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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家長懶理檢討先言罷課
聲稱下周發動 校長批宣示意見不應影響子女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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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嚴重殘津再延續推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胃部分
的功能主要在於消化食物，但原來身體
沒有了胃部仍可以生存。有胃癌病人4
年內先後接受兩次切除手術，成為「無
胃青年」至今6年健康亦無出現大問
題，僅吸收情況明顯稍弱。有臨床腫瘤
科醫生指出，即使胃部被完全切除，只
要給予身體適應時間便可發揮其後備功
能，並回復一定消化功能。他又表示，
以前切除方案可說是唯一治療方法，但
現今醫學昌明，外國正研究透過注射藥
物集中攻擊癌細胞，從而降低對病人的
影響，發現30%至40%病人腫瘤有縮
小現象，瑪麗醫院臨床腫瘤科期望可尋
找到合適病人參與人體臨床研究。
根據醫管局癌症資料統計中心最新

數字，2012年香港胃癌新案例有1,113
宗，在各類癌症中排行第六，而死亡個
案則有657宗，排行第四。

從事文職工作的41歲高先生，10年前生活不
定時且又煙又酒，因持續一年出現胃脹及體力
不足問題而求診，被診斷患有第二期胃癌。他
其後接受切除手術，切去80%胃部，但4年後
再發現餘下20%胃部出現潰瘍，恐防其發展為
癌症而決定切除剩餘胃部，成為「無胃青
年」。

患癌初期切除 5年存活率90%
他昨日表示，術後初時身體不太適應，「吃

多少少便會頂住，甚至嘔出來。」時至今日，
高先生仍須多加注意飲食細節，如避免食用油
膩及辛辣食品等，且少食多餐。他強調，食量
與術前差不多，但身體吸收情況明顯稍弱，故
「現時一肚餓便吃東西，希望可以增到磅」。
瑪麗醫院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林嘉安指出，

即使胃部被全切除，只要給予身體適應時間便
可回復一定消化功能。他表示，現時本港病人
的胃癌治療方法及存活率，與其癌症發展情況
有密切關係。他解釋，若處於癌症初期，只要
配以切除手術及輔助化療，5年內存活率可高
達80%至90%，「若晚期才發現，多已出現癌
細胞轉移至其他器官的情況，5年內存活率可
謂少之又少。」
林嘉安表示，10年前的胃癌治療發展緩慢及

單一，切除方案可說是當時唯一治療方法，但
隨着醫學昌明，現時可採用化療，配上服用標
靶藥物的治療方案，惟化療會殺死健康細胞，
故對病人健康影響甚大。
林嘉安指出，現時國外正研究針對癌症的免

疫療法，盼藉注射藥物刺激身體免疫細胞集中
攻擊癌細胞，從而降低對病人的影響，「外國
數據顯示，30%至 40%病人腫瘤有縮小現
象。」他指出，瑪麗醫院臨床腫瘤科已參與兩
項由外國研究中心主導的國際性免疫療法研
究，望該院可尋找5名合適的本地病人參與第
三階段的人體臨床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關愛基金昨
日宣佈再度延續推行「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
特別護理津貼」援助項目，向符合資格的嚴
重殘疾者提供最多12個月的津貼，項目由社
署負責推行。是次再度延續推行項目的受惠
者必須於2015年7月31日年齡在60歲以下及
正領取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高額傷殘津貼；
以及在社區居住，並符合相關家庭每月入息
不多於全港相關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150%
的規定。
社署會根據符合資格人士在提出申請前3個

月的平均家庭每月入息，釐定其全期可獲得的
津貼額。津貼額分為三層，即家庭入息在全港
相關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100%或以下可獲
全額津貼（每月2,000元）、超過入息中位數
的 100%至 125%可獲 75%的津貼額（每月
1,500元）及超過入息中位數的125%至150%可
獲半額津貼（每月1,000元）。
社署將陸續發信邀請可能符合資格的人士遞

交申請。申請人須於明年2月29日或以前，將
填妥的申請表連同所需文件，郵寄或交回社署
關愛基金組。社署會發信通知申請人其申請結
果，並在明年2月底起陸續向符合資格人士發
放津貼。至於現有受惠於項目者則無須重新遞
交申請，社署將另行發信通知相關安排。
「為嚴重殘疾人士提供特別護理津貼」援助

