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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委會調查進度慢
病人呻壓力甚病魔

中學生試「爆」火花兩米碎片四濺
睇網片後球場做「實驗」校方：已輔導教育安全

該段上載Youtube的短片近日在網上流傳。片中顯
示數名身穿校服的男生，先後將一些不明的化學

品分別放入盛載不明液體的膠杯及玻璃樽內。膠杯首先
傳出爆炸聲，其後玻璃樽在一聲巨響後爆炸，火花濺起
高達兩米，玻璃樽的碎片散佈地上。儘管原片已被刪
除，但有網民已將之備份（Backup）及繼續廣傳。

近頻有爆炸品案 動機堪憂
由於近期出現多宗涉及爆炸品的案件，令不少人擔心
在短片中試驗爆炸品者的動機。去年立法會表決政改方
案前夕，鼓吹「港獨」的「全國獨立黨」就在Facebook
專頁聲稱：「倘若617通過政改表決，香港人要有心理
準備當天會有傷亡，立會將會變成第二個烏克蘭廢
墟。」其後，該「黨」多名成員涉嫌在西貢蠔涌舊亞視
廠房試爆炸彈，被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O
記）拘捕。

到去年底立法會審議新版權條例時，大樓外一個垃圾
桶遭縱火後爆炸。
有傳媒根據校服式樣追查，證實該批學生來自佛教覺

光法師中學。校方回應指，該數名學生一直「熱愛科
學」，最近在網上看到一個實驗後想自行嘗試，遂在學
校隔鄰的球場進行科學實驗。校方已向涉事學生提供輔
導及安全教育，包括教導學生在實驗時要確保自身及他
人安全。

爆炸品危害生命 判監終身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五十三條〈導致相當可能會
危害生命或財產的爆炸〉，任何人非法及惡意藉任何爆
炸品導致爆炸，而該爆炸的性質相當可能會危害生命或
對財產造成嚴重損害，則不論是否已對人身或財產實際
造成損害，均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判處終
身監禁。

根據第五十四條〈企圖導致爆炸或製造、存有炸藥意
圖危害生命或財產〉，任何人非法及惡意作出任何作為
意圖藉爆炸品導致爆炸，或串謀藉爆炸品導致爆炸，而
該爆炸的性質相當可能會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
害；或製造、管有或控制任何爆炸品，意圖藉以危害生
命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害，或使他人能夠藉以危害生命
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害，則不論爆炸是否有發生及是否
已對人身或財產實際造成損害，均屬犯罪，一經循公訴
程序定罪，可判處監禁20年。
根據第五十五條〈製造或管有炸藥〉，任何人製造爆

炸品，或明知而管有、保管或控制屬於爆炸品的任何物
品（不論他是否知道該物品屬爆炸品），除非他能證明
他是為了合法目的而製造、管有、保管或控制該爆炸
品，否則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判處監禁
14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反對
派支持者行動漸趨暴力，立法會大樓外早前
就發生垃圾桶被炸事件。網上昨日流傳一段
影片，顯示數名中學男生近日在學校附近空
地將化學品放入盛載混合液體的膠杯及玻璃
樽後，分別產生兩次爆炸，其中一次爆炸的
火花更濺起高達兩米，玻璃碎四濺。校方昨
日證實事件，並稱已為有關同學提供輔導及
安全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管
局昨日發表最新一期《風險通報》季
刊，並公佈5宗在病人體內遺留醫療
物料事件，當中曾有病人於手術後6
年才發現體內遺留一條長達4厘米的
引流管。另一份刊物醫療風險警示事
件及重要風險事件的周年報告亦於同
日公佈，2014年10月至去年9月底共
有39宗公立醫院通報的醫療風險警示
事件，較對上一年同期減少10宗。

39宗公院通報警示 少10宗
醫管局昨日發表最新一期《風險通

報》季刊，以及醫療風險警示事件及
重要風險事件周年報告。《風險通
報》分析5宗在病人體內遺留醫療物
料事件，當中曾有一名病人於2009年
接受脊椎狹窄手術，並有3個傷口引
管被放置體內，其中兩條在手術第一
天被移除，最後一條引管至手術第4
天被移除，其後該名病人定期覆診。
直至去年，該病人在醫生建議下再

