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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母醫院重建 不再做小院子
病床料增近倍至 437 張 手術等服務暫調遷鄰近醫院

為黃大仙區內居民服務逾 60 年的
聖母醫院，會於今年展開重建計劃主
要工程，明日起該院的住院病床、手術及內
窺鏡服務會逐步調遷至附近的佛教醫院及黃
大仙醫院等，但普通科門診及專科門診服務
則不受影響。聖母醫院行政總監劉思廷近日
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聖母醫院設施陳
舊，部分設計已不適合現代醫療需求，新冠
疫情更凸顯了該院防感染控制方面的缺失，
重建是有必要性和迫切性。他預計重建後病
床數量會增加 85%至 437 張，服務人次會相
應增加，病人輪候時間亦將縮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聖母醫院近日舉行記者會，向傳媒介紹重建計劃詳
情。劉思廷表示，1961年興建的聖母醫院一直是

黃大仙區的重要社區醫院之一，主力負責日間醫療及
非緊急住院服務，但因屬較早期建設，設施已陳舊及
不合時宜，亦因醫院面積小被區內居民戲稱為「小丸
（院）子」，故早於 2016 年被醫管局納入第一個十年
醫院發展計劃，準備重建。

醫院設施陳舊 第五波曾現群組
第五波疫情期間，伊利沙伯醫院「爆煲」，部分病

▲聖母醫院於今年展開重建計劃主要工程，普通科門診及專科門診服務不
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劉思廷(左)表示，醫院設施陳舊，新冠疫情更凸顯了該院防感染控制方面
的不足，重建有必要性和迫切性。他手中是醫院重建後構想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情轉為穩定的新冠病人被轉移至聖母醫院接受專科服
務等治療。劉思廷憶述，當時院內並無一間負壓病
房，為盡量做到防感染控制，醫護人員只能連夜改裝
病房，加裝房門及抽氣扇等，以符合要求，而聖母醫
院內部亦曾出現零星群組爆發，尚幸同事應變及時，
避免造成大規模擴散。
他認為，疫情造成的措手不及更顯示有必要重建醫
院，立法會已於本月通過了約 43 億元的撥款審批，故
有關工程將立即展開。

黎智英兒子謀為父製「光環」 梁振英戳破：留港只是計錯數

◆對黎崇恩企圖為其父黎智英自製「民主光環」
的言論，梁振英在Fb發文反駁。
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黎智英日前獲美國
天主教大學（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頒發榮譽學位，其子黎崇恩代父出席頒授典
禮時稱，黎智英是「明知後果仍留在香港」，企
圖為其父自製「民主光環」。全國政協副主席梁
振英14日在Facebook發文反駁指，黎智英留在香
港「只是算錯了」，而非明知後果。他指出，黎
智英在1997年放棄中國籍並獲英國籍，是香港政
壇中的外國人，其分裂活動與民主無關。
「請為你的英語觀眾翻譯黎智英在《蘋果日
報》專欄所寫的中文短語『趁佢病攞佢命』。」
梁振英指出，黎智英其實準備好下「大賭注」，
「只是在 2019 年算錯了，以為可以通過『顏色
革命』把香港特區政府拉下馬」，而黎崇恩應該
問其父黎智英「為什麼在 1997 年放棄中國國籍
而選擇英國？」「為什麼英國政府破例讓你留在
香港，而不需要在英國居住就有資格獲得英國國
籍？」
梁振英認為，黎崇恩應該要了解黎智英過去幾
年的所有文章和採訪，「那是他任性而魯莽的日
子。不幸的是，對黎智英及其追隨者，以至整個
香港來說，黎智英的賭博代價高昂。」黎智英及
其在西方政府的經理人，還認為黎智英了解中國
政治，但事實並非如此，而黎智英很可能現在依
然不了解。
對於黎崇恩稱自己很自豪有黎智英這位父親，
並稱其為「出版商」。梁振英指，黎智英旗下媒
體多年來被社會各界起訴誹謗，壹傳媒在其公布
的賬目中顯示有巨額法律費用和賠償金。同時，
這家媒體也曾發布那些下流照片，還有黎智英帶
給香港的「狗仔文化」，無疑是香港最臭名昭著
（the most notorious）的下流媒體，「你一定也
很熟悉你父親在商業和政治圈中眾所周知的髒
話，這明顯不是一個善良的天主教徒所為，現在
還是一所天主教大學的『榮譽畢業生』。」
梁振英續反駁黎崇恩道︰「你還說你的父親是
『一名政治犯，因支持香港爭取民主正被關在牢
獄，以國家安全罪名等待審判』，這是在誤
導。」梁振英強調，黎智英在香港的行為，比西
班牙加泰羅尼亞分裂運動的領導者更嚴重，與民
主無關。黎智英甚至不是中國人，他是英國人，
是香港政壇中的外國人，黎崇恩應該清楚知道西
方國家是如何對待資助和策劃政治活動的外國
人，「你父親不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

