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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去年6月起持續亂港，泛暴

派在背後一直抹黑執法者為「警

暴」，企圖醜化警察形象，打擊警

方士氣、公信力和執法效能。香港

警務處副處長郭蔭庶3月5日出席聯

合國人權理事會第四十三屆會議

時，代表香港警察發表了鏗鏘有

力、震懾人心的講話。他日前接受

「點新聞」專訪時強調，無人能凌

駕法律之上：「只要你是犯法者，

一世都要驚我們去拉你，我們也會

鍥而不捨地做。」他不齒部分「賣

國政客」的所作所為，並批評暴徒

鼓動他人特別是年輕人違法，非常

惡毒，抹殺了年輕人將來很多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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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
也是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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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級
月亮」昨
晚出現於
本 港 上
空。圖為

一對情侶在尖沙
咀同賞這難得一
見的月色。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警隊依法辦事：你犯法我就拉
郭蔭庶不齒賣國賊所為 批煽違法抹殺青年未來

工聯倡培訓新津追溯至去年底

法律界質疑泛暴大狀政治凌駕法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在疫情
陰霾籠罩下，僱員再培訓局早前開辦的
「特別．愛增值」計劃要停止面授課程，
受影響學員失去取得培訓津貼和增值機
會。工聯會早前就此要求再培訓局開發網
上課程，讓僱員既可增值，又可取得津
貼，現已有20個網上課程推出，首批網上
學員將於明日考試。工聯會職業訓練及促
進就業委員會主任陳鄧源表示，5月25日
起的培訓津貼上限，將由原本每月4,000
元增至5,800元，惟就業環境進一步惡
化，故建議把新津貼上限追溯至去年12月
4日，並希望把網上課程恒常化。
身兼導遊和領隊兩職35年的黃小姐接受
訪問時表示，她起初對網上課程感到擔
憂，怕上網學習的操作困難，「死啦，唔
識整。」但經過中心職員的教導後，發覺
其實過程十分簡單，又可在家學習，感到
放心。

導遊學英文 戒「港式英語」
黃小姐曾接待過東南亞等地的外語旅行

團，她卻要報讀英語初階課程，更指在上
課後，才驚覺過去所說的英文原來「大錯
特錯」，例如把人山人海說成「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根本是港式英
語，以及以全大草書寫英文，經導師的教
導和糾正，練習正確音標和改變了書寫英
文的習慣。
從事導遊10年的陳先生則主要帶內地

團，惟工作量自去年6月起持續減少，現
時更要停工，因此報讀英語初階課程。他
認為，網上課程的好處是較自由，以及節
省交通時間和費用，「上堂氣氛輕鬆，坐

喺梳化又得，喺公園飲住咖啡上（堂）又
得。」
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副總幹事黃智美表

示，4月7日開始第一班網上課程，上課前
有職員教導學員安裝和啟動上課的應用程
式，現已有20班網上課程，每班約有18
人，也有更多課程已向再培訓局申請當中。
她續說，網上課程按再培訓局要求需要

考試，認受性與面授課程無異，也同樣受
到監管，「見樣先算數，如果唔見一段時
間，會有人打電話搵佢。」學員在完成課
程後一個月內，便能獲得培訓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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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追溯至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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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5
月是「腦腫瘤關注月」。腦腫瘤
是罕見癌症，病人在尋找疾病信
息和醫療支援方面有較多困難。
為讓患者掌握全面醫療信息，癌
症資訊網慈善基金自去年2月起
推出「醫事．問」先導計劃，為
腦腫瘤患者提供一對一免費諮詢
服務，迄今有576人受惠。基金
主席方嘉儀表示，計劃推出後反
應良好，希望今年服務拓展至更
多癌症和腦科病人。
方嘉儀表示，原發性腦癌患者

數量很少，是次先導計劃大部分
服務對象是其他癌症復發患者。
他們復發的癌細胞轉移或擴散至
腦部，「復發病人再面對癌症
時，治療上會有無所適從感，亦
有很多疑惑，醫生護士可能沒辦
法很好解答這些疑問，我們願從
旁提供支援。」
她表示，需要幫助的患者可致

電慈善基金（電話：3598 2157 或 5206
7609）提供個人信息。基金會核實患者是
公立醫院登記病人並符合要求，一般需時
10個工作天，核實後患者即可預約有關諮
詢服務。
腦神經外科醫生謝日恆是慈善基金顧問