次接受另一個脊椎狹窄手術，豈料醫
生卻在手術期間，從該病人體內尋獲
並取出一條長達4厘米的折斷引流管。
《風險通報》亦分析了兩宗病人自

殺個案及一宗因肺部活組織化驗樣本
被污染引致病人接受不必要外科手術
事件，另外呈報14宗重要風險事件，
當中包括12宗藥物事故及兩宗錯誤識
別病人身份個案。
醫管局發言人指出，該局已深入檢

討及分析事故的根本原因，從中汲取
涉及病人安全的寶貴經驗，希望透過
該刊物與醫護人員分享個案和相關改
善建議，避免日後再發生同類事件。

醫管局大會同時公佈2014年10月1日至去年
9月30日的醫療風險警示事件及重要風險事件
的周年報告，臚列公立醫院通報的39宗醫療風
險警示事件。
醫管局發言人表示，過去一年公立醫院呈報

的「重要風險事件」個案共有68宗，其中57宗
涉及藥物錯誤及11宗錯誤識別病人身份或資
料，而「重要風險事件」是指一些獲醫護人員及
時察覺並能夠糾正而未對病人造成永久傷害或導
致死亡的事件。兩份發佈刊物的目的，均為持續
提升公立醫院醫護人員的風險管理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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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醫委會聆訊效
率常為人詬病，有投訴病人苦候醫委會調查逾
一年，至今仍未有實質回覆，批評該會處理速
度緩慢且透明度低，令身為當事人的她對案件
一無所知。黃大仙區議員陳曼琪促請醫委會以
病人福祉為依歸，於會內加入更多委員，以加
快聆訊及處理個案效率。
病人張小姐昨日表示，過往曾聽從一名公立

醫院醫生指示，長期服用某種避孕藥物，直至
2014年確診乳癌後，才從其他醫生口中得知該
藥有導致乳癌的副作用，認為該名公立醫院醫
生事前並未有向她充分解釋藥物的風險及相關
副作用，涉嫌專業行為失當，故於2014年9月
向醫委會投訴，滿以為可以取回公道，豈料醫
委會表現令她大失所望。
張小姐批評醫委會至今從未主動向她解釋聆

訊或調查進展，每次都是她主動向該會詢問進
展，但卻一直未有實質回覆，亦沒有說明現時
的調查進度，令身為當事人的她對案件一無所
知。她哭訴指，自己一方面要對抗病魔，另一
方面要苦候醫委會消息，直言不時受失眠困
擾，身心受壓，「壓力還大過病魔的困擾。」

陳曼琪促加委員增效率
協助張小姐申訴的陳曼琪相信，是次個案只

屬冰山一角，不排除尚有大量苦候處理的投訴
個案，認為醫委會處理時間過長，或令投訴病
人的病情及情緒受到進一步傷害。她估計醫委
會處理個案緩慢或因內部人手或資源缺乏導
致，惟不代表投訴病人需要無了期等候。
政府近日提出醫委會改革，擬增加4名業外委
員，以提高聆訊處理效率。陳曼琪認為從病人權
益而言，增加委員以提高處理效率屬好事，故促
請醫委會以病人福祉為依歸，尋求任何可行的解
決方法，加快聆訊及處理個案效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屯門警區特別
職務隊3名警員，當中一人更為警長，據悉疑
因涉及年前一宗毒品案處理不當，前日被廉政
公署拘捕。廉署發言人昨日回應時稱，不會評
論個別事件。警方發言人亦稱對事件不作評
論。據悉，案件涉及向毒品拆家的線人索取情
報，但未有適當處理，之後有人向廉署舉報。

廉署拘涉毒屯門3警

呃廿對新人數十萬 婚禮店東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旺角一間

婚禮統籌公司涉嫌收取多對準新人訂金後，
負責人即不知所終，多名事主懷疑受騙，涉
款多達數十萬元，於是報警。警方將案轉交
海關跟進調查後，海關人員昨晨掩至太子道
西一個寫字樓單位拘捕有關負責人，他涉嫌
違反《商品說明條例》被扣查。
涉案為旺角金都商場內一間婚禮統籌公

