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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椒油「光復男」上訴駁回即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 去年所謂「光復元朗」
的「反水貨客」活動中，有
示威者被揭發攜有含辣椒素
及異丙醇類噴劑的噴霧瓶，

辯稱混合劑性質溫和 官指定罪根據使用意圖非物質爭議

早前在屯門裁判法院被裁定
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成，判囚
4 個月。被告昨在高等法院
提出上訴，辯稱專家證人也
指該辣椒油混合劑性質溫
和，攻擊性低，認為定罪不
穩妥。高院暫委法官陳仲衡
指爭議非物品的本質，而是
使用者的意圖，認為上訴人
當日有在示威中使用噴劑射
人的意圖，裁判官推斷合情
理，故即時駁回其上訴，一
直獲保釋的上訴人須即時入

25 歲報稱任職保安員的林達
上訴人為
榮，其親友昨聞判後禁不住傷心抽
泣。

指濃度少於「椒霧」三十分之一
林昨陳詞時引述原審專家報告指，當日
在他身上搜出的辣椒油混合劑，較防衛用
的胡椒噴霧的濃度少於三十分之一，而且
很多家用物品如洗手液亦含有涉案混合劑
內的異丙醇，噴嘴的射程只達一米。
他強調涉案辣椒油混合劑性質溫和，攻
擊性低，再參照當時環境證供，當時發生
示威地點是公眾地方，亦有其他非遊行人
士、途人和街坊出現，所以難以作出合理
推論證明其有犯罪意圖，認為原審裁判官
裁定出錯。

手插藏劑右衣袋可隨時取用
高院暫委法官陳仲衡指，所爭議非物品
的本質，而是使用者的意圖，如同平日在
家中使用的萬用摺刀、菜刀或廚刀，亦可
使用作為攻擊他人的武器，而且涉案混合
劑噴射達一米，亦可作近距離攻擊。
有關混合劑內的液體如接觸眼睛及鼻
腔，會感到刺痛及刺熱，上訴人在案發時
一直將混合劑藏於右衣袋而非背包，他手
插衣袋，目的是隨時取出混合劑，結合所
有當時的環境證供考慮，認為原審裁判官
推論上訴人有意圖使用該混合劑而傷害他
人是合情合理，故駁回上訴人的定罪上
訴。
案情指 2015 年 3 月 1 日下午 4 時，「反水

港區人代沿「天梯高速」赴西昌視察
峻嶺之間，山巒重疊、地勢險惡，其
中特長隧道兩座，長隧道16座，特大
橋23座，大橋168座。
因此，雅西高速又有了「天梯高
速」的別稱，更被國內外專家學者
公認為國內乃至全世界自然環境最
惡劣，工程難度最大，科技含量最
高的山區高速公路之一。

■港區全
國人大代
表團昨日
在 有「 天
梯高速」
之稱的雅
西高速公
路下合影
留念。
姚嘉華 攝

讚鬼斧神工 值得港人見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姚嘉華 四川
報道）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四川視察
團昨早由雅安市坐車出發，沿着有
「天梯高速」之稱的雅西高速公
路，前往西昌市，視察當地的經濟
社會發展情況。眾人代均對此高速
公路讚賞有加，認為值得所有港人
到此一遊，感受人類無懼困境的建

設力量。
雅西高速公路是一條連接中國西部
四川省雅安市和涼山彝族自治州首府
西昌市、全長 240 公里的四車道高速
公路。這條全長 240 公里的高速公
路，由經四川盆地邊緣向橫斷山區爬
升，跨越青衣江、大渡河、安寧河等
水系和12條地震斷裂帶，展佈在崇山

眾人代在沿途均顯得雀躍萬分，
不忘拿出照相機拍下建築的鬼斧神
工。他們大讚此道路建築困難非
常，但卻成功解決了當地人民的交
通問題，絕對是對人民的一大貢
獻，值得所有港人前來見識感受。
其後，他們又去到冕寧縣復興鎮
建設村視察，了解當地政府如何透
過現代農業、村辦企業、鄉村生態
旅遊業的綜合發展模式，協助村民
增加收入。村民們用地道的農家食
品和表演，歡迎他們的到來。

強烈譴責

擾亂議事堂秩序

強烈呼籲

維護立法會尊嚴
根據香港法例規定立法會議員就任前需經過一項宣誓程序方可
正式成為立法會議員，履行立法會議員職責。我們目睹有一批候
任議員在昨天的宣誓程序中並沒有完整依法完成宣誓，現強烈要
求主席依法裁定該等候任議員宣誓無效，不能出席立法會所有會
議及投票，除非該等議員自願完全按照原文再一次宣誓。我們進
一步認為，完整依法宣誓是指由踏上宣誓台開始和結束。

香港貴州商務促進會

客」的行動正在進行，其間警員見上訴人
行經元朗壽富街，見其全身黑色裝束，手
插衣袋，急步走向奶粉城並突然轉身離
開，認為他形迹可疑，故上前截查。
上訴人伸出手後，見到他手持涉案噴水
樽，入面有棕色的液體。

控方專家不認為可在家中用
其後警員帶上訴人上警車搜查，又在其
背包找到燒焊手套、4個口罩，以及兩件未
開封的便利雨衣，所以將他拘捕。上訴人
在被捕後聲稱有關液體是辣椒油溝水。
化驗涉案噴水樽的控方專家證人指，有
關噴水裝置的射程達一米，入面的液體含
有辣椒素，如接觸眼睛及鼻腔，會感到剌
痛及刺熱，不認為裝置可在家中使用。

活腎「交叉捐贈」有望明年底試行

獄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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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達榮(中間紫色上衣者)因身藏辣椒油混
合劑遭定罪，判處入獄。
資料圖片

