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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因使用假身份證應徵保安
員被判囚4個月的七旬老翁施教仁，昨日刑滿出獄。施伯昨
戴上口罩步出赤柱監獄，登上妻子安排的私家車，他沒回應
任何提問。為避開傳媒追訪，兩老在金鐘下車轉搭地鐵，再
在尖沙咀改乘的士離開，但未見兩夫婦返回屯門住所。
大批傳媒昨晨在赤柱監獄外守候，載施太的私家車在8
時40分到達，她戴上口罩，又用報紙遮頭不欲露面，但時
而向閘口盼望，盼丈夫身影出現。直至9時45分，戴上口
罩、穿整齊淺色恤衫的施教仁步出監獄門口，他對傳媒的追
訪一概沒有回應。施伯精神不錯，但身材瘦削不少，白髮比
5月初刑期覆核時明顯增多。
施太早前接受訪問時曾透露施伯的鐵窗生活，指他獲懲教
人員鼓勵好好過活，連同囚的犯人亦仗義相助，不讓他被欺
負。丈夫自刑期覆核失敗後，心情已平靜下來，在醫院療養

後身體漸見好轉。她擬在施伯出獄後數天暫時回鄉，以暫避
追訪。

妻：感被「看不起」夫拒領綜援
施太曾稱，丈夫入獄期間，因只靠每月逾2,000元生果金

難以過活，她唯有回鄉暫住；又形容丈夫性格堅強，一直不
欲領取綜援，是因綜援申請要「查來查去」，感覺不受尊
重，像被「看不起」一樣。但對於未來生活如何安排，施太
直言未作打算。
法定的保安人員許可證年齡上限65歲，2008年時已66歲

的施教仁為符合資格，竟到深圳購假身份證以報細年齡，成
功受僱為保安員，之後7年用相同手法，先後獲3家公司聘
用，賺取約54萬元工資，事件其後被揭發；施伯在今年4月
被判罪成，監禁4個月。

用假證做保安 施伯刑滿出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名環保回收商人

疑因欠債，上周四（18日）手持易燃物體闖入沙田
好運中心交通銀行聲言打劫，被控一項「企圖搶劫」
罪，昨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辯方庭上透露，被告因
被債主逼得很緊，當日「傻咗」才犯案，又指他當天
帶天拿水原本用作自殺。但裁判官馬漢璋質疑「好少
人會傻到咁」。被告暫毋須答辯，案件押後至8月17
日，待控方索取法律意見及作進一步調查後再提訊，
裁判官拒絕被告保釋申請。
控方庭上透露，當日下午4時許，45歲被告劉偉
強衝入事發銀行內，先打破疑盛載有天拿水的玻
璃瓶，繼而劉再手持另一玻璃瓶及打火機，聲稱
打劫。銀行職員暗中報警，警員成功游說及制服
劉，劉在警誡下承認因欠債而打劫。

控方指，被告有8次案底，更有棄保潛逃記錄，反
對他保釋。控方需徵詢法律意見及調查銀行內外的閉
路電視記錄，並需化驗涉案天拿水後再訊。

裁判官叫被告「放心入去啦」
辯方替劉申請保釋時稱，劉因被債主威脅，他

擔心女友及其9歲兒子安危，一時慌張下犯案。辯
方又說，劉曾在現場主動要求職員報警，並指債
主不停用WhatsApp追債，威脅會脅持其女友，而
且在兒子就讀學校附近，貼有其兒子照片。馬官
拒絕被告保釋後，辯方希望能有社工協助劉的女
友及兒子，馬官安排劉見感化官，但強調感化官
無權保護他，報警才是最有效方法。最後馬官跟
被告說：「放心入去啦！」

「燃燒彈」劫銀行案 欠債男禁保釋

8個參與聯署行動的美容團體包括美容專業發展委員會、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香港美容業管
理及發展協會、香港美容業總會、香港美髮美容
業商會、香港國際專業美容師協會、香港國際專
業導師協會及國際斯佳美容協會。
各團體代表昨在記者會上，以展示行業團結推
動美容業專業發展的決心，並向政府提出訴求。

