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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匡智會鳳德邨
成人展能中心日前被揭發懷疑有職員虐待學員，
警方接報調查後，昨午在黃大仙區拘捕2女1男
匡智會職員，分別涉嫌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
及普通襲擊罪。3人帶署後暫獲准保釋候查，下
月上旬再向警方報到。案件交由東九龍總區虐兒
案件調查組跟進。

家長讚警行動迅速 警醒前線職員
涉案被捕2女1男包括一名26歲姓楊女職員及
46歲姓黃女職員，2人涉嫌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
傷害，另一名31歲姓胡男職員則涉嫌普通襲
擊。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主席李芝融讚揚警
方行動迅速，希望藉此警醒前線職員須堅守職
業道德。
日前網上流傳一段涉嫌虐待片段，內容指黃
大仙區有社福機構職員懷疑不恰當對待學員，
片段中所見，一名女學員被人揪起離地及撞向
枱邊，另一名女學員則被人強行餵食，令兩邊
嘴角出現瘀腫。警方至上月31日接獲一名58歲
男子報案，經調查後，昨午採取拘捕行動。據
悉，匡智會日前已就事件道歉，並透露已把涉
事3名職員停職。

涉
虐
學
員
匡
智
會
3
職
員
被
捕

九西聯網增門診額1.65萬 3.7%醫生流失

仁濟告別「劏房診室」次期重建明夏竣工

港大牙科傳佔公帑 食衛局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早前有報章報道指，香

港大學牙醫學院涉嫌佔用菲臘牙科醫院公帑資源開辦自
資課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對事件非
常關注，認為若課程不屬於教資會撥款而屬於牙醫學院
承擔的工作，便不應使用政府資源，當局正就事件與牙
醫學院跟進，或要求院校歸還部分資源。

高永文：資源須配合培訓港牙醫
高永文昨日出席一個場合時表示，政府透過食物及衛

生局向菲臘牙科醫院提供資源，以配合港大牙醫學院教
學工作，主要目標為配合醫學或牙科實習培訓。他指
出，因應香港醫護人手長遠計劃，當局將建議教資會增
加本地牙科醫生培訓，但「任何政府透過食物及衛生局
向菲臘牙科醫院提供的資源，一定是用以配合這些工
作。」他表示，即使現時撥出的資源未用盡，亦應優先
用於將來有所增加的牙科培訓學額。

參與非教資會課程 必須清楚核數
高永文續說，雖然有大學容許轄下學院舉辦一些未必

在教資會範圍內的自資課程，但若該些課程不屬於教資
會撥款而屬於牙醫學院承擔的工作，便不應使用政府資
源。他表示，現正向牙醫學院跟進情況，認為需要釐清
有關課程所使用的資源，特別是人力資源，「因為我們
聘請了在菲臘牙科醫院中工作的專職人員，包括護
士。」他強調，若有關同事參與非教資會提供的課程，
必須清楚核數，或要求院校歸還部分政府資源。
香港大學發言人昨日回應指，校方一向有既定政策及嚴

謹財務安排，確保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給大學撥款，不會
用作補貼自資課程，而包括牙醫學院在內的大學所有學
院，開辦的自資課程時一向符合大學有關收回成本指引。

港大：學院從未在服務中獲利
港大發言人又表示，牙醫學院專科研究生課程情況較

特殊，因課程安排涉及食物及衛生局轄下的菲臘牙科醫
院，所以大學早前已開始與當局積極商討，以作出適當
安排。牙醫學院強調，學生在有關課程中向病人提供牙
科服務時，學院從未在服務中獲取任何收益。

高永文：肝衰竭難熬 嘆捐器官者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日前一名準備接受肝臟

移植手術的男病人李先生，因醫院發現捐肝者體內有癌
細胞而中斷手術，其後細菌感染，捐肝者目前情況危
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出席一個活動時指
出，現時本港每一刻都有逾3,000名病人等待器官移植，
當中大部分是末期腎衰竭病人，但現時衛生署中央器官
捐贈登記名冊只有17萬人登記，遠較預期人數為低。
高永文表示，雖然部分病人可使用腹膜透析或血液透

