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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因應預計今

年底竣工、明年分階段啟用的兒童醫院接

收罕有疾病患者的需要，本港有望迎來兒

科第五個亞專科。有醫生透露，由於大多

數罕有病與遺傳有關，故有專科學院設立

醫學遺傳科課程，預料今年6月邀請海外專

家來港進行評核，屆時衛生署醫學遺傳服

務及港大均有望隨後開展相關課程。有知

情人士透露，設立該科有助診斷患有罕有

疾病的懷疑個案，強調設立並非單為兒童

醫院，亦有助維持醫護水平。

兒科擬增遺傳科助斷罕疾
配合兒童醫院明年啟用 6月邀專家評核課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港鐵荃灣線尖
沙咀站月初發生的車廂縱火案仍歷歷在目，昨
晨11時許，警方又突然接獲市民報案，指在觀
塘線黃埔站月台發生爆炸，煙霧彌漫，大批警
員及消防員接報大為緊張，迅速趕抵月台調
查，卒證實並無發生火警及爆炸，不排除只是
月台末端一道通往路軌的逃生門，疑未有關好
呈半開，其間遇氣流撞擊後關上，因而引發巨
響，事件中大量灰塵吹入月台引起乘客誤會。

氣流撞擊月台門引發
港鐵發言人證實，昨晨11時25分左右收到
消防處通知，稱接獲市民報告黃埔站月台聽聞
爆炸聲。車站職員隨後到場配合消防和警方在
車站調查和搜索，結果證實並沒有發生爆炸事
故，車站運作正常，列車服務未受影響。

黃埔站巨響惹爆炸驚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尖沙咀一間
樓上珠寶公司發生懷疑詐騙案，一名曾光顧的
舊客，早前又再落單購買23萬美元（港幣約
180萬）鑽石，稍後支付15萬美元（港幣約
117萬）訂金便取走鑽石，惟事後珠寶商一直
未能聯絡該客人收取尾數8萬美元（港幣約63
萬），懷疑被騙，前日決定報警，警方暫列作
盜竊案跟進。
疑被「走數」的珠寶公司位於尖沙咀寶勒巷

6號至8號盈豐商業大廈樓上。消息指，懷疑
男騙徒是本地人，去年12月下旬曾向該珠寶
公司購買一批鑽石，並順利完成交易。及至上
個月，該名男子再向珠寶公司選購7顆總值23
萬美元的鑽石，先支付15萬美元作訂金，要
求盡早取貨，聲稱稍後再支付8萬美元餘數，
詎料提貨後即失去聯絡，珠寶公司懷疑受騙，
昨日下午1時許由南亞裔負責人報警求助。
警方正調查是否有人處心積慮，施以拋磚引

玉之計，減低珠寶公司戒心後行騙，暫列作盜
竊案交由油尖警區刑事調查隊第7隊跟進，暫
時無人被捕。

珠寶商拖尾數 呃180萬鑽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騎單車
六旬翁，昨午在深水埗醫局街疑由車隙穿出橫
過馬路，一輛中型貨車疑視線受阻未能察覺，
開車將其連人帶車撞倒捲入車底，當場盆骨移
位，雙腳嚴重受傷，消防員到場將他救出送
院，警方正對意外展開深入調查。
意外發生於昨午1時許，一名姓林（55歲）
男子駕駛中型密斗貨車，沿深水埗醫局街駛向
旺角，至石硤尾街對出時，遇上塞車停下，消
息稱，適時姓應（67歲）事主騎乘白色單車在
貨車前橫過馬路，疑有人未有察覺，甫再開車
即將單車撞翻，司機聞聲立即煞車，但已將對
方連人帶單車一併捲入車底。
有目擊者稱，事主被困車底，盆骨撞至移

位，雙腳重傷，但仍然清醒，雙手力撐貨車底
免身體被重壓，途人見狀報警求助，消防員到
場將傷者救出送院救治。肇禍林姓司機在現場
協助調查，稍後警方將貨車及單車拖走待驗。