他介紹，現時聖母醫院有 33 間門診部診症室，普通
科門診每年服務逾12萬人次，專科門診每年服務逾6.7
萬人次，重建後診症室數目將增至 55 間，普通科及專
科預料亦將分別增加服務 2 萬及 7.5 萬人次，病人輪候
時間亦會相應縮短。病床方面，將由現時的 236 張增
至437張，增幅達85%。

設花園讓復康病人活動
另外，重建後的建築會更現代化，使用玻璃幕牆增

加採光，並設有花園讓復康病人活動；醫療設施也會
改善，醫院將購入病人維生指數監察系統，洗血設施
將附設化驗室，並升級內窺鏡室顯示系統等，令病人
享受更便捷的醫療服務。
聖母醫院護理總經理羅錦燕表示，重建期間，住院
病床會調遷至佛教醫院、黃大仙醫院、伊利沙伯醫院
及九龍醫院，屆時聖母醫院的醫護會「跟床走」，繼
續照顧有關病人，但普通科門診及專科門診的同事則
會留守，保證該兩項服務不受影響。

中大研究證實：STK3 激酶實為促癌基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健文）胃癌是亞洲常見
癌症，發病率居亞洲第四，當中超過六成患者身
處東亞，根據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 2019 年數
據，胃癌位列本港最常見及最致命癌症第六位，
每年新增逾 1,200 名患者。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一
項研究首次證實，傳統上被認為是抑癌基因的
STK3 激酶，實際是一個伴有拷貝數擴增的促癌基
因，可透過 Ras-MAPK 信號通路促進胃腫瘤細胞
繁殖，而精準標靶STK3抑制劑可成為具潛力的抗
癌方案，研究成果刊登於國際期刊《Molecular
Cancer》。
中大醫學院內外全科醫學士（環球醫學領袖培
訓專修）三年級學生梅津瑋及陳韋諾於去年參與
病理解剖及細胞學系的暑期學習計劃，在病理解
剖及細胞學系系主任杜家輝和助理教授康偉的指
導下，透過分析「癌症基因組圖譜（The Cancer
Genome Atlas）」及「亞洲癌症研究組（Asian
Cancer Research Group）」的胃癌樣本隊列，發
現約 24%患者的 STK3 基因水平擴增及 STK3 表達
上調，在香港的胃癌樣本隊列中亦有同樣觀察，
而STK3在腸型胃癌中有更加高表達，預示患者的
生存期較短。該臨床病理學關聯分析同時證實，
STK3 可作為一個獨立預測指標，其高表達與患者

的不良預後密切相關。
為了進一步探討STK3在胃癌中的發展機制，團
隊還利用生物信息學方法分析了375個胃癌患者的
表達圖譜，並用單細胞測序技術對信號通路進行
驗證，結果證實STK3的表達上調發生於早期胃癌
細胞中，其激活並進一步觸發 Ras-MAPK 信號通
路，從而促進胃腫瘤細胞DNA複製和繁殖。

標靶抑制劑具抗癌潛力
杜家輝表示，此研究對於胃癌治療進展有重大
意義，研究不但證實STK3會促進胃癌發生，也證
實了透過敲除STK3可以顯著抑制胃腫瘤細胞的生
長、遷移和侵襲，「代表精準靶向STK3有潛力成
為STK3拷貝數擴增型胃癌的新治療方案。」
從課題設計、數據分析、整理結果到撰寫研究
文章，梅津瑋和陳韋諾一直積極參與並在某些環
節發揮主導作用，他們主力負責信號通路的生物
信息學分析和臨床相關性分析，並參與了部分功
能學實驗。陳韋諾回想當中的學習體驗時指出，
自己學會了使用常規實驗儀器並能獨立進行基本
實驗操作，實踐了在課堂上學會的知識，另外亦
從零開始學習編程處理複雜的分子生物學資料，
「相信這技能對我在未來的臨床研究或基礎研究