醫生，他曾為罹患膠質母細胞瘤（一種腦
癌）的陳先生提供諮詢。陳先生當時已接

受過一次腫瘤切除手術，
謝日恆指出，惡性膠質母細胞瘤治療很

困難，即使做手術切除腫瘤，患者預期存
活時間仍然較短，因小部分腫瘤細胞或已
附着在神經上，復發的可能性很大。
面對複雜的癌症，醫生可做的就是告知

患者盡量多信息，讓他們知情後再做決
定。謝日恆向陳先生介紹了最新的「腫瘤
電場治療」，病人需要在頭皮貼電極貼並
接駁電池組，每天維持至少18小時，以減
緩腫瘤生長速度。在接受電場治療期間，
陳先生身體狀況較好，雖最終腫瘤還是復
發，但此前維持了相對良好的生活質素。
他透露，目前電場治療已在本港7間公
立醫院及部分私家醫院應用，至今有超過
30名患者使用，發明該療法的公司亦與非
牟利慈善組織合作推出資助計劃，逾半數
使用者已獲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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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資訊網慈善基金向腦腫瘤病人提供
「醫事．問」免費醫療諮詢服務。圖左起：
謝日恆、方嘉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本港新
冠肺炎疫情雖有緩和跡象，不過對基層劏
房戶而言，惡劣的居住環境仍有安全衛生
風險。為協助改善劏房戶的居住環境，嶺
南大學聯同多個社福機構合辦「紫『礙』

線計劃」，計劃為
1,000個劏房戶進行
快速家居紫外光燈
消毒服務，改善其
家居環境，是社區
首個以紫外光消毒
技術的項目。紫外
光消毒器由嶺大自
行設計、組裝，4月
底至今已為 150戶
進行消毒，未來會
增加受益用戶。
為與基層劏房戶

同心抗疫，嶺南大學、明愛青少年及社區
服務、醫護行者及關注草根生活聯盟等社
福機構合辦「紫『礙』線計劃」，並獲香
港賽馬會「新冠肺炎緊急援助基金」資助
50萬元。

計劃所用的紫外光消毒器由嶺大自行設
計及組裝，消毒器由三支紫外光燈組成，
並由平板電腦應用程式控制開關，只需在
室內啟動消毒器，數分鐘內即刻起到殺菌
效果，在環境狹窄的劏房環境效果尤甚。

只需半句鐘 安全度高
消毒程序簡單、快速，由工作人員入屋
組裝、啟動、進行消毒程序，過程只需約
半小時。此外，消毒器配備三顆球狀的動
靜探測器，當探測到人的時候就會自動關
閉裝置，避免紫外光對人體造成影響。
領導計劃的嶺大創業行動總監高永賢表

示，此計劃是本港首個於社區廣泛應用紫
外光消毒技術的項目。由於紫外光消毒技
術成熟，加上屬於物理性殺菌方式，並不
會在物件上殘留任何化學物質，安全度甚
高。
現階段，他們會以先導計劃形式進行，

未來希望將消毒器數量提升至300部，為
有需要的劏房戶提供重複性的消毒服務。

嶺大消毒紫光燈助劏房戶抗疫

■高永賢示
範利用由嶺
大自行設計
及組裝的紫
外 光 消 毒
器，為劏房
消毒。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內會今日
會舉行兩場會議，包括由公民黨議員郭榮鏗於上
午繼續主持主席選舉，內會原主席李慧琼則於下
午處理內會其他事務。攬炒派自聘資深大律師戴
啟思及名譽資深大律師陳文敏撰寫法律意見回
應，稱李慧琼若同時競逐內會新任主席，會涉及
「利益衝突」，不應主持今日的會議。有法律界
人士質疑，戴啟思及陳文敏的法律意見純粹是為
「攬炒議員」護航，是以政治凌駕法律。
為解決內會拉布問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早前
外聘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及孫靖乾尋求法律意見。
法律意見認為，在新任主席尚未選出之時，現任
主席的李慧琼應具有內務委員會主席可行使的所

有一般權力。李慧琼其後決定根據法律意見，於
今日舉行兩場會議。
不過，攬炒派就聘請「自己友」戴啟思及陳文

敏提供法律意見，聲稱李慧琼主持今日的會議會
涉及「利益衝突」。郭榮鏗聲稱，他今晨會主持
內會主席選舉，更預計「會有很多議員」提出有
關的法律問題，個人聽罷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李慧琼：郭只可負責選主席
李慧琼在回應時則表示，雖然尚未收到泛暴派

的法律意見，但重申郭榮鏗只可以主持選舉內會
主席的程序。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強

