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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難防多種肺炎鏈球菌
3童打針照樣中招 1情況嚴重 當局認無法「全保」

手語口語混合教學 助聽障童語言發展

自願醫保諮詢 業界多疑慮

3種肺炎鏈球菌疫苗預防作用
疫苗 可預防的血清型

「7價」疫苗 4、6B、9V、14、18C、19F、23F

「10價」疫苗 1、4、5、6B、7F、9V、14、18C、19F、23F

「13價」疫苗* 1、3、4、5、6A、6B、7F、9V、14、18C、19A、
19F、23F

*「13價」疫苗目前只有部分私家醫生供應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助理教授黃世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子瑩)

身體傷殘無礙學童力爭向上。小

六女生蔡樂詩年幼時因被誤診，

雙眼未能獲得適切照料，現時幾

乎完全失明。但她未有氣餒，在

入讀專門取錄弱視及失明學生的

心光學校後，發奮學習，又積極

參與課外活動，獲得優秀小學生

的殊榮。

香島教育機構主辦
第二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昨日舉辦，活動由香島教育機構

主辦，旨在嘉許具備德、智、

體、群、美的小學生。今年共有

250名得主，其中21位更被選為傑

出學生，得獎者均獲頒發1,000元

及1,500元獎學金。

現年13歲的蔡樂詩，獲選為其

中一名優秀小學生。她於內地出

生，直至兩歲時，家人才發現她

眼睛有問題，但醫生當時只表示

她有斜視。直至樂詩6歲由內地來

港，才被診斷出患有先天性視網

膜退化，獲安排入讀心光學校。

樂詩雖然錯過了數年最佳的學習

時光，但她沒有氣餒，反而力爭

上游，於班上名列前茅。她又積

極參與課外活動，屢獲校內田徑

獎項。

母親感動落淚
對於獲得優秀小學生殊榮，樂

詩表示十分高興，並把功勞歸於

母親及老師。蔡母見女兒如此懂

事，不禁感動落淚：「得知樂詩

失明時，的確很擔心。但她反過

來安慰我，真的很乖女。」

視障女文武雙全 膺優秀小學生

中國新材上市前夕
主席涉違約遭索償
香港文匯報訊　明日正式在港上市的內地化學物

料生產商中國新材(1887)，臨掛牌前突遇上風波，其
主席張凱鈞及間接全資子公司被指違反合約而遭興
訟。原告指，張凱鈞未有按合約投放近4,000萬美元
的資產入合營公司，反把資產撥予中國新材的子公
司，要求索償及強制執行合營合約。

要求強制執行合營合約
原告蒲新瞭(譯音)持有及控制RTO Investments

Corp.，他日前入稟高院，將中國新材控股有限公司
的主席張凱鈞(前稱張克)、張持控的內地公司「山東
佳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下稱「山東佳泰」）以及
中國新材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東營勝利中亞化工
有限公司」(下稱「東營勝利」)列為被告，要求他們
強制執行合營合約、交代帳目，以及要張凱鈞就促
致違反合約作出賠償等。

入稟狀指出，根據山東佳泰及RTO Investments
Corp.於2004年8月19日簽訂的合營合約，山東佳泰
會投放資產入合營公司「山東富盈－佳泰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當中包括3,350萬美元的器材、465萬美
元的房屋以及價值105萬美元的其他資產。

指山東佳泰不當轉投資產
入稟狀續指，山東佳泰卻不當地把上述資產轉投

至東營勝利，並指是張凱鈞促致該轉移發生，認為
他們違反合營合約。原告要求法庭頒令東營勝利把
涉案資產轉移至合營公司，並要求山東佳泰及張鈞
凱作出賠償。

手機上網或推銷售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有關流動數據服務的
投訴日增，電訊管理局本月20日將與規管事務諮詢
委員會召開會議，擬針對用戶選用無限數據用量套
餐服務時被限速的投訴制定新指引，規定電訊營辦
商在銷售有關服務時，須向用戶清楚解釋條款，包
括須向60歲以上新客戶了解須否使用數據服務，期
望可減少爭拗，預計最快明年推出。

籲消費者用「封頂」計劃
電訊管理局今年至今共收到1,083宗涉及手機數據

服務的投訴，已超過去年全年的337宗。電訊管理局
助理總監劉光祥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稱，大部分投
訴與帳項問題有關，用戶多數在不自覺的情況下，
在外地使用漫遊數據服務，結果要支付高昂費用，
建議消費者應選用全包或用量「封頂」服務計劃。

須問長者新客戶使用意向
劉光祥表示，本月會與有營辦商參與的規管事務

諮詢委員會開會，商討無限數據用量套餐服務的問
題，將會建議訂出新指引，要求在合約內清楚解釋
條款，包括須向60歲以上新客戶了解須否使用流動
數據服務。他又稱，曾考慮規定用戶申請後才可使
用漫遊數據服務，但擔心此舉會為用戶帶來不便，
故未有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 早於1969年取得英國皇家婦產科
醫學院院士的婦產科私家醫生周永，日前遭女病人
入稟高院索償。原告潘敏瑜(譯音)於入稟狀指出，她
於2007年12月13日至12月底接受周永治療，惟對方
疏忽令她受傷，現要求周永賠償。有傳媒昨到原告
位於北角的地址，對方拒絕接受訪問。