析支持，有較長時間等待器官捐贈，但「若是肝臟、心
臟或肺衰竭的病人，便不能等太久」，呼籲全港市民支
持器官捐贈，希望有足夠市民願意死後捐贈器官，從而
幫助有需要的病人找到合適器官。
該名男病人的妻子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丈夫目前

情況穩定，前晚眼球有反應，醫生為他注入營養奶，希
望爭取更多時間等候合適肝臟移植。李太呼籲有親人逝
世的家屬，就算死者生前無填寫器官捐贈卡，亦可替親
人遺愛人間，令她丈夫可以重拾生命，市民可致電：
2255 3838，與院方聯絡。

疑法團違例不開會 龍蟠苑業主促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多名龍蟠苑業主代表懷疑
屋苑業主立案法團涉嫌違反《建築物管理條例》，昨日前
往民政事務總署投訴，要求當局調查跟進。他們懷疑法團
未有跟從《建築物管理條例》，在指定期限內召開業主大
會，漠視眾多小業主利益，要求當局調查跟進。
業主代表翁先生表示，屋苑管理公司於今年3月不再

經營，業主立案法團卻在未經《建築物管理條例》規限
的指定期限內召開業主大會的情況下，便決定業主要支
付有關公司的遣散費，漠視眾多小業主利益，當中或涉
黑箱作業，其後在一眾業主反對下才推翻決定。一眾業
主要求當局對屋苑業主立案法團作出調查及跟進。
根據第三百四十四章《建築物管理條例》附件3條1
（2），在不少於5%業主要求下，管理委員會主席須在
收到要求後14天內，就業主所指明事宜召開法團業主大
會，並在收到要求後的45天內舉行該業主大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環署食物安全中心昨
日呼籲業界立刻停止出售一批預先包裝的急凍青衣魚
柳，因其樣本被檢出金屬雜質汞（俗稱水銀）含量超
出法例標準。該批青衣魚柳來自新西蘭，分銷商／包
裝商為新華海產（香港）有限公司，最佳食用日期為
2016年7月24日。中心已採取適當行動，包括知會涉
事連鎖超級市場相關違規情況，並考慮就事件提出檢
控。該連鎖超級市場已按中心指令，停止出售有關批
次產品。
中心發言人表示，透過恆常食物監察計劃，在上水名
都中心地下惠康超級廣場抽取上述急凍青衣魚柳樣本進
行檢測，結果顯示樣本含百萬分之二點二的汞，超出法
例標準的百萬分之零點五。發言人續說，汞可損害人體
神經系統，尤其是發育中的腦部。攝取大量的汞會影響
胎兒腦部發育，對成人則會損害其視力、聽覺、肌肉協
調性和記憶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趙虹）再有學校驗出
鉛水超標，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九龍塘）近日發出通
告，指該校於上月25日在校內收集了一樓至四樓共12個
水質樣本，經政府認可化驗公司化驗後，發現該校地下2
號飲水機每公升水含鉛12微克；一樓6號飲水機每公升水
含鉛13微克，高於世界衛生組織的10微克標準，其他樣
本則達標。另外，港府昨日公佈最新驗血結果，再多11
名市民血鉛略高於正常水平，當中大部分為兒童。

