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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梁游薪津案 官倡分案處理
行管會申轉介高院審理 案押本月 26 日再訊
原告方昨表示，已在上月將有關文件交予兩名被告
人，由於游蕙禎現正服刑，行管會之後會透過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青症雙邪」梁頌恆和游蕙禎，
員資格，去年更被終院拒絕受理

教署將文件送達予游，確保對方收妥。原告方又指，
至今梁、游仍未向法庭存檔文件，未確定對方是否已
知悉有關訴訟。

上訴，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官：留在區院可省卻程序

（行管會）隨後要求兩人歸還合

聆案官葉樹培建議指，將本案留在區院分案處理，
似乎更符合成本效益，即原告方先剔除其中一名被
告，再另行入稟作分案處理，分向每名被告追討約 93
萬元，便可符合區院的申索上限，此舉除可避免衍生
的更多訟費外，亦可省卻將案轉往高院審理的程序。
原告方則表示，有考慮過分案，但似乎會出現更多
步驟，例如需重新整理、準備及送達有關文件等，若
轉往高院則毋須額外程序。
不過聆案官反駁指，其實現有材料和證據已足夠，
籲請與行管會商量，代表律師遂表示可索取進一步指
示。
聆案官於是決定將案押後至本月 26 日再訊。屆時行
管會將回覆法庭是否將追薪案留在區院分案處理。

前年因宣誓風波而喪失立法會議

共近 186 萬元薪津，但兩人一直
拒絕合作，遂被入稟追討。案件
昨在區域法院聆訊，梁游均缺
席。由於案件申索金額超越區院
可處理上限，代表行管會的律師
（原告方）申請將案轉介高院審
理，惟聆案官反建議可考慮分案
處理，並將案押後至本月 26 日再
訊。

婦自稱選民 突申介入訴訟
另在昨日案件進行期間發生一段小插曲。一名姓梁
女子自稱代表大部分投票給梁游的選民，申請介入訴
訟，但她的傳票申請只籠統地指自己希望做「目擊
者」及收閱法庭文件，聆案官要花上 20 多分鐘向她解
釋其傳票出問題，又向她解釋法庭早前已書面拒絕其
申請，但該女子只顧引用外國案例稱自己有權介入，
並提出可否即場修改其申請傳票，但被聆案官拒絕，
指法庭對修改傳票有嚴格程序遵守，並又強烈建議她
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
2016 年 10 月 12 日，梁頌恆及游蕙禎在立法會的就
職宣誓儀式期間，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
（香港不是中國）的橫額，並將誓詞中的「CHINA」
讀成諧音「支那」，觸發侮辱國人之嫌。
2016 年 11 月 15 日，高等法院裁定梁頌恆及游蕙禎
喪失議員資格。及至去年 8 月 25 日，終審法院拒絕接
受兩人就其進行立法會宣誓是否有效的終審上訴許可
申請，即意味兩人 2016 年的作出立法會誓詞正式宣告 ■行管會入稟向梁頌恆(左)及游蕙禎(右)追討合共約186萬元薪津。
無效，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嚴杏意）
在護理學應用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
香港大學醫學院護理學院將新增虛擬
實境（VR）、洞穴式自動虛擬環境
（CAVE）及機械人等融入護理學學
士的課程中，及早培養學生對病人的
同理心、幫助熟習實際工作情況、進
一步改善病人與醫護人員的關係，同
時能鼓勵長者多做運動，提升護理質
素。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課程總監黃婉霞
介紹，VR頭戴式顯示器可運用於精神
健康護理上，利用 360 度的視角，學
生能切身地感受到病人的情緒和他們
日常會面對的問題，「如在影片內，
學生眼前會出現精神分裂患者平日所
看到的幻覺和幻聽，以此培養他們的
同理心，更加明白到病人的處境和需
要。」

CAVE模擬醫院實際場景
她續說，另一項技術 CAVE，即是
在三面牆上以投影形式模擬醫院和不
同機構的實際場景，如急症室、病房
和手術室等，學生可在內進行洗傷口
與病人護理等不同的練習，當中更着
重於培養學生的溝通技巧，「學生在

影片中會遇到病人各種不同的訴求和
突發情況，他們需去學習如何妥善處
理和提升心理素質。」
同時，智能機械人能推廣健康教
育，例如利用編碼程式使得機械人能
耍一套完整的太極和南拳，以此吸引
和鼓勵長者多做運動。

機械人擔當醫護助理角色
香港大學護理學院院長林佳靜表
示，機械人能擔當醫護助理的角色，
因為它能完整地詢問和記錄病人的病
史，也甚少出現錯漏的情況；機械人
也能扮演病人的角色，學生可透過詢
問它各種問題，以此練習與病人的溝
通技巧，「例如病人說心口痛，但其
實也有可能是胃痛，這要靠學生去仔
細問清楚。」
她指出，護士要學會給予病者適當
的指引，「曾有糖尿病患者以為自己
不能吸收糖分而不進食任何含糖分的
食物，結果反而引至低血糖，令人哭
笑不得。因此機械人可以訓練學生這
方面的意識，同時更深切地關注到病
人的情緒。」
不過，她強調，機械人不會完全取
代人手護理部分。