未了解運作 措施欠針對性
各團體的代表指，本港美容業從業員估計約有6
萬人，全港不同規模的美容院更逾6,000間。過去
數年，本港曾發生數宗醫學美容的意外，因此政
府推出一系列監管措施。然而，業界認為，政府
在未有深入了解美容業的運作情況下，便粗疏地
推出一些措施，根本未能針對解決問題。

在監管各類醫療美容儀器方面，業界憂慮有關
當局把涉及激光及彩光等釋放能量的美容儀器納
入醫療儀器類別規管，以及只限醫護人員操作。
其中一名業界代表、美容專業發展委員會發言人

楊慧君表示，本港近90%的美容院也有使用美容醫
療儀器，若把釋放能量的美容儀器納入醫療儀器類
別規管，會嚴重打擊從業員的生計及行業發展。

冀統一資格認證 升業界水平
有見及此，業界希望政府制定統一的資格認證

制度，提高從業員的專業水平及地位。業界建
議，政府應以職訓局的「強烈脈衝光(俗稱彩光)
儀器操作員技能測驗」為藍本，為操作激光及其
他高科技美容儀器，設立考核機制，讓從業員考
取資格，確立地位。

楊慧君又認為，「把美容業放在醫療框架去討
論，用界別去分哪些人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
這是違反了教育意義，應該提倡用能力去分，以
考核認證你的能力。」

盼政府牽頭設獨立機構
她指，政府應牽頭為美容業設立獨立規管機

構，成立「美容業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成員
需包括業界及其他相關持份者，討論及制定一個
切合消費者及行業發展的長遠規管方案
另外，業界指美容業的資歷認可機制已於去年啟
動，但美容業的光學能力單元，例如激光及彩光，
仍未能納入機制，對一眾具操作光學儀器經驗的從
業員不公平。因此，業界希望政府可協助從業員提
升資歷及向上流動，以推動整體行業發展。

美容業促設規檢督委會
聯署指不應納入醫療業框架 要求確立從業員專業

■涉案理療
中心女負責
人昨被黑布
蒙頭帶返現
場調查。

樹叢保「天王」阻墮坡車撞入郭富城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跑馬地半

山黃泥涌峽道昨晨發生汽車墮坡意外，一輛
私家車沿黃泥涌峽道上斜途中，突失事剷上
行人路撞毀護欄墮坡，猶幸衝落山坡約20米
即被大樹叢擋格，沒有繼續衝落對下大坑道
「天王」郭富城的居所大廈，私家車司機受
傷被困，需消防員游繩救出送院。
受傷司機姓鄧（53歲），其肩及耳受傷，
送院時仍清醒，其後他通過警方酒精呼氣測
試。墮山的私家車為豐田MARK II型號，
車齡14年，以一間有限公司名義登記。
昨晨8時28分，當時下雨期間，鄧駕私家
車在跑馬地沿黃泥涌峽道上斜擬往淺水灣方
向，當駛至137號對開時，懷疑因天雨路滑
失事，剷上左邊行人路撞毀鐵欄再衝落山
坡，其他駕駛者發現馬上報警。現場消息
稱，私家車墮坡現場對落位置便是大坑道嘉
園，是「天王」郭富城的居所大廈。
消防員接報到場游繩落山搜索，發覺私家

車被擱在20米坡下樹叢中，司機受傷被困車
內，在大雨之下擾攘一番終將其救出，他當
時仍清醒，由救護員送院救治。
警方其後安排一輛重型吊臂車到場，在中

午過後終成功將墮坡的私家車吊上路面，車
尾嚴重損毀，車身纏有不少樹枝及藤蔓，車
內有一盞類似警車用的藍色警示燈，其後由
拖車將之拖走檢驗，以調查意外原因。

■失事連人帶車墮坡司機被救出。

■黃泥涌峽道墮山私家車被吊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大埔太和邨一名單
親母因事離港3日，卻獨留其10歲兒子在家，前晚
社工登門家訪時發現男童被獨留家中，報警揭發事
件，男童母親深夜回港即被警方以涉嗛「虐兒」拘
捕。
涉嫌獨留兒子在家3日的單親母姓黃（40歲），她