■張偉麟（右）指交叉捐贈已獲倫理委員會通過。中為趙苡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虹） 器官捐贈對
器官衰竭的病人而言，是重獲新生的唯一機
會。香港現時輪候腎臟的器官移植者多達近
2,000 人，佔輪候名冊總數近 80%。醫管局
臨床倫理委員會已通過涉及活腎移植的「交
叉捐贈」，待解決法律問題及完成各持份者
的諮詢後，有望明年底試行該類捐贈。
年約 40 歲、任職文員的趙苡彤 5 年前持續
出現咳嗽及氣喘，最終因呼吸困難而求診，
並確診患有罕見的淋巴管平滑肌瘤病
（LAM），必須接受換肺。她昨日表示，
在輪候合適器官期間，「說一句話都要停 5
次」，日常生活離不開氧氣機協助呼吸，且
活動範圍只局限於以氧氣機為中心的約 5 呎
內。
幸運的苡彤等待近兩年，終等到合適器官
捐贈。她坦言，移植手術後，深深地呼吸了
第一口氣，感覺很舒服且幸運，對那名無私
捐贈者有說不出的感激。已回復健康的苡彤
近年更可參加移植運動會的跑步項目。
她一度感慨地說：「從未想過可再次在運
動場上跑步，(現在的健康)是一個奇妙恩
典。」

腎臟輪候者佔1983宗

本港器官移植輪候最多有逾 2,500 人，以
腎臟輪候個案最多，佔 1,983 宗，其次為肝
臟（98 宗）及心臟（41 宗），估計平均每

趙虹 攝

年整體有 50 名輪候病人死亡。面對腎臟移
植的供不應求，醫管局聯網服務總監張偉麟
透露，涉及活腎移植的「交叉捐贈」已獲醫
管局臨床倫理委員會通過，現處於法律諮詢
階段。
張偉麟指出，由於該類捐贈涉及有條件捐
贈，「兩個配對組合或家屬互相捐贈器官予
對方的家屬，與現時無條件、無私奉獻的捐
贈宗旨有抵觸」，待解決有關抵觸後再作內
部及公開諮詢，預計明年底可試行該類捐
贈。
由於器捐者需為腦幹死亡者，惟張偉麟估
計每年約有 100 宗至 120 宗腦幹死亡個案，
當中更只有約半數願意捐贈器官。為增加尋
找潛在合適捐贈者的機會，他透露會在所有
公立醫院最能發現中風或腦部重創的腦死者
的三個部門，即腦外科、內科及深切治療部
設醫護小組，以便及時發現合適的潛在捐贈
者。

15個港鐵站設器捐攤位
另外，除在政策措施方面擴大接觸合適器
捐者的機會外，港府將聯同港鐵，由本月起
至 12 月舉辦連串大型器官捐贈推廣活動，
包括明天在 15 個港鐵站內設立器官捐贈宣
傳攤位，以及宣傳巴士巡遊。
衛生署亦會安排器官捐贈宣傳車於下月到
訪18區共30處地點，推廣器官捐贈。

逾半前列腺癌患者冀獲家人鼓勵抗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虹）
癌症治療前路長遠且艱辛，旁人
的關心及協助分外重要。有調查
發現，逾半前列腺癌患者希望家
人會鼓勵他們積極抗病。有本想
放棄治療的末期前列腺癌患者在
妻子鼓勵下，決定接受治療，妻
子更不離不棄、風雨不改地陪同
他一起走過艱苦道路，病情終大
有好轉。
根據醫管局癌症資料統計中心
數字，前列腺癌個案由 2004 年的
不足千宗，躍升至 2013 年的逾
1,600 宗，位列男士常見癌症第三
位。現年 71 歲的李勝利 4 年前開
始出現每半小時夜尿一次並持續
半年，雖小便頻密，但沒有求
診。
其後李勝利因全身骨痛，起床
等日常簡單動作亦感困難下求
診，發現前列腺特異抗原
（PSA）數值高達 3,000，癌細胞
入骨，確診為末期前列腺癌。本
打算放棄治療的他在太太一句
「反正你的命都不值錢，為什麼
不嘗試接受治療？」毅然決定接
受荷爾蒙治療及化療。

分居妻用心陪夫擊退癌魔
在接下來的漫長治療過程中，
本因與丈夫性格不合而分居、與
女兒居於九龍逾 10 年的李太太此

■李先生(前排中)希望可以活得更長久，好享受與妻女的每一天。前
排右為李太、後排左一為潘明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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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風雨不改地陪同丈夫到威爾斯
親王醫院接受治療及覆診。若發
現丈夫因治療而胃口欠佳，她便
會烹飪一桌他喜愛的上海菜以助
開胃。李先生現時病情已轉好，
最近一次的PSA跌至理想水平。
已 67 歲的李太太昨日坦言，與
丈夫已結婚近半世紀，希望可以
陪伴丈夫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
李先生亦對妻子的付出感多謝，
更一臉靦腆地說「這個老婆好
好」，希望可以活得更長久，享
受與妻女生活的每一天。
為了解前列腺癌患者及家屬情
緒及心理需要，香港泌尿腫瘤科

學會聯同多個關注組織，於今年
6 月至 9 月期間，與 111 名年齡介
乎 60 歲至 79 歲的患者及 63 名家
屬面談並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發
現，過半受訪患者希望家人會鼓
勵他們積極抗病，其次為陪伴看
醫生或覆診（42%）及共同參與
治療決定（40%）。
學會副會長潘明駿表示，前列
腺癌病徵包括持續尿頻，及排尿
困難等症狀，甚至可能因癌細胞
擴散而出現盆骨或脊骨疼痛，患
者應盡早求醫。若有家族病史、
長期食用高熱量或高脂肪等食物
亦會增加患癌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