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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宣布解散的反中亂港組織「支聯
會」，其5名頭目涉違香港國安法第四十
三條實施細則附表 5 第 3（3）（b）條，
被控一項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
罪。其中，梁錦威及陳多偉今年9月向高
等法院申請保釋，被國安法指定法官杜
麗冰拒絕。杜官昨日頒布書面判詞，指

官拒支聯會兩頭目保釋
指須考慮國安法案件保釋門檻 信梁錦威陳多偉續危害國安

出《實施細則》是香港國安法的必要組
成部分，故本案須考慮到刑事案件及國
安法案件的兩個保釋門檻，認為有充足
理由相信如批准二人保釋，他們會繼續
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故駁回二人的
保釋申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官在昨日的判詞中指出，鄒幸彤、鄧岳君、
杜梁錦威、陳多偉及徐漢光，被控在
2021 年 9

月 8 日作為「支聯會」幹事或管理者或協助管理
者，獲根據條例送達通知，但沒有遵從該通知的規
定，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實施細則》，5 人均否
認控罪。
杜官指出，是案的爭議焦點為「支聯會」是否
「外國代理人」。代表梁錦威和陳多偉的大律師石
書銘早前陳詞聲稱，涉案罪行並非香港國安法罪
行，而只是一項「附屬罪行」。律政司署理助理刑
事檢控專員張卓勤反駁，《實施細則》是對香港國

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權力的詳細闡述，訂立的目的就是要
維護國家安全，不應與香港國安法分開考慮。

《實施細則》是國安法必要部分
杜官認為，《實施細則》是香港國安法的必要組成
部分，故亦須考慮到國安法案件的保釋門檻，而特區
終審法院在黎智英一案中規定的門檻適用於本案。
杜官同時考慮到署理總裁判官羅德泉起初拒絕 5 人
的保釋申請時，是認為涉案罪行屬持續罪行，而被告
拒絕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會妨礙到對危害國安罪
行的調查，可能會造成潛在證據損失或令罪犯逃脫。
雖然二人已被羈押一個半月，而控罪的最高刑罰只是
監禁 6 個月，如不批准保釋，二人或許在審訊前已差
不多完成服刑，但杜官相信法庭會盡快安排最快的審
訊日期。
今年 9 月 29 日，梁錦威及陳多偉被杜官拒絕保釋申請。
案件於 10 月 21 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作審前覆核時，署理
總裁判官羅德泉將案件押後至 2022 年 1 月 25 日，並批准 5
人保釋候訊，但鄒幸彤及梁錦威稱未能遵守控方的部分保
釋條件，故當日最終只有陳多偉、鄧岳君及徐漢光獲保釋
外出。

收數佬疑
「點錯相」 亂縱火燒兩單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屯門湖景邨湖碧樓前晚發生縱火
案，兩個相鄰單位門外被人淋易燃液體點燃，火勢一度頗為猛烈，幸
鄰居眾志成城抬水滅火。其中，60 歲男鄰居揮拳打爛消防喉轆玻璃
門，拖出消防喉成功撲滅火勢，才發現手背被碎玻璃劃破血流不止，
救護員到場包紮後毋須送院，事件中無其他人受傷。經初步調查發
現，有住戶稱曾有借貸記錄並已申請破產，暫未知是否有關，警方不
排除案件涉及追債。
事發於前晚約 10 時，根據網上流傳視頻可見，湖碧樓走廊火勢猛
烈，有人驚叫：「快報警！」有人按響消防警鐘，但未見有人潮向樓下
疏散。不少街坊用水盆向火源潑水，一男子拖出消防喉向火源射水，數
分鐘後被成功撲滅火勢。拖喉灌救的 60 歲男住客，因揮拳打爛消防喉
轆玻璃門被鎅傷手背，救護員為他處理傷口及包紮後，男子拒絕送院，
火警中有兩個單位大門被燒黑。
有鄰居表示，之前沒聽說有住客被追債，而歹徒在人口密集的公屋縱
火，一旦火勢蔓延後果不堪設想。警方和消防員在火場發現易燃液體，
並檢走兩個空膠樽，相信有人將易燃液體潑到單位門口點火，警方將案
件列為縱火案調查。昨日上午有探員到現場了解情況，得知有一名男住
戶去年因向不同財務公司借貸30萬元，並已申請破產，暫時未知歹徒是
否「點錯相」，不排除有收數佬為舊賬而胡亂放火。
警方發現，近年黑社會招攬「搵快錢」的青少年登門追債，以數百元
● 涉案單位外牆及大門被燻黑。
報酬利誘青少年淋紅油和貼大字報恐嚇債仔。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楊德強昨日接受電台專訪時表示，啟德體育
園落成後會有一個可容納5 萬人的主場館，適合
舉行逾萬名觀眾的比賽，經詳細檢視後，覺得
無需要再有另一個可容納4 萬人的場地，而香港
大球場於上世紀九十年代落成，很多設施配套
未能追上現時比賽需求，因此會因應啟德體育
園落成而改變其定位，將用以舉辦一些規模未
達至在啟德體育園進行的區域或國際賽事，例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科技大學昨日宣布，校長
史維已向大學校董會正式請辭，並將於明年10月
19日離任。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得
悉科大將啟動全球招聘下任校長的程序。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校長的招聘屬大學
院校自主範圍內的事宜，由科大校董會按