單車漢捱貨車撞捲車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屯門一物流
公司男職員，前日早上駕駛客貨車提取一批貨
物離開往送貨，惟有去無回，更一直失去聯
絡，及至當晚僱主在葵涌貨櫃碼頭路尋回人去
車空的客貨車，一批總值約92萬元的電子零
件已不知所蹤，懷疑有人監守自盜，警方接報
後已列作盜竊案，交由葵青警區刑事調查隊跟
進，暫時無人被捕。
懷疑監守自盜的失蹤男僱員姓林（31
歲），據悉受僱於屯門天后路一間物流公司，
前日早上他到上址提取5箱合共約值92萬元的
電子零件，搬上一輛客貨車離開聲稱往送貨，
其後公司姓郭（39歲）男僱主發現有異樣，但
一直無法聯絡林。
前晚8時許，郭追查至葵涌貨櫃碼頭路108

號一油站對開，赫然發現失蹤男僱員駕駛的客
貨車停在上址路邊，惟車內無人，價值約92
萬元的電子零件亦無影無蹤，懷疑有人藉工作
之便進行盜竊，於是報警。警方現正設法追查
該名涉案男僱員及有關貨物下落。

疑盜92萬電子零件
物流男人去車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
對年邁夫婦遇上電騙黨，昨中午接
獲「姪兒」電話稱在內地被執法機
關扣查，急需現金保釋，夫婦急往
九龍灣麗晶花園一找換店匯款3萬元
人民幣，其後騙徒要求再次匯款1
萬元，兩人折返找換店準備再匯
款，幸找換店職員機警提醒，兩人
遂聯絡姪兒求證，終證實遇上電騙
黨，兩老報警求助，警方列作詐騙
案跟進。
案發昨中午12時許，一名黃姓老

翁（80歲）在牛頭角家中接獲自稱
「姪兒」電話，聲稱在內地被扣
留，要3萬元現金保釋，他遂偕老妻
到麗晶花園商場內一間找換店，將3
萬元匯入一個內地戶口。
找換店葉姓職員指，當時見該戶

口非黑名單，老夫婦又無異樣，遂
替其將3萬元人民幣匯入該戶口。僅
約5分鐘後，老夫婦神色緊張折返，
要求再匯款1萬元人民幣入該戶口，
葉感可疑查問了解，對方即透露是
「姪兒」再致電要求多1萬元人民幣

協助拯救朋友，葉懷疑兩老可能遇
上電騙黨，即建議：「你哋打給姪
兒聯絡咗先啦…….」兩老即致電姪
兒，證實對方正在馬來西亞旅行，
老夫婦始驚覺受騙，惟有報警求
助。
另一名江姓職員稱：「能幫到

人，我哋都好開心。」他表示早聽
聞曾有找換店及時阻止類似騙案，
為遏止騙案，同事感可疑都會「問
多一、兩句，能幫到人，是一件好
事！」

老夫婦匯款救「姪」找換店識破電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所謂食髓知味，一名男子疑知悉落
馬洲多個貯存日用品的小型貨倉位
置，兩度摸黑潛入倉內盜竊，偷去
總值2萬多元的化妝品、奶粉等日
用品，倉主進行盤點時發現貨物失
蹤，翻查閉路電視證實貨倉遭人爆
竊。警方接報通宵冒寒於現場守
候，昨清晨卒拘捕一名涉案男子，
在他背包起出一批化妝品，當場人
贓並獲。
涉爆竊小型貨倉被捕男子姓賴

（45歲），現被扣留作進一步調
查。有人被捕後承認與該貨倉另外
兩宗爆竊案有關。據消息稱，有人
疑曾當水貨客，知悉落馬洲的小型

水貨倉的分佈及運作，因利乘便爆
竊貨倉，盜貨轉售套現「搵快
錢」。
現場所見，竊案現場位處潘屋

村內一空地，該空地接近落馬洲
口岸，外圍有鐵皮，內裡約有三
個由鋅鐵、帳幕搭建而成的小型
貨倉。
該些小型貨倉設施簡陋，每個

「倉」只有鐵欄和鎖鏈上鎖，並貼
出告示稱有閉路電視監察。據悉，
上址因鄰近落馬洲關卡，所以有不
少專供水貨的「頭目」租用小型貨
倉，初步疑遭爆竊的貨品，主要是
運返內地銷售。
警方表示，本月接獲兩宗報案，