校方供蒸餾水 籲學生自備食水
鑑於食水被驗出含鉛量超標，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
學（九龍塘）已決定停止使用地下及一樓所有飲水
機，並會盡快聯絡濾水器公司進行檢查，以及安裝具
備能過濾鉛及其他重金屬功能的濾水器，然後再次檢
測，確保食水安全才會重開使用。該校又會預備樽裝
蒸餾水供學生補充飲用水，並呼籲學生自備適量飲用
水回校飲用。
政府昨日公佈最新驗血結果發現，791個樣本當中，
11名市民血鉛略高於正常水平，每100毫升血液含鉛介
乎5微克至9.3微克，有潛在健康風險，包括9名兒童、
一名孕婦及一名哺乳婦女。11名市民分別來自啟晴
邨、紅磡邨、東匯邨、石硤尾邨及欣安邨。當局將持續
監測11人血鉛水平，並作鉛暴露評估，同時為兒童作
初步發展評估，以及為孕婦與哺乳婦女進行健康評估及
跟進。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出席活動時表示，醫管
局與衛生署將繼續為居住在受食水鉛含量超標影響屋邨
的小朋友、孕婦或哺乳婦女驗血。他表示，因預計稍後
驗血服務或會持續增加，當局已擴大公私營合作計劃。
他補充，除了私家醫院外，當局已接觸兩間私營化驗
所，現正進一步檢視其與外國化驗所的合作及認證，亦
將檢視有關化驗所的抽血容量，「若證實他們可幫忙，
我們便會陸續引入。」

急凍青衣魚柳水銀超標停售

再有11市民血鉛超標
基華小學飲水機有鉛

物流署總監呃房津 囚8個月緩刑
官：違政府信任不宜判社服 念服務20年自首還清騙款

56歲被告梁潮炳昨日透過資深大狀郭兆銘求情時表示，已償還9年來騙得的房屋津貼、貸款連
利息逾700萬元，並願意接受社會服務令。梁的妻
子、任職人事顧問的羅碧嫻（57歲）原與丈夫同被
控一項欺詐罪，而梁潮炳早前認罪後，羅獲控方撤銷
控罪不予起訴，她昨日現身庭上支持丈夫。
暫委法官徐綺薇判刑時表示，本案涉案金額龐
大，被告嚴重違反政府對其的信任，所以不適合判處
社會服務令，但考慮被告服務政府20年，一直在崗
位上表現超卓，有一定貢獻，並已清還騙款連利息合
共700多萬元，念及被告向上司及庫務署自首，加上
本案已令其事業毀於一旦，對他及其家人已造成沉重
打擊，因此認為本案特殊，予以緩刑。

偕妻呈假租金單據共騙400萬
案情指，梁與未婚妻子於1991年買入麗港城一單
位，1992年12月梁申請房津時，報稱租住當時未婚

妻子名下觀塘麗港城一單位，租約至1994年11月7
日完結，開始領得津貼。不過，梁於1994年4月已
遷出及出售麗港城單位，並早在一個月前已購入元朗
加州花園一單位，計劃申請居所資助。及至1994年
10月，庫務署要求梁呈交一份自行核證的租金收
據，以證明他仍居於麗港城，於是梁呈上一份由他倆
夫婦簽署的租金假收據，訛稱租至11月。梁騙得房
屋津貼及申請首期貸款，合共逾400萬元。
56歲的梁潮炳於1992年10月加入政府車輛管理處
任職事務經理，屬於政府居所資助計劃下的津貼及首
期貸款合資格申請人。其後，車輛管理處與另外兩個
部門合併，成為現時物流服務署，梁亦晉升為物流署
車輛管理總監。他在去年5月被廉署拘捕後一直停
職。
政府物流服務署負責為香港特區政府各決策局和

部門提供物流支援服務，包括採購和物料供應、運輸
和車輛管理以及印刷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政府物流服務署車輛管理總監梁潮炳去年參與升職面試