《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條 例 》 （ 第 1141 章 ） 賦 予
的權力自行處理。特區政府深信校董會將
會基於大學的長遠利益及發展需要，揀選
最適合的人士出任校長一職。
發言人又指，衷心感謝史維多年來對科大及
本港高等教育界的貢獻，他在推動科大增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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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觀塘一名以
所謂「人類設計」分析，提供命理批算、占
星等諮詢服務的女子，標榜其「人類設計」
學術資格具官方認證。海關接獲市民舉報及
展開調查，證實政府現時未有對相關資歷作
官方認證，懷疑有人將虛假商品說明用於命
理分析服務。關員昨日假扮客人「放蛇」光
顧，其後以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拘捕
該名女「命理師」。

涉違商品說明條例
所謂「人類設計」學說早於 1980 年代出
現，涉及《易經》、占星學、古印度學說
等，據稱可利用人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地點
等資料，再配合圖像計算出人的特質，為客
人推算適合的工作、愛情運。
涉案的 32 歲女子在觀塘一工廈租用一間小
型辦公室，提供「人類設計」命理批算分析
服務，每半小時收費高達 800 元。有人聲稱
自己獲得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認證的
「人類設計（Human Design）」專業資格。

如是預計觀眾為一萬
人以下的足球賽或國
際欖球賽事。
大球場改建後還會
增設田徑跑道，楊德
強說，現時香港對田
徑場地需求很大，只
有灣仔和將軍澳有場
地可進行正式比賽，
希望未來大球場可以
補足，如果平日晚上
沒有賽事舉行，大球
場亦會開放跑道讓運
動員訓練，一般市民
也可使用，而大球場
● 香港大球場擬改建成公眾運動場，座位由40,000縮減至9,000。
亦可舉行學界田徑比
資料圖片
賽。他希望大球場重
新定位，可更切合香港體育發展需要。
40,000 縮減至 9,000，大部分足球從業員都對
足總主席貝鈞奇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目
此感到可惜。曾是香港代表隊球員的陳肇麒對
前一些較大型的本地賽事，觀眾一般也只有6,000
此感到失望，他表示：「香港大球場始終係我
人至7,000人入場，除非有外隊或重要賽事才會吸
們這一代的回憶，最重要的東亞運獎牌也是在
引較多人入場觀看，而現時經常舉辦比賽的旺角
這地方贏得，有好多球迷，包括老一代及新一
球場可容納6,600人，日後啟德體育園落成啟用，
代的，在此都有好多美好回憶。現今社會的進
改變大球場用途、將觀眾席減至近一萬個座位，
步，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是擴建球場，好少會縮
他個人認為較合理，亦可提升現代化設施，包括
少座位。」
藥檢、傳媒中心及多用途會議室等，日後可供學
前足球先生歐偉倫亦表示：「 係有點可惜，
校或團體舉辦運動會。
畢竟自己由細到大踢到大球場很多場波，但現
實環境可以理解，如果啟德有新的球場給香港
足球從業員感到可惜
足球發展，將大球場改建亦無可厚非，最緊要
是不影響到足球圈的資源。」
香港大球場擬改建成公眾運動場，座位由

校長史維請辭 科大將全球招聘

◀ 陳多偉。

科研能力及以「港科大一體、雙校互補」的理
念領導科大（廣州）校園發展等方面的貢獻，
皆為科大繼往開來奠定堅實基礎。
史維於 2018 年 9 月 1 日起出任香港科技大學
校長。科大校董會主席廖長城表示，史維盡心
盡力奉獻大學，校方將就下任校長展開全球招
聘。科大發言人回覆查詢時表示，史維目前還
有多項重要工作，包括籌備科大廣州分校開
校，暫時未考慮下一步去向。