指一個位於落馬洲潘屋村的貨倉於
本月22日及23日，分別被盜去總值
約1.8萬元的化妝品、探熱針及總值
約3,900元的奶粉。
落馬洲分區特遣隊人員遂部署反

爆竊行動，於昨日凌晨通宵在寒冷
天氣下，於潘屋村埋伏，至清晨約5
時，發現一名可疑男子進入貨倉。

涉盜3萬奶粉化妝品
稍後，該名男子離開貨倉，埋伏

的便衣警員上前將他截停，在他背
包內發現疑屬偷來的9,000元化妝
品，遂以涉嫌盜竊將他拘捕，案件
由邊界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跟
進。

三爆水貨倉「識途馬」斷正

便服日變成易服
日？網上熱議一屯門

區中學於剛過去周五的學校便服日，多名
男生在早會後換上向女同學借來的校裙，
在校園尖叫歡呼，引起全校注意。經訓導
老師警告後，涉事學生一度「屈服」，卻
於午飯時再穿上校裙衝出校園以示不滿，
但返校時再次被截，將面臨懲處。有學生
指，校規並沒列明男生不能穿校裙，質疑
處分「莫須有」。網民爭相表態，有人形
容「人不瘋狂枉少年」力撐學生有創意，
但亦有人指刻意「玩嘢」易服並非尊重自
己、尊重學校的表現，應注意言行舉止。
fb專頁「名校Secrets」前晚上載一帖

文，由一屯門區中學生撰寫，指當日一群
中四男生在便服日早會後換上校裙，並在
學校尖叫、歡呼，跑來跑去，引起全校注
意。隨後，訓導老師要求他們換回便服，
否則記缺點，帖文形容涉事學生「最終不

敵訓導主任的無理取鬧」。

校方開會定懲處
午飯時，該批學生趁老師不在，再次穿校

裙衝出學校外出吃飯以示不滿，但回校時再
次被截，將在本星期開會決定如何懲罰。帖
文引述涉事男生「不斷搵校規漏洞」，指當
中並沒任何條文不准男生穿校裙，便服日前
校方亦無示意不能穿異性校服，質疑校方
「極權主義」，罪名「莫須有」。

網民熱議 人言人殊
帖文發佈後，隨即引起網民熱議，上載

22小時已有1萬個「讚好」、1,700個「嬲
嬲」、2,400個分享及逾千個留言，當中不
乏支持學生的言論。網民 Joey Ng說：
「Think out of the box，幾有創意啊，仲
識睇熟校規先同訓導理論，有前途。」
Brandon Yau則稱：「自己中學時就算

幾不滿學校政策或上堂，至多都係消極對
待，好少有勇氣同有具體想法如何反
抗……呢班學生由反抗既（嘅）內容、策
略、抗辯理由，都係認真而無可挑剔」。
不過，有人對學生舉動嗤之以鼻，Ho

Chun Yin指：「（如果）企硬出埋家長
投訴，出信去平機會舉報，學校未必夠你玩，
但平心而論，作為學生，這樣玩野（嘢）好
嗎？我覺得學校與學生雙方要互相尊重，著
（着）校裙出街，縱然合法合例，但肯定不
是尊重自己，尊重學校的表現。」
Cherry Chan形容：「根本係為反權威

而不合作，明明唔岩（啱）既（嘅）野
（嘢），都講到好有道理咁，校服係代表
學校校方應該有權決定穿著（着）既
（嘅）要求……而且如果成班男學生著
（着）女裝校服外出用膳，校外的家長會
如何理解此學校的校風。」

■記者 溫仲綺

男生便服日穿裙 拗校規抗辯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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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罕有疾
病患者不但被

疾病困擾，亦要承擔昂貴藥費。
有關注組織指出，若想新藥納入
藥物名冊，需要「過三關」，不
少病友提議放寛有關規定。有醫
管局成員直言，該局處理速度
「超級慢」，關卡及要求過多，
有必要作出改善及放寬。
香港罕見疾病聯盟主席曾建平