資料顯示，周永於1963年取得港大內外全科醫學
士資格，其後深造專攻婦產科，先後取得英國皇家
婦產科醫學院院士、英國皇家婦產科醫學院榮授院
士、香港婦產科學院院士等資格。

婦產醫生遭病人告疏忽索償

年輕煙民2年減逾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 港府連串控煙政策推出後，政府統

計處最新調查發現，年輕港人吸煙比率較2年前減少
逾10%。但年輕女性吸煙比率跌幅不及男性，顯示
年輕女煙民問題值得關注。

政府統計處發表有關港人吸煙情況的主題報告，
發現去年11月至今年2月，全港約有75.81萬名15歲
或以上煙民，佔總人口13%。當中69.87萬人習慣每
日吸煙，與上次於2007至2008年的調查結果相若。

年輕煙民跌幅 男比女顯著
15歲至19歲市民之中，約1.8%人習慣每日吸煙，

較上次調查的2.4%，減幅25%。20歲至29歲港人，
則有約11%人習慣每日吸煙，較上次調查的12.2%減
少10%。其中，年輕男性吸煙比率跌幅較年輕女性
明顯。至於煙民每日平均吸食香煙支數，則由上次
調查的13.9支輕微下跌至13.7支。當中吸食量大的煙
民(每天多於20支)，每日平均吸食支數由上次調查的
33.9支下跌至28.5支。

食物及衛生局發言人表示，今次調查結果，反映
政府控煙措施收到一定成效。發言人重申，當局會
在保障公眾健康的前提下，繼續透過宣傳、教育及
推動戒煙服務，鼓勵和協助市民戒煙。

「愛護寵物 承諾一生」嘉年華於
昨日舉行，宣揚盡責寵物主人的信息，以及提醒市民善
待和尊重動物。 除了攤位遊戲、寵物護理知識和狗隻行
為訓練的講座外，還有專為狗隻而設的遊樂設施。

寵物嘉年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為期3個月的自願醫療
保險計劃的公眾諮詢，將於下月7日結束。逾70個組織
及團體昨於立法會表達意見，質疑醫保種種細節仍未解
決，例如投保人一旦斷供如何處理？500億元儲備用光
後，政府會否再注資？消費者委員會則憂慮，長期病患
投保人要面對等候期及附加保費，變相令醫保門檻提
高，「人人受保」意義盡失。病人團體則要求，把門診
服務納入保障範圍，否則把500億元撥款直接投放公營
醫療系統，效果更佳。

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昨晨舉行特別會議，聽取各界
對醫保計劃的意見。會上，多個醫學團體對醫保原則上
支持，但仍存在不少憂慮。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霍泰輝
表示，新建私院即將落成，加上醫保令更多病人走向私
營市場，屆時專科醫護人手更緊張，扯高公營醫院醫護
流失率。

私家醫院聯會會長劉國霖則再次反對套餐式收費，強
調保險公司有責任承擔風險，限制醫院收費不可行。

憂「全包」令醫生將貨就價
醫學會會長蔡堅亦稱，倘私院推出「全包套餐」，醫

生或會將貨就價，「本來要20萬元醫，若保單限3萬
元，怎樣醫？」

消委會籲防企業減福利
消委會總幹事劉燕卿則關注，當局在保費上雖已引入

措施控制成本，但保費仍受醫療成本、行政費、佣金等
因素影響，促請當局規管。門診服務為長期病患者主要
開支之一，但醫保計劃並不包括門診服務，令病人得不
到保障。她又提醒，政府應制訂措施，防止僱主把員工
醫療保險轉移至新醫保後，減少員工醫療福利。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梁卓偉強調，推出醫保計劃，可
優化現有保險制度，更惠及未能購買保險的高風險人
士。他重申，政府提供公營醫療服務作為安全網的做法
不變，也不會推卸責任，對公營醫療的承擔不會減少。

私醫「13價」疫苗方能預防
因感染血清3型入侵性肺炎鏈球菌而入院的3

名幼童，其中兩名分別16個月及17個月大男幼
童，仍然在瑪麗醫院留醫，情況分別嚴重及穩
定。另一名受感染的33個月大女幼童已經出
院。該3名幼童曾於母嬰健康院或私家診所接種

「7價」疫苗，但該疫苗不預防血清3型肺炎鏈球
菌。衛生署今年10月起，轉用的「10價」疫
苗，也無法抵禦該病菌。目前，只有部分私家
醫生供應的「13價」疫苗，才能預防。