被帶返警署後獲保釋候查；至於其子姓陳（10歲）
則沒受傷，事後被送院檢查，暫交由社署照顧。
黃婦兩母子居於太和邨麗和樓，一直有社工跟進。

現場消息稱，有人早在本月15日已向兒子透露因事
要返內地數天，在本月19日離家前，曾留下金錢及
食物給兒子。
至前日（21日）下午2時，陳童在邨內的青少
年綜合服務中心參加活動，良久仍無意回家，工
作人員詢問其為何遲遲不回家時，才得悉其母日
前離港未歸，乃告知跟進其個案的社工。到晚上
9時，29歲姓何女社工上門家訪，赫見陳童被獨
留在家，遂致電報警。警員到場將男童送院檢
驗，初步調查後暫列「虐兒」處理，至當晚深夜
黃婦返港回家時，即被警員拘捕。
社署表示，有關家庭自去年底是社署跟進的個

案，男童前日參加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活動後，未
能聯絡家人接回，故中心聯絡社署跟進男童的情
況。發言人並謂，社署會繼續跟進有關家庭的福利
需要，提供所需的服務。男童目前仍留院觀察。

10歲兒獨留家3天
北上母返港被拘

父塞頑皮仔入車尾箱判感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從事汽車維修業的單

親父親，今年3月因7歲幼子頑皮，將其塞進車尾箱「懲
罰」他一頓，早前承認一項「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
待或忽略」罪，昨日被判接受12個月感化令。裁判官
蘇文隆提醒被告「感化官要你點教就點教」，又指若被
告不遵守感化官指示，會將他收監。被告表示明白。
56歲被告李健強離婚後與兩名兒子同住，今年3

月13日到商場用餐後，其幼子藉詞去洗手間後獨自
離去，被告其後發現他躲藏在其私家車後方，一怒
下將他塞進車尾箱後開車回家，兩名目擊者見狀報
警。李昨散庭時稱不會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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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昨繼續調查一名59歲婦人，前日在大角咀理療中心
接受電流脈衝治療期間猝死案。消息稱，死者前日接受療
程前曾向中心女負責人提及，其心臟感到不舒服，其後在
接受療程期間出事。據悉警方正循有人在無註冊診療所進
行任何診斷，導致人身傷害的方向調查，如被定罪最高可
監禁7年。警方昨日下午以黑頭套蒙頭，把理療中心57歲

姓陳女負責人帶返現場調查，及至昨晚獲准保釋，7月上旬向警
方報到。
肇事理療中心昨日沒有開門營業，在走廊外的招牌亦已拆

走，中心也不見有人上班，亦沒有客人上門求診。據同樓店
戶黃先生稱，該理療中心經營約1年，生意不俗，擁有不少熟
客，全是中年或以上人士，但不清楚中心是否有牌照。黃又謂
曾見過一名坐輪椅到該中心求診的男子，經多次治療後有改
善，能改以拐杖代步。
涉嫌違反《診療所條例》的理療中心57歲姓陳女負責人兼理療
師，昨仍被警方扣查。案中死者是59歲婦人何碧華，因丈夫早逝，
她母兼父職艱苦養大3名女兒，致積勞成疾周身病痛，前日到大角
咀福全街的理療中心，接受電流脈衝治療痛症時出事猝死。

被捕者夫：以往無客感不適
據被捕姓陳女負責人的丈夫稱，其妻以前是家庭主婦，在社

署做清潔工時雙腳曾重傷，一度令肌肉萎縮，還獲發傷殘證
明，之後自學按摩把腳患醫好，故冀以過來人經驗幫助別人，
在考獲按摩證書後從事相關工作。陳夫續稱其妻從事理療師工
作3年多，過去未曾有顧客感到不適，又指該部通絡理療儀，
花了約3萬多元購入。
衛生署表示，根據署方紀錄，涉事「電療儀器」沒有在醫療