項目於2011年9月開展，並分別於2012年11
月、2013年11月及2014年11月延續推行，為
居於社區並沒有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嚴重
殘疾者提供特別護理津貼。有關項目詳情可瀏
覽關愛基金網頁（www.communitycarefund.
hk）或社署網頁（www.swd.gov.hk）。如有查
詢，可於辦公時間內致電社署關愛基金組，電
話3422-3090。

挺TSA遭滋擾 陳仲翔批想滅聲
前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

會就TSA議題舉行公聽會，
其中民建聯成員陳仲翔亦帶同
就讀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

道）的女兒出席，表達他們反對取消TSA的
意見。不過，部分網民卻因他有政黨背景而
加以攻擊，更有人對他們作出電話滋擾，企
圖對支持TSA家長的滅聲。另一邊廂，前日
的公聽會有兩名激進反對派組織「熱血公
民」屬下《熱血時報》的主持出席發言，但
卻無人質疑其「政黨背景」。油天（海泓
道）昨日則特別發出聲明，表示不希望學生
因上述事件而受到不必要的騷擾。

雖然陳仲翔是家長，也有一個曾經考過
TSA的小四女兒，於TSA的議題上有其發言
權，但由於其意見不合部分激進網民的見
解，最終亦被惡搞和滋擾，並針對其民建聯
背景加以攻擊，又指責他「扮家長」。

陳仲翔昨日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自
前日出席公聽會後，昨天早上就有人對他
作出電話滋擾，並以粗口辱罵他。他認

為，有關攻擊是想滅支持 TSA 家長的聲
音，直言這是「香港的悲哀」，希望那些
人即使不喜歡建制派，亦可以用教育角度
去討論教育問題。

他強調，自己事前並沒有向民建聯表示
會去公聽會，之所以會出席是因為曾與女
兒討論TSA議題，而女兒認為TSA比學校
考試容易，願意到立法會表達意見。

激進組織出席卻無人質疑
當有人對陳的政黨背景加以攻擊的同

時，由「熱血公民」成立的《熱血時報》
亦有兩名主持何雅麗和張耀心出席公聽會
發表意見，但卻不見有人指出有問題。

油天（海泓道）昨日則發出特別聲明，
表示不希望學生因上述事件而受到不必要
的騷擾。同時，該校公佈其家長教師會早
前進行的問題調查結果，共收到340個家庭
的意見，顯示當中 52%認為應取消小三
TSA，另有43%支持維持現狀或以其他形式
修訂小三TSA。 ■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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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70名大埔區小學生的家長稱，為
了要讓教育局知道「事態嚴

重」，擬於本月8日至 10日發起罷
課。據了解，部分參與家長的子女就
讀區內的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
學、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及大埔循道
衛理小學。

涉事小學稱無收任何通知
不過，3間小學回覆傳媒查詢時均表
示，無收過任何家長的罷課通知。其
中孫方中小學校長盧秀枝就強調，該
校並沒有在課後操練TSA，只有一本
TSA練習，讓學生在長假期練習，以
了解TSA題型。她表示，自己尊重家
長的決定，但強調家長不應該以學生
的學習作為宣示意見的渠道，並表示
他們罷課日子和考試期只差10個上課
天，一定會影響學生的學習。
大埔循道衛理小學及聖母聖心小學
則表示，該校以保障學生利益為大前
提，會密切留意事件跟進，歡迎家長
提出意見。

教局憂對學童有負面影響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事件時亦指，理
解有關家長關注子女的功課及作息時
間，但憂慮如家長帶領子女罷課可能
會對學童產生負面影響，有違培養學
童學習的正面態度。當局希望有關家
長加強與學校溝通，透過家校合作減

少學童的功課及壓力。發言人又強
調，當局正就TSA進行檢討，並正積
極從不同途徑收集辦學團體、校長、
教師、家長等的意見。
雖然「TSA關注組」亦爭取取消小

三TSA，但其召集人何美儀昨日接受
電台訪問時亦表示，不認同罷課或亂
考，認為家長若這樣做，很難向子女
解釋何謂「責任」。不過，她強調自
己完全不接受小三TSA，認為學生之
間存在學習差異，不可能有個標準要
人人都達到。

