女獨留家出事
■疑遭虐待致死的花貓血濺街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2隻幼貓昨晨疑在
長沙灣一幢舊樓天台墮樓，釀一死一傷，警方到場
在天台發現一隻母貓及另外4隻幼貓，疑母貓將6隻

現場為福華街566號一幢8層高舊樓，昨晨9時
許，44歲姓鄭女住客發覺有小貓由天台跌落簷篷，
馬上報警求助。警員到場發覺簷篷上有2隻小貓，
一死一傷，事後在舊樓天台發現一隻母貓及另外4
隻小貓，懷疑母貓是流浪貓，近期在天台誕下6隻

幼貓，昨晨獨留幼貓在天台往覓食期間，其中2隻
意外墮樓。愛護動物協會人員事後將死去小貓及受
傷小貓撿走。
另外，曾經代表「人民力量」出戰立法會選舉
落敗的黃洋達(自稱「皇上」)，昨日凌晨3時與妻
途經大坑東棠蔭街近窩仔街，發現路邊有一隻滿
身傷痕貓屍，於是報警。警員到場後，發現貓屍
頸部有明顯傷痕及骨折，列作懷疑虐待動物案處
理，並聯絡愛護動物協會派員到場，將貓屍撿走
跟進死因，案件交深水 警區刑事調查第三隊跟
進。
愛協發言人表示，該隻三色貓為本地雌性成年短
毛貓，頸部有傷痕及眼珠外露，該會獸醫會與漁護
署獸醫分別進行驗屍，以確定傷勢是人為抑或自然
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