司，聲稱可提供出租婚紗同攝影等婚禮「一
條龍」服務，該公司亦租用太子道西長榮大
廈一單位作化妝間及寫字樓。
消息稱，近期有逾二十對新人繳交訂金或
全數服務費後，發覺該公司近日沒有開門營
業，負責人亦無法聯絡不知所終，懷疑受

騙，涉及金額數十萬元，於是報警求助。

屢換名換舖 行家：全行出晒名啦！
有業內人士指，涉案自稱湯先生的男子年

約60歲，其公司曾最少換名換舖6次，「搵
食」超過 5年，直言：「全行都出晒名
啦！」
消息稱，原來去年5月起，已有人在網上
討論區及facebook開設專頁投訴該店「婚車
貨不對辦」等，提醒市民不要光顧。
有苦主更焦急道：「我2月19號結婚……

律師樓嗰邊一直都話未收到錢，今日已經係
最後一日入錢申請排期註冊……仲有一個月
就係啦，好徬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去年11
月區議會選舉北區祥華選區，繼早前參
選該區競逐連任的前區議員葉曜丞入稟
法院要求推翻選舉結果後，再有以百餘
票落敗的候選人入稟高等法院，稱選舉
主任在投票及點票過程中，未有妥當地
處理其投訴，以致選舉未能公平地進
行，及令其權利受損，故要求法庭檢視
選舉結果，裁定當選人、民主黨的陳旭
明是否合法當選。

黃嘉浩指陳旭明當選不公
申請人為落敗的「北區動源」成員黃
嘉浩，答辯人則為選舉管理委員會及律
政司司長。入稟狀稱，去年11月23日
區議會選舉當天，選舉主任宣佈陳旭明
當選，及於同月30日刊登公告。惟黃指
選舉主任未有處理其投訴，令選舉不能
公平舉行，故要求推翻選舉結果，惟入
稟狀未有透露事件詳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駐守
油尖區的44歲休班警長朱志豪，涉「撻
朵」嫖妓「食霸王餐」，5分鐘完事後
更恐嚇來自廣西的妓女3小時內離港，
否則拘留她7天。警長早前被裁定一項
藉公職作出不當行為罪成，昨在區域法
院被判監20個月。
辯方求情時望法庭考慮被告因案失去
長俸等額外懲罰，遭法官杜浩成反駁
「佢明知㗎喎」，又指被告濫用警員職
權獲取私人利益，更對罪案視若無睹，
徹底違反警員的責任，是極為嚴重的罪
行。
杜官又指，如果說被告因警務人員的
工作令他有機會干犯控罪，因此從輕發
落是有違邏輯，反而構成加刑因素。

召妓「食霸王餐」警長囚20個月

祥華區選再有翻盤入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名六旬男子涉嫌當無牌牙
醫，在油麻地一大廈單位內為病人提供牙科服務，有病人光
顧後感不適，揭發其懷疑無牌行醫後報警。警方接報昨聯同
衛生署人員掩至單位，將該名懷疑無牌牙醫拘捕，並當場撿
獲一批懷疑牙科用具，包括一張牙科椅。

經營兩年 只做熟客
被捕男子姓黃（60歲），因涉嫌「並非註冊牙醫而提供牙

科服務」被扣查。現場為新填地街272號慶華大廈樓上一單
位。消息稱，有人在上址經營牙醫診所已兩年，只做熟客生
意。報案人聲稱，經友人介紹到上址求醫，但事後感到不
適，經上網查證後，發現上址並非持牌診所，懷疑有人無牌
行醫遂報警。
警方油麻地分區雜項調查隊早前接獲多宗投訴，指有人在