李慧琼籲對症下藥勿一刀切
李慧琼則指出，在TSA的議題上，

社會普遍有共識，就是認為當中有過
分操練的操作問題，但她希望大家實
事求是，對症下藥，「（TSA）檢討
委員會1月、2月就有結果，5月才考
TSA，現在要做的，是要叫停不必要
的操練，這已經對小朋友無影響。」
她指出，由於現時小六TSA為隔年

考核，如果今屆小三學生不用考
TSA，其小六時候亦無TSA，變相整
個小學階段都無任何評核，去檢視他
們所接受的教學有沒有問題。
此外，她亦認同學生間有學習差

異，但指出若不去想辦法處理，差異
只會逐步擴大，而TSA則有助學校檢
視其教學成效，並從實際需要去調整
教學。

雖然教育局現正檢討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並將於明年初有結果，但約70

名大埔區小學生的家長有理無理，稱會於下星期發

起罷課。不過，多所涉事學校均表示無收到家長通知，有

校長更直言家長不應以子女學習去宣示意見，教育局亦憂慮家長帶

領子女罷課，或會對學童產生負面影響，就連「TSA關注組」召集

人何美儀亦不認同罷課。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呼籲大家實事求是，指

出既然TSA出現操練問題，就應該對症下藥，「有操練就停操

練」，而非一刀切要求取消小三TSA。 ■記者 歐陽文倩

下月的新一屆渣打馬拉松已踏入20周年，多年
來不少人以不同角色在賽事出現，市民卻未必清
楚。有資深義工見證市民為了作賽出盡法寶，也
有選手放棄作賽找人代跑「搞出大頭佛」；跑場
老手則見證愈來愈多人參賽，令活動成本港其中
一件盛事。
現年56歲的楊鴻波有18年馬拉松賽事義工經

驗，近年主要負責統籌在東區走廊10公里賽起點的安
排。他昨日表示，其工作不只是在起跑線打點那麼簡單，
更因從附近銅鑼灣及天后港鐵站前來的參賽者眾多，同時
亦負責人流管制。他指賽事在橋上展開，因此要在橋下的
興發街設檢查點，只容許帶備號碼布的參賽者上橋。
楊鴻波直言工作有難度，因既要確保選手按時到達起
點作賽，又要從大批人流隔走非參賽者，笑言不少人因
參賽名額爆滿仍想作賽而扭盡六壬，如使用彩色影印或
上屆的號碼布，更有人欲以手寫的號碼布「闖關」。他
表示，大會會在檢查點設5重至6重關卡檢查，確保不會

有其他人湧上橋，影響正式參賽者。

籲早到場令封路準時重開
多年來的義工服務，其中一樣令楊鴻波印象最深刻的

是部分參賽者不諒解他們的工作。他指為使賽事順利展
開，以令封閉的馬路準時重開，因此不得不禁止一些遲
到的跑手作賽，但被部分人誤解成「為難」，令他大呼
冤枉。他呼籲參賽者要提早到場，若然太多人因交通問
題遲到，會請示大會將賽事稍稍延遲開始。

難忘尋代跑手真家人
同樣有不少難忘事的，是近年主要負責事件協調中心的

統籌及運作的陳沖雨。現年58歲的陳沖雨擔任賽事義工
19年，他指其中一件難忘事為將一名暈倒跑手送院後通
知其家人，豈料接線的選手妻子指「一個鐘前才與老公飲
完茶」。陳沖雨始察覺傷者屬代跑手，要再大費周章才找
到其真正家人。陳沖雨笑言近年市民踴躍參賽，難以報

名，但呼籲跑手不要讓出參賽權，以免出現誤會情況。
除義工外，參與賽事的少不了跑手。現年58歲的霍志

英已連續19年作賽，他指多年來見證愈來愈多人報名，
當中全馬賽事1997年第一屆僅約300人，至上年已升至
約1.5萬人。他認為認現時資訊更發達，跑手有更多練習
的資訊，受傷率也因此降低。 ■記者 莊禮傑