調，余若海提出的法律意見有充分理據，李慧琼
在主席選舉期間不涉及其他討論，就不存在所謂
利益衝突的問題。

批泛暴法律意見曲解基本法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北京交通大學法

學院兼職教授傅健慈形容，戴啟思及陳文敏的法
律意見是為郭榮鏗和整個攬炒派議員護航，是政
治凌駕法律，曲解基本法和相關的議事規則及內
會守則，欠缺事實、理據和法律基礎，難以置信
及接受。
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委員郭偉強指出，議事規

則已清楚說明了主席的職能，且余若海的法律理據

也進一步說明，而攬炒派所聘請的戴啟思與陳文
敏，一直是同一鼻孔出氣，所謂意見難言中立，更
令人質疑是立場先行，為攬炒派提供攬炒的子彈。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指出，攬炒派因為不

滿主席梁君彥所尋求的法律意見不利於繼續拉
布，遂找符合自己口味的說法來製造混亂。內會
已停擺多月，很多事務「塞車」，必須盡速解決，
若什麼事情也做不到，全社會將陪他們攬炒。
另外，攬炒派立法會議員還去信梁君彥，要求

梁君彥向議員公開整份早前就內會事宜尋求的外
間法律意見。梁君彥在回應時表示，立法會尋求
的法律意見中，有部分內容未有向議員公開，是
由於可能面對法律訴訟。

黑暴肆意挑釁警方，在破壞公共秩序後
就以「我犯了哪條法例」來企圖逃避

責任。郭蔭庶在訪問中直言，這是一個非常
不健康的風氣，甚至是一個謬誤：「只要不
犯刑事法就可以接受，就是對的？這是完全
不對的！」
他強調，公共秩序需要警方和市民一同合
作，市民一方要有公德心和社會責任。警方
第一職責是維持公眾秩序、第二才是執行刑
事法：「舉例來說，法例沒有列明到銀行提

款要排隊、上車要排隊，但試想每個插隊的
人都問『我犯了哪條法例？』就可以了事，
警方就不能介入，社會運作會失衡，一定不
會安寧。」

執法不受政治背景影響
警方近年還面對另一種挑釁，就是指稱警

隊沒有遵守政治中立原則。郭蔭庶指出，他
對政治中立的理解是，警方執行職責時完全
不會受到被捕者政治背景的影響，而警隊一
直只有一個標準，就是依法辦事：「你犯法
我就拘捕你。」
他強調，無人能凌駕法律之上，即使被捕
者或是同夥不斷製造假消息、假指控，甚至
告至聯合國，在世界傳媒面前抹黑警隊，都
不會改變警方依法辦事的做法。

掌握足夠證據 冬後都算賬
他再次呼籲，違法者別心存僥倖，因警察

及整個司法系統很有耐性，當掌握到足夠證
據就會進行拘捕，秋後、冬後都會算賬：
「只要你是犯法者，一世都要驚我們去拉
你，我們也會鍥而不捨地做。」
在談到政治問題時，郭蔭庶認為，分不同

政治光譜於平時並沒什麼問題，但香港現已

到危急存亡關頭，就要再考究相關做法是否
健康。他批評，部分政客背棄國家、民族已
不是政見問題，是徹頭徹尾的「賣國賊」：
「賣國賊是世世代代的，你沒得翻身的，你
的子孫亦沒得翻身，因為你連自己的國家和
民族都可以出賣，不會再有人相信你任何
事。」

籲青年勿被「賣國賊」影響
他呼籲年輕人千萬不要被「賣國賊」影響

而跟着去做，否則只會後悔一生。
郭蔭庶再以自身作例子，指自己出身於徙
置區，兒時娛樂就是在騎樓望向大街，看不
法分子如何砍人、打架，當時暗下決定，一

定不要成為不法分子其中一員。每個人擁有
最多選擇權的時候，就是在年輕時，惟現在
有很多11歲、12歲的年輕人因一些「浪
漫」思想和黑暴鼓動而犯法、「攬炒」：
「這樣很可能抹殺了年輕人將來很多可能
性，比如去做專業人士、醫生。暴徒鼓動他
人是一個非常惡毒的行為。」

▲郭蔭庶批評，部分政客背棄國家、民族已
不是政見問題，是徹頭徹尾的「賣國賊」。

網上截圖

▶郭蔭庶批評暴徒鼓動年輕人做違法的事非
常惡毒。圖為去年12月，大批暴徒在尖沙
咀用垃圾桶堵路。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