時，「自爆」多年前因未能在限期內申請首期貸款及房屋津貼，所以遞交假租金單據，

成功騙去房津及貸款逾420萬元。他早前在區域法院承認欺詐罪，法官昨日判刑時指被

告違反政府對其的信任，不適合判處社會服務令，但考慮他服務政府20年，而且是自揭

罪行並已償還所有騙款，因此判監8個月、緩刑兩年。

■梁潮炳認呃房津及貸款，被判監8個月，緩刑兩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九龍西醫院聯網昨日
公佈2015至2016年度工作計劃，因應服務對象以長
者、基層市民為主，聯網旗下8間醫院將合共增加1.65
萬個普通科門診名額及900節急症室的支援診症節數。
另外，醫護人手仍然緊絀，九龍西聯網由2014年7月至
2015年6月，醫生及護士流失率分別為3.7%及4.1%，
但聯網指流失率較醫管局平均為低，加上有新醫科畢業
生填補空缺，所以問題不大。
九龍西醫院聯網服務本港逾25%人口，面對人口老
化帶來的醫療壓力，未來將推出多項計劃應付與日俱
增的服務需求，包括大幅度增加荃灣及東涌區普通科
門診名額、急症室支援診症節數，以加快處理第四類
別分流個案。聯網又會增加內窺鏡檢查項目及16個血
液或腹膜透析名額等，希望減低專科門診壓力。

瑪嘉烈明年增2000精神科新症額
醫院管理局九龍西醫院聯網總監董秀英表示，聯網

明年將於瑪嘉烈醫院增加2,000個精神科專科門診新症
名額，並增設專科門診電話查詢服務，若試行效果良
好，會推廣至其他醫院。至於人手短缺及流失問題，
她透露，由去年7月至今年6月，醫生流失率為3.7%，
當中精神科、婦產科及深切治療部成為「重災區」。
她表示，聯網本年度醫護流失率較醫管局平均略低，
加上因7月至8月有新醫科畢業生投身公營醫療體系，
流失率高的專科已填補大部分空缺，因此問題不大。

醫護人手空缺5%料增聘
董秀英表示，聯網醫護人手仍有約5%空缺，預計增
聘50名醫生、200名護士及60名專職醫護人手，未來

會透過繼續聘請退休醫生以
紓緩人手流失及維持服務質
素。截至今年8月，九龍西
聯網內有 1,492 名醫生及
5,515名護士。
早前北大嶼山醫院有一名

老翁在急症室外失救死亡，
身兼北大嶼山醫院行政總監
的董秀英(小圖，翁麗娜 攝)
形容院方「經一事，長一
智」，認為事件是由於溝通
不足引致，並非當值護士警覺性不足，現階段看不到
有個別醫護人員需要為事件負責。她強調，會檢討事
件的不足之處，亦會與醫管局其他醫院分享經驗，未
來日子將加強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荃灣仁濟醫院新大
樓今年2月啟用，門診及專科門診部診症室數目由36
間增至54間。仁濟醫院助理行政總監暨門診部服務
主管王國良昨日表示，以往診症室似「劏房」，兩名
醫生共用一間房診症，現時無須再出現有關情況。另
外，醫院重建計劃第二期工程已經展開，屆時E、F
座舊院將會拆卸，以興建園景及停車場，預計明年第
二季竣工。

C座一站式服務惠長者基層
荃灣仁濟醫院早前獲立法會撥款近7億元，用作

兩期重建工程費用，首期工程已於今年初完成，
新大樓C座提供全面一站式綜合醫療服務，包括全
科診所及家庭醫學專科診所；內科、外科、矯形

及創傷外科、婦科、眼科專科門診、兒童及青少
年日間診症中心等，預計能針對區內長者及低收
入家庭需要。

藥劑部3月開始24小時運作
王國良表示，新大樓提供更寬敞空間，醫生無
須再於「劏房」診治病人。他指昔日兩名醫生中
間僅靠一道簾隔開，環境擠迫，隔音效果欠奉，
病人有可能回答另一名正在問診醫生的問題。由
於獲醫管局額外撥款，新大樓藥劑部今年3月開始
24小時全天候運作，方便晚上求診的病人取藥。
王國良表示，藥劑部於今年2月把原本位於門診部
的藥房及主座藥房合併為一間藥房，為領取藥物
的市民提供更多取藥窗及寬敞的等候區。

▲王國良表示，
以往診症室似
「劏房」，兩名
醫生要共用一間
房診症，現時無
須再出現這種情
況。 翁麗娜 攝

◀仁濟醫院新大
樓設有 24 小時
運作藥房，方便
取藥。

翁麗娜 攝

■龍蟠苑業
主代表質疑
該業主立案
法團涉嫌違
反《建築物
管 理 條
例》。

趙虹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