■VR頭戴式顯示器可運用於精神健康護理。
黃婉霞表示，目前的新技術共開支
逾 200 萬元，但因影片未來會視乎學
科需要而不斷更新，故軟件開支仍未
設有上限。
她續說，未來將添置 6 個至 8 個智能
機 械 人 ， VR 則 可 於 9 月 份 全 面 使
用，但基於衛生問題，屆時每名學生

都會獲分派一個紙板式的顯示器使
用，CAVE 則要在年底完成後期製作
才落實使用。
她指出，今年港大護理系仍然只會
收生 190 人，逾 2,000 名學生於大學聯
招 Band A 選 擇 護 理 系 ， 比 例 增 加
10%。

大腸癌年輕化 中大揭與肥有關
案中亦以65歲以上的患者為主。
國際間已有充分數據證明大腸癌篩
查能有效減低此病的發病率。以美國
為例，沒有病徵者 50 歲開始便定期接
受大腸癌篩查，結果當地 50 歲以上的
大腸癌個案近年錄得跌幅，惟 20 歲至
50歲的個案卻有上升趨勢。
為了解全球不同地區是否出現如美
國般大腸癌年輕化的情況，中大醫學
院腸胃科團隊聯同中大何鴻燊海量數
據決策分析研究中心蔡錦輝教授，收
集來自世界衛生組織轄下國際癌症研
究機構的數據，並分析 1988 年後 6 個
已發展國家及地區大腸癌的發病趨
勢。

55歲以下患者比率趨增
團隊分析來自香港、上海、日本、
英國、美國及瑞典共 6 個國家及地區
當中逾 1 億人的數據後，發現直至
2007 年有近 6.6 萬人確診大腸癌，而
香港及美國都出現結腸癌年輕化情
況，即 55 歲以下的患者數目明顯增
加，但同時 55 歲或以上的患者數字明

■沈祖堯（右）及雷諾信講解大腸癌年輕化趨勢。
顯下跌，其中香港的比率分別升 1.7%
及跌1.3%。
在直腸癌方面，香港兩個年齡組別
的直腸癌個案俱錄得升幅，分別增加
3.5%及2.5%。
每年一度舉行的「消化疾病周」是
全球腸胃病學、肝病學、內窺鏡檢查
及腸胃手術界最大型專業會議。本身

吸毒人數跌6% 隱蔽吸毒持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禁毒常務
委員會於昨日舉行的季度會議上，檢視了今
年首季本港的吸毒情況。根據藥物濫用資料
中央檔案室的最新統計數字，首季被呈報的
整體吸毒人數較去年同期下跌 6%至 2,209
人，被呈報的 21 歲以下吸毒人數亦下跌
29%至 110 人。然而，今年首季首次被呈報
的吸毒者的「毒齡」為 5.3 年，較去年同期
的 4.3 年高，委員會認為這反映隱蔽吸毒問

題仍然持續，值得關注。
數字顯示，首次被呈報的吸毒人數減少
23%至 320 人，當中 51%為 21 歲至 35 歲。
同期被呈報的吸食麻醉鎮痛劑人數較去年同
期上升 13%，當中絕大部分吸食海洛英，吸
食危害精神毒品人數則較去年同期下降
28%。
在首次被呈報的個案中，吸食危害精神毒
品的人數(267人)遠超吸食麻醉鎮痛劑的人數

是腸胃科專科醫生的中大醫學院內科
及藥物治療學系名譽臨床導師雷諾信
在「消化疾病周」上發表是次項研究
時指出，肥胖問題在發達國家、尤其
是年輕人口愈來愈嚴重，「由於肥胖
可引致腸道微生物群轉變，我們估計
這可能是愈來愈多年輕人罹患大腸癌
的因素之一。」

(51 人)，顯示吸食危害精神毒品的情況仍然
普遍。
甲基安非他明(俗稱「冰毒」)繼續是最常
被吸食的危害精神毒品，被呈報的吸食人數
較去年同期跌 41%至 337 人，被呈報吸食人
數下跌的其他主要危害精神毒品包括三唑侖
／咪達唑侖／佐匹克隆(俗稱「白瓜子」／
「藍精靈」)、可卡因、氯胺酮(俗稱「K
仔」)、大麻、咳藥及硝甲西泮。
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張建良指出，雖然被
呈報的整體吸毒人數下降，但首次被呈報的
吸毒人數當中逾半數為 21 歲至 35 歲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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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
中文大學一項最新研究揭示，全球大
腸癌患者有年輕化趨勢。中大的研究
團隊分析來自香港、上海、日本、英
國、美國及瑞典共 6 個國家及地區合
共逾億人的數據，發現多個地區的大
腸癌個案於過去廿年間不斷上升。負
責研究的中大莫慶堯醫學講座教授沈
祖堯表示，大腸癌年輕化或與肥胖有
關，社會應關注大腸癌年輕化問題，
並制訂適當的公共衛生措施，減輕該
症造成的醫療負擔，其團隊將作進一
步研究，冀找出導致大腸癌年輕化的
風險因素以及早診治、甚至預防。
相關結果剛於上周在美國舉行的
「 消 化 疾 病 周 」 （Digestive Disease
Week）發表。
大腸癌是本港最常見的癌症，一般
可分成結腸癌和直腸癌兩類。根據醫
管局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數據，本
港 2015 年 便 有 逾 5,000 宗 大 腸 癌 新
症，同年的死亡個案亦有逾2,000宗。
大腸癌風險一般會隨着年齡增加而
上升，本港每年大腸癌新症和死亡個