儀器行政管理制度下表列，署方亦沒接獲因使用涉事儀器所引
致的醫療事故報告。署方續指「醫療儀器」一詞泛指用作診
斷、治療或監察疾病及傷勢的任何器材、工具或設備。基於該

中心就涉事儀器有關醫療效用的聲稱，涉事的「電療儀器」可視作醫
療儀器的一種。
衛生署稱，根據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的紀錄，理療中心涉案人士

非註冊中醫、表列中醫或有限制註冊中醫，不能在香港作中醫執業。
而涉案的理療中心亦非管委會紀錄的中醫執業地址。任何人冒充或默
示自己是中醫，即屬違法，可被罰款10萬元及監禁3年。

■記者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喆彤）肝癌是本港第三號
癌症殺手，每年1,500宗死亡個案中，約有100宗是由丙
型肝炎導致的。有專家指出，如能及早發現及治療，丙肝
是可以根治的疾病，現有新療法更可以把基因1型丙肝的
治癒率提升至97%，除縮短療程時間外，副作用亦比傳統
療法少，香港未來可望達至「零丙肝」。

傳統方式療程長副作用多
慢性丙型肝炎患者未必會有明顯病徵或不適，但長遠而
言可導致肝硬化及肝癌。傳統療法以注射及口服藥物來抑
制病毒，但成功率僅約50%，加上療程長及副作用多，不
少人或在療程中自行終止治療，成本效益偏低。
香港亞洲肝炎會首任主席梁慧儀稱，新藥3DAA是治

療丙肝的一大突破，令它變成可根治的疾病。針對港人
多患的基因1型丙型肝炎，研究顯示藥物能有效消滅丙
肝病毒，治癒率高達97%，對未出現肝硬化的基因1b
型病人治癒率更達到100%，未來有望達到「零丙肝」

的程度。新藥療程由3個月至半年不等，已出現肝硬化
的病人治療時間相對較長，但病人毋須長期服藥，所用
藥物是全口服藥，比注射針劑更方便，嚴重副作用亦較
傳統療法少，復發率低。
香港亞洲肝炎會主席黃麗虹指出，香港現已有約50

名病人接受新藥治療丙肝，暫沒有患者治療失敗的個
案。接受新藥治療並康復的患者陳小姐（50餘歲）表
示，她患布有丙肝長達10年，直言「中藥西藥都食到
心淡」，因傳統療法的副作用出現皮疹、抑鬱而決定
放棄治療，但經醫生游說她嘗試新藥後康復，療程期
間只有輕微不適症狀，她滿意新藥療效，令她終可從
病中解脫。

藥費月逾10萬 盼速加入名冊
新藥不包括在醫管局藥物名冊內，患者需自費訂購藥

物，每月費用約逾10萬元，3個月療程則約40萬元。
梁慧儀期望新藥可盡快加入名冊，讓更多丙肝患者受
惠。因丙肝沒有明顯徵狀，她亦呼籲高危者接受丙肝驗
血檢查，包括曾接受過輸血、紋身等針筒接觸的中年
人，以便及早發現和治療。

新藥治癒率97% 港有望「零丙肝」

■有專家指出，丙肝如能及早發現及治療，是可以根
治。 楊喆彤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美容服務規

管問題商討多時仍然未
有落實的方案，立法會
衛生事務委員會及工商
事務委員會今日將就此
議題進行討論。本港8
個美容業團體昨日發起
聯署行動，促請政府推
動美容業專業化，並確
立從業員的專業。有團
體的發言人希望，政府
不要再在醫療業界的框
架下討論美容業的發
展，故要求成立「美容
業規管檢討督導委員
會」。 ■本港8個美容業團體昨日發起聯署行動，促請政府推動美容業專業化，並確立從業員的專業。 葉佩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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