昨日指出，根據現行機制，若想
新藥納入藥物名冊，需要通過由
各醫院聯網總監組成的藥事管理
委員會、醫管局藥物建議委員
會，以及藥物名冊委員會合共三
關，過程耗時，故有病友提議放
寛有關規定。他透露，稍後將與
該局關注不常見疾病的委員會進
行商討，反映患者對藥物名冊的
訴求。
香港肝臟移植協康會副會長、

醫管局成員葉永堂回應指，新藥
是否納入藥物名冊具一定複雜

性，加上各藥物委員會有眾多不同持份
者，處理速度不是很理想，形容速度是
「超級慢」。他又指，現時新藥納入名
冊關卡太多，要求亦過多，有必要改善
及放寬。
立法會醫學界議員陳沛然指出，罕有

疾病藥費支出龐大，部分罕有疾病的一
針劑支出可達數百萬元，「藥錢貴到我
都呆咗」，認為政府若有意集中醫治相
關病人，藥物開支將是一大問題，但相
信「政府有心做、想決心做的事一定做
到。」 ■記者 趙虹

新
藥
入
冊
過
三
關

病
友
盼
放
寬
救
命

香港罕有疾病聯盟昨日舉行「2017世
界罕疾日研討會」，邀請多名專家

分享有關罕有疾病的現況及未來發展。
出席活動的香港罕有疾病聯盟理事、
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
教授鍾侃言透露，未來會加入兒童醫院
醫療團體，並指出兒童醫院集中接收最
嚴重及複雜的兒科個案，包括罕有疾
病。雖然政府至今仍未就罕有疾病下定
義，但據估計約80%罕有疾病與遺傳病
學有關，故設立遺傳專科的工作已在進
行中。

伊院港大有望培訓開課
鍾侃言續指，過去數月兒科醫學院就
遺傳專科的訓練課程進行商討及設計，
預料今年6月邀請海外專家來港評核課
程。一旦通過，設於伊利沙伯醫院的衛
生署醫學遺傳科，以及港大均有望開展

相關課程及培訓，並表示有信心通過評
核，更坦言兒童醫院的落成催化該專科
的誕生。
他續指，會爭取現時已完成6年兒科

基礎課程的人士，只需額外接受2年至3
年的專科訓練，便可成為合資格的醫學
遺傳科專科醫生。而在衛生署醫學遺傳
科服務多年的資深醫生亦有望一旦通過
海外專家審核，即可晉身為專科醫生，
至今已有4名至5名醫生申請審核。

衛署遺傳科冀建認證課程
有知情人士向本報透露，衛生署醫學

遺傳科服務設立逾30年，雖具高醫療水
平，惟一直未有進行專家認證，因此有
意建立一個有系統且具認證的訓練課
程，從而確保自稱專家的人士是受過評
核，最快可在6月邀請專家進行課程評
定。

知情人士續說，現時本港兒科有腦
科、呼吸科等合共4個亞專科，若獲醫
專通過且醫委會接納後，兒科的亞專科
將增至5個。他強調設立並非只單為兒
童醫院，同時亦有助維持醫護水平，讓
求診市民更有信心。
知情人士估計，醫學遺傳科專科醫生

多集中診斷患有懷疑罕有疾病的病人，
追蹤家族史、提供產前及輔導工作，故
當兒童醫院落成時，多接收相關個案，
再因應病情需要，轉介至其他相屬的兒
科專科。
醫院管理局發言人回覆本報查詢，指

兒童醫院首階段投入服務之專科包括兒
童癌症、兒童心臟科及兒童腎科，亦會
於下一階段規劃引入其他兒科專科至兒
童醫院，強調該局不論該疾病的病患人
數，均會為所有患者提供合適的診斷、
輔助及治療。

■網上熱議有男學生於便服日穿女生校裙
遭學校阻止。圖為疑似涉事學生穿校裙外
出用膳。 網上圖片

■■警方在黃埔站月台調查爆炸警方在黃埔站月台調查爆炸
疑雲疑雲，，前方為月台逃生門前方為月台逃生門。。

■疑被「走
數」珠寶公
司位於盈豐
商業大廈樓
上。
劉友光 攝

■協助擊退電騙黨的找換店。 劉友光 攝

■有關注組織舉行研討會，分享有關罕見疾病的現況及未來發展。
趙虹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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