二哥指三弟增持鷹君損害羅家

港大護理生玩 VR 「幻視」育同理心

鷹君集團創辦
人羅鷹石的遺孀羅
杜莉君（羅老
太），前年入稟要
求撤換管理家族信
託基金的「匯豐國際信託」（匯豐信託），以及要
求對方交代賬目及賠償，案件昨進入第十一天審
訊。羅老太次子羅旭瑞繼續第二天與代表匯豐信託
的資深大律師馮庭碩在庭上針鋒相對，指羅嘉瑞
（三子）增持鷹君對羅家有害無益。羅老太孻子羅
啟瑞作供則強調父母一直相信匯豐信託會執行他們
的任何指示，若他們不滿意受託人表現，可撤換受
託人並取回資產。
羅旭瑞重申，他從母親和其他兄弟姊妹的對話中
得知匯豐信託與羅家有共識，匯豐信託需聽從羅老
太的指示管理信託。就算羅老太的意願書從無明文
要求匯豐信託保持鷹君的控制權，但羅老太的初衷
多年來無改變。
匯豐信託的資深大律師馮庭碩質疑羅旭瑞無證據
證明，羅嘉瑞與羅鷹瑞（五子）符合公司收購條例
中「行動一致者」的定義，不能證明兩人的確威脅
信託在鷹君的最大股東地位。羅旭瑞指，羅鷹瑞雖
無明顯增持鷹君股份的舉動，但與羅嘉瑞關係密
切，從羅嘉瑞威脅將兄弟姊妹踢出董事局，和羅啟
瑞去年被踢出董事局，便可得知羅嘉瑞與信託行動
並不一致，羅嘉瑞增持鷹君對羅家有害無益。
馮庭碩質疑羅旭瑞只是猜測兩人行動一致，羅旭
瑞反駁指這只是一般營商常識，又舉例指有人若密鑼緊鼓
儲備軍火以備開戰，「他們會向你高調宣戰嗎？」
另外羅老太孻子羅啟瑞昨下午作供。法官陳嘉信問羅啟
瑞，羅氏兩老於 2004 年決定分發股權予所有受益人，令家
族信託失去董事局的絕對控制權，豈不違反兩老要求信託維
持鷹君控制權的初衷？羅啟瑞承認此舉於事後看來是不慎，
因羅老太深愛自己的子女，若所有子女攜手與家族信託管理
鷹君，他們仍可享絕對控制權，不料部分子女其後做了叛
徒，而匯豐信託顯然不知道這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臨臨」
遭虐殺案
被告出庭被罵畜牲

5 歲女童「臨臨」陳瑞臨今年初疑遭長期虐待致死
案，其生父繼母被控一項謀殺罪名，案件昨在屯門法
院再提訊，兩被告繼續毋須答辯。控方稱仍然要等待
「臨臨」的驗屍報告，法官遂將案件再押後至 8 月 21
日提訊。
兩名被告昨日出庭時，公眾席上有一名男子突然大
叫：「畜牲！人渣！嘥納稅人嘅錢！」兩人一直低頭
沒有反應。裁判官要求該男子肅靜，男子其後先行離
去。
兩名被告為女童的 26 歲生父陳海平，報稱運輸工人；
27歲繼母黃曉彤，報稱家庭主婦。兩人被控一項謀殺罪，控
罪指他們於今年 1 月 6 日在屯門時代廣場一單位內謀殺 5 歲
女童陳瑞臨。
控方早前透露，「臨臨」疑曾遭生父舉高及拋起，將其頭
部撞向天花板十多次，她又曾被兩人捉着四肢搖晃，更於沒
有為「臨臨」提供被子的情況下要她在地板睡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別，顯示有需要持續關注該年齡組別的吸毒
問題。
禁毒專員陳詠雯表示，暑假將至，禁毒常
務委員會與禁毒處將加強禁毒宣傳工作，包
括推出全新一輯有關「冰毒」和可卡因禍害
的電視宣傳短片及電台聲帶，鼓勵吸毒者盡
早求助。
相關廣告亦會在公共交通網絡、娛樂場
所、受歡迎的網站、流動應用程式及社交媒
體平台推出。她呼籲青少年善用暑假，參加
有益身心的活動，切勿因為好奇或朋輩壓力
而嘗試毒品，亦不要被不法分子利用販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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