■楊鴻波（左）、霍志英（中）及陳沖雨多年來分別以
不同角色參與渣打馬拉松，分享不同的見證。莊禮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嶺南大學昨日舉辦校
長與學生論壇，就嶺大發展及近日各項事端交換意見，
當中包括中文系助理教授陳雲因言論過火遭發信警告事
件。嶺大校長鄭國漢在論壇上向學生展示該段言論，內
容不乏侮辱女性的下流露骨字眼，又強調發警告信是要
維護嶺大核心價值。不過，嶺大學生會會長劉振琳仍盲
撐陳雲，宣稱「有小小智慧的人都看出是曲線文章（弦
外之音）」並非「真心侮辱」。此話引起在場一名嶺大
女職員即時起身反駁，指自己身為女性覺得該言論極之
侮辱，「秒殺」劉振琳的歪理。
鄭國漢昨日在校長與學生論壇上，解釋學校發展及回應
學生提問。有學生提及鄭國漢在3月發信警告陳雲宜慎言
慎行的事件，質疑有阻礙「言論自由」之嫌。鄭國漢隨即
透過大屏幕公開陳雲涉事的facebook評論水貨客的言論，
內容提及香港女性要「準備被『大陸佬』當街『揸波』」
及「洗乾淨陰道，準備好招待」等不堪入目的說話。

鄭國漢批評，有關內容粗鄙下流，嚴重污衊女性，完
全超出言論自由界限，自己不便朗讀，要求在場人士自
行觀看及評論，並強調嶺大的核心價值包括「對自身言
行負責，有個人品格及文化修養」，是次發警告信是要
盡校長責任維護嶺大核心價值及校譽。

鄭國漢指警告信屬勸喻
他又指出，陳雲曾在非法「佔中」期間鼓吹學生「血
戰」，已引起部分家長擔憂子女安危。事實上，校方過
去曾多次收到老師、家長、學生以至社會人士作出投
訴，甚至要求將他開除。鄭國漢強調該封警告信件不涉
任何懲罰或紀律行為，性質屬於勸喻，發信決定完全合
理。
出席論壇的劉振琳發言時稱不滿有關解釋，死撐指

「有小小智慧的人都看得出那是曲線文章，並非真心侮
辱女性」，反指警告信中提到「後果自負」有恐嚇成

分，阻礙「言論自由」。鄭國漢即反問道：「你是否認
為全嶺大師生都認同這並非污衊校譽？」在場的嶺大學
生服務總監譚倩冰即時起身指：「身為一個女性，我覺
得（陳雲言論）係極之侮辱。」令劉無言以對。

夏迪星離職屬最大懲處
另有學生提及嶺大前協理副校長夏迪星涉嫌抄襲博士

論文，及校董李以力所開辦的國力書院事件，質疑校方
未有作適當調查及懲處。鄭國漢回應時重申，夏迪星已
「認錯、道歉、協議辭職」，因承認錯誤已無需續查，
離職亦是相當大的懲處，反問學生能否提出更進一步的
具體懲處方法。
至於國力書院事件，他強調，校方並無權力處理校董

個人業務事宜，國力書院亦與嶺大無關，只可留待有關
教育局調查結果，又指事件仍在調查中，不宜妄言指控
對方犯錯，直至事件水落石出才可進一步跟進。

■■陳仲翔前日帶同女兒出席陳仲翔前日帶同女兒出席TSATSA
公聽會公聽會，，表達支持表達支持TSATSA的意見的意見，，
事後就被人電話滋擾事後就被人電話滋擾。。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林嘉安（左）指，只要給予身體適
應時間，切胃後可回復一定消化功
能。旁為高先生。 趙虹 攝

歪理盲撐陳雲 劉振琳遭「秒殺」

■鄭國漢（右）形容陳雲言論內容粗鄙下流，嚴重污衊女性，完全超出
言論自由界限，發警告信完全合理。 梁祖彝 攝

■鄭國漢透過大屏幕公開陳雲一段在facebook評論水貨客的言
論，內容不乏侮辱女性的露骨字眼。 姜嘉軒 攝

■劉振琳遭在場女職員起身
反駁。 姜嘉軒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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