上址無牌提供牙科服務，經調查後到昨日上午約11時30分，
帶同法庭搜查令聯同衛生署人員掩至上址，將黃拘捕，並當
場檢獲一批懷疑牙科用具。
根據牙醫註冊條例第三條，任何人如非註冊牙醫而在香港
以牙醫身份執業，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監禁5年；
如非註冊牙醫在對某人以牙醫身份執業，而導致該人受人身
傷害，刑罰更重。
在上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九龍城寨曾充斥大量無牌牙
醫，據悉當城寨清拆後，有無牌牙醫仍隱身於油麻地等舊區

暗中經營。

無牌診所欠衛生 病人冇保障
有執業牙醫表示，無牌牙醫診所設備欠缺衛生，病人毫無

保障，甚至有機會染上乙型肝炎、甚至愛滋病等。在1997
年，曾有一名的士司機疑因光顧無牌牙醫，其後感到牙肉痛
及持續發燒，昏迷入院半年後因細菌感染去世。死因庭最終
裁定事主死於不幸。

油麻地無牌牙醫 遭病人舉報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針對新界北區的非法追收債
務案件，警方前日起一連兩日展開代號「高山」（TOP-
CLIMBER）行動，拘捕6名男子，最年輕的只有15歲，涉
及6宗與非法收債相關的刑事案。新界北總區重案組高級督
察張寶月表示，涉案非法放債集團有三合會背景，利用青少
年賺快錢心態，以數百至1,000元利誘他們進行非法收債活
動。警方呼籲青少年切勿以身試法，以免干犯「刑事恐嚇」
及「刑事毀壞」等罪行。
被捕6人年齡15歲至50歲，其中4人是15歲至25歲青少
年，他們均涉嫌干犯與收債有關的「刑事毀壞」被扣查。
警方新界北總區刑事部經調查後鎖定6人，他們涉嫌於欠

債人的家人或鄰居的住所張貼大字報、淋潑漆油及堵塞鎖匙
孔，甚至以電話恐嚇等滋擾性或非法行為威逼欠債人清還債
務，6人分別於九龍及新界多處地點落網。

6男非法收數落網 最細15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小販管理隊主任「森哥」胡
廣森去年3月在中區打擊無牌小販，執勤其間追纏一名欲逃
走巴基斯坦裔無牌小販，遭對方用力推開致向後飛彈後腦撼
地，留醫3天後不治。巴裔小販昨在高院承認誤殺罪，還柙
至本月29日判刑。

官促控辯提供相近案例
法官指「一拳誤殺」情況罕見，要求控辯雙方下次提供與

本案誤殺情況相近的案例。
37歲被告辛尼（Rashid Khan）承認去年3月15日，在中
環德輔道中誤殺58歲小販管理隊主任胡廣森。被告在尖沙咀
遊蕩兩天後主動到警署自首。
暫委法官祁彥輝指，過往較少案例是一拳導致誤殺（one
punch manslaughter），他僅找到一個21年前的案例情況較
相近，要求控辯雙方下次提供合適案例，待看過當日拍攝到
案發情況的閉路電視片段及進行求情後，始作出判刑。辯方
一度要求保釋，惟法官指被告已被定罪，故不適宜繼續保
釋，將他還柙候判。

認誤殺販管 巴裔小販保釋遭拒

■■有學生把化學品放入盛載有學生把化學品放入盛載
混合液體的膠樽內混合液體的膠樽內，，然後產然後產
生爆炸生爆炸。。 網上片段截圖網上片段截圖

■■學生燃點盛載混合液體及化學品的膠樽學生燃點盛載混合液體及化學品的膠樽
後產生爆炸後產生爆炸，，火花四濺火花四濺。。 網上片段截圖網上片段截圖

■海關拘捕
婚禮統籌公
司負責人。
劉友光 攝

■警方在油麻地新填地街拘捕懷疑一名無牌牙醫。
劉友光 攝

■陳曼琪（左）促請醫委會尋求可行解決方
法，加快聆訊及處理個案效率。 趙虹 攝

■■警方展示部分追債字條及警方展示部分追債字條及
相關證物相關證物。。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1月21日(第16/009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1月23日

頭獎：$22,509,740 （1注中）
二獎：$703,480 （3注中）
三獎：$78,710 （71.5注中）
多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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