港大助 高危者驗丙肝 確診率達七成

楊德強冀大球場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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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稱獲官方認證 女「命理師」被捕

大球場擬縮座位增田徑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黎永淦）特區政
府擬在啟德體育園落成後重建大坑香港大球
場，座位數目將會由現時 4 萬個減至約 9,000
個，並加設符合國際標準的田徑比賽設施。體
育專員楊德強昨日表示，啟德體育園會有一個
可容納 5 萬人的主場館，適合舉辦可容納逾萬觀
眾的國際比賽，而大球場改建後，預計除區域
性和國際性賽事以外，亦可舉行學界比賽。香
港足球總會主席貝鈞奇認為，日後大型活動會
移師至啟德體育園的新場地，因此改建大球場
的做法合理。
據康文署向灣仔區議會提交的文件顯示，改建
後的香港大球場會保留符合國際標準的真草球場，
供足球及欖球比賽之用，並加設符合國際標準的
田徑比賽設施，包括環繞真草球場長400米的跑道。
在沒有比賽或大型活動時，市民和團體可訂場進
行足球、欖球、田徑訓練等活動，而跑道會開放
予市民跑步。另外，大球場鄰近的奧運大樓空間
不足，會在改建時一併考慮為港協暨奧委會和體
育總會提供更多辦公空間的可行性。

▲ 梁錦威（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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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海關接獲市民舉報，指有人虛
報資歷欺騙客人。海關不良營商手法調查組
展開調查，並向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
查詢，證實沒有相關資歷的認證。海關人員
遂採取行動，喬裝客人預約算命，昨晨到於
觀塘的服務處光顧後，以涉嫌違反《商品說
明條例》將她拘捕。
海關版權及商標調查科高級貿易管制主任
周健知表示，「人類設計」在本港不存在官
方認可資格，呼籲消費者提防受騙，而應光
顧信譽良好的商戶，若對商戶作出聲稱如學
術資格等有疑問，應該先作出查詢。

● 海關昨
日「放蛇」
拘捕一名訛
稱獲官方認
證的女「命
理師」

● 林先生
（左一）透
過港大「丙
肝篩檢先導
計劃」開始
治療。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全港約有 2.2 萬名丙肝患
者，作為一種慢性病毒性肝炎，丙肝主要透過接觸受污染
的血液或體液傳播，除了吸毒者等高危人士外，市民日常
穿耳孔、紋身時，若使用的刺針未被徹底消毒且此前有帶
菌者使用，亦有可能受感染，倘若沒有得到適當治療，有
可能演變為肝硬化或肝癌，危及性命。由於患者佔整體人
口比例不高，且該病無明顯病徵，極易耽誤治療。港大醫
學院近日推出「丙肝篩檢先導計劃」，集中資源為高危群
組進行篩檢及提供治療，至今年 8 月受篩檢人數累積至
213 人，確診率高達七成，團隊計劃年底前再為 480 名高
危人士進行篩檢。
為及早發現、診斷及提供治療，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腸
胃及肝臟科研究團隊早前與非牟利組織合作，於 2019 年
第三季起推出「丙肝篩檢先導計劃」，為包括曾吸毒或入
獄的高危群組提供篩檢及治療，截至今年 8 月已為 213 人
篩檢，確診率高達七成，遠高於預期確診率46%。確診患
者接受評估後，平均 56 日便獲安排治療，較一般需時大
幅縮短近七成時間，目前已有74名患者得到有效治療。
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腸胃及肝臟科講座教授袁孟峰日前
表示，傳統的丙肝治療藥物副作用大且治療效果不明顯，
而最新的「直接抗病毒藥物（DAA）」的治癒率高達
90%，大多數患者只需服藥約 8 周至 12 周便可痊癒，呼籲
高危人士主動篩檢。雖然在疫情等因素影響下，最終完成
治療的人數不足一半，但團隊未來亦會繼續努力與非牟利
組織合作，督促患者接受治療。
他提醒市民日常穿耳孔、紋身時，若使用的刺針未被徹
底消毒且此前有帶菌者使用，亦有可能受到感染。

睹友肝癌亡「道友」
決心治病
今年 47 歲的林先生 14 歲開始吸毒，十多年前在街頭暈
倒後確診丙肝，但因沒有病徵一直耽誤治療，直至身邊有同樣因吸
毒而患丙肝的朋友死於肝癌，才幡然醒悟，「確診到死亡幾個月，
發覺死亡離我好近。」今年，他知悉計劃後即時參與檢測與評估，
萬幸尚未出現肝硬化跡象，並於一個月前開始服藥，希望早日痊
癒，拆除丙肝這個「定時炸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