◆研究員正操作鐳射共聚焦顯微鏡，一個多功能
平台，可以對多種樣本進行精細的結構成像。
中大圖片
有很大幫助。」
梅津瑋則表示，研究過程中部分所需知識，如編
程、繪圖等都不曾於課堂上所授，這次亦為他首次
參與科研，過程困難重重，所幸有杜、康兩位教授
指導，以及同儕互助合力完成研究，「我不但得到
不同科研的知識，更得到了面對新環境和新挑戰的
經驗。醫學發展日新月異，挑戰不斷，這些經驗將
可助我應對未來挑戰，十分寶貴。」

一宗
「唔關事」
官司 累三公屋延期落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人「住得細、
住得差」，不少市民都期望盡快成功輪候公屋，
惟近兩年有不少公營房屋項目受新冠疫情的影響
延期落成。然而，除了受疫情影響，原來還有項
目受司法覆核影響而延期落成，團結香港基金會
近日向傳媒表示，葵涌分區計劃大綱圖中有3 個公
營房屋項目，因一宗毫不相關的司法覆核案而耽
誤工程展開，基金會希望特區政府盡快通過發展
局於今年 3 月提出、加入容許可局部核准法定圖則
的條文建議，讓公營房屋項目不會受牽連被延
遲，並可避免日後出現類似的延誤情況。
葵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中的新葵街及大窩口道

公屋發展項目，原本預期分別於 2024 及 2019 年度
落成，而於去年公布的葵安工廠大廈重建項目，
原預期於 2030 年度落成，但該 3 個合共可提供
2,000 個公屋單位的項目，卻因一宗毫不相關的司
法覆核個案而延期落成。

「團結」
冀速准局部核准法定圖則
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葉文祺表
示，城規會於 2012 年決定在葵涌各發展地帶內訂
定建築物高度限制，而位於草圖範圍內的同珍醬
油工廠業主，因反對其高度限制而在 2013 年提出
司法覆核，導致葵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未能呈交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惟只有通過核
准並完成改劃程序，地盤才可進行發展，「3 個項
目合共可提供 2,000 個公屋單位，卻因為一宗無關
事的司法覆核個案冇法如期落成。」
發展局於今年3月提出在《城市規劃條例》中，
加入容許可局部核准法定圖則條文，令「分區計
劃大綱圖」範圍內的發展項目不會因個別地盤涉
及到的爭議而延遲，葉文祺非常希望修改法例可
以通過，「如果今年可以通過，明年便可開始動
工，新葵街及大窩口道項目應約於 2026 或 2027 年
可以落成，而葵安工廠大廈因需分拆，項目應可
於2030或2031年落成。」

旅發局聖誕倒數騷 橫掃 5 國際大獎

◆旅發局「香港跨年倒數演唱會」及一系列聖誕和倒數活動，合共橫掃 5
個國際獎項。圖為跨年「幻彩詠香江」。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來實
名售票再次引來熱烈討論，有人提及
旅發局曾採用實名制舉辦「香港跨年
倒數演唱會」。該個演唱會及一系列
豐富的聖誕和倒數活動近期揚威海
外，合共橫掃 5 個國際獎項。其中，
「 香 港 跨 年 倒 數 」 活 動 在 「Eventex
Awards 2022」中，勇奪「娛樂活動」
組別的金獎及「現場表演」組別銀
獎；同時於亞太區權威廣告及營銷媒
體《Campaign》主辦的「活動營銷大
獎 2022」中，榮獲「最佳戶外活動」
銀獎。評審形容活動充滿創意，亦在
公眾安全及防疫上採取足夠且有效的

措施，對舉辦其他大型活動帶來正面
影響。
「香港跨年倒數」活動是由一眾本港
人氣歌手及香港管弦樂團呈獻的戶外演
唱會，配合加有煙火與激光效果的加強
版「幻彩詠香江」和 M +巨型倒數時
鐘，吸引逾 100 個本地、內地及海外傳
媒直播或轉播，估計全球覆蓋人次逾 24
億。
至於同樣在西九文化區舉行、以全港
最高巨型聖誕樹作招徠的「香港繽紛冬
日巡禮」，也獲得「活動營銷大獎
2022」的「最佳公眾活動」及「最佳活
動製作」銅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