抗生素治療 未知有否變種
署理衛生署署長曾浩輝昨表示，非常重視該3

宗個案。有關幼童接種的「7價」疫苗，雖然並
不能預防他們感染血清3型肺炎鏈球菌，但可用
抗生素治療，暫時未知該病菌有否變種。根據
政府化驗所統計數據，有20%樣本屬於血清3型
肺炎鏈球菌，反映該病菌在本港社區普遍存
在。但他解釋，肺炎鏈球菌多達90多種，沒有
一種疫苗能預防所有品種，100%保障兒童。

用畢「10價」或考慮轉疫苗
曾浩輝表示，肺炎鏈球菌的社區傳播及流動性

會隨時間改變。衛生防護中心專家小組會根據數
據，研究引入哪種疫苗。肺炎鏈球菌疫苗分為

「7價」、「10價」及「13價」，數字愈高代表保障
愈大。衛生署自今年10月起直至明年，會使用

「10價」疫苗，惟該疫苗也不能預防血清3型肺炎
鏈球菌。他說，待用畢該批疫苗後，會諮詢專家
小組意見，再決定會否轉用其他疫苗。

專家料肺炎鏈球菌未異變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助理教授黃世賢估計，

肺炎鏈球菌變種機會不大。他說，該菌常見於
人體鼻腔內，有30%至40%兒童是帶菌者，但帶
菌不一定會發病。當人體感染呼吸管道病毒
時，便有機會病發。對於有家長擔心子女接種

「7價」、「10價」疫苗後仍保護不足，欲「補打」
「13價」疫苗，黃世賢說，根據美國經驗，如兒
童在接種加強劑前，轉用新疫苗是可行的。但
肺炎病菌種類太多，新疫苗也不是「全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羅敬文) 全港約
有6,000多名聽障學童，部分學童的「語
言歲數」僅及實際年齡一半。中文大學研
究發現，以手語及口語混合模式教學，有
效把「語言歲數」與實際年齡拉近，每年
可追趕1.5年的「語言歲數」。在首批參與
計劃的學生中，有半數經過約2至4年混合
教學後，其表達能力已達同齡的健聽學
童。

港府多年來以融合教育政策，鼓勵聽障
學童入讀主流學校。但教師只以口語授
課，使聽障學童在學習上遇到困難。中大
於2006年推出共融教育試行計劃，夥拍幼
稚園及小學，於每個年級設立特別班，每
班讓約6名聽障學童入讀，並由1名口語教
師及1名手語教師共同授課，減低聽障學
童學習障礙。

半數人表達能力追同齡童
現時約有30名聽障學童參與共融教育計

劃。而首批18名聽障學童，經過2至4年混
合教學後，學童每年可追回1.5年的「語
言歲數」。其中，有半數人表達能力已追
上同齡的健聽學童，也有40%人理解能力
已達同齡的健聽學童。

中文大學人類傳意科學研究所助理所
長李月裳表示，在2007年曾分析聽障學
童入讀主流學校的語言能力。在90名受
訪聽障學童中，有44%出現嚴重語言障
礙，較預期情況為差。她認為，港府可
考慮引入以手語及口語混合模式教學。
既可減低聽障學童學習障礙，又因班內
的健聽學童也學習手語，有助傷健共
融。

中大與教區物色中學推計劃
陳太女兒陳紀尤自小患有深度聽障，

自2007年起，報讀共融教育計劃。陳太
認為，計劃有助女兒消除學習障礙，掌
握課堂內容。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
中心主任鄧慧蘭表示，現正與天主教區
磋商，物色1所中學推展共融教育計劃。
該大學最近並推出《聽障兒童言語聆聽
理解訓練手冊》，鍛煉聽障學童語言能
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啟源、鄭佩琪) 本港3名幼童接種港府引入的「7價」肺

炎鏈球菌疫苗後，仍「中招」感染常見的血清3型肺炎鏈球菌，揭示港府使用的

疫苗連這等常見的病菌也不能預防。署理衛生署署長曾浩輝昨表示，其中2名幼

童仍然留醫，一人情況嚴重。衛生防護中心專家會根據病菌傳播及流動性，考慮

是否轉用新疫苗。但他強調，暫時未有一種疫苗能預防全數90多種

的肺炎鏈球菌。

■李月裳(右)及鄧慧蘭(左)表示，配以手語的共融教
育計劃，有助聽障學童減少學習障礙。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敬文 攝

■署理衛生署長曾浩輝昨表示，暫時未有疫苗可預防為數90多種的肺炎
鏈球菌。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啟源 攝

■電訊管理局
將與規管事務
諮詢委員會召
開會議，擬針
對用戶選用無
限數據用量套
餐服務時被限
速的投訴制定
新指引。

資料圖片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昨日舉行頒獎禮，先天失明的小六生蔡
樂詩（右）為250名得獎者之一。圖左為蔡母。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子瑩 攝

■陳太其中一名女兒陳紀尤(前方)自小便患有深度聽
障。她認為女兒參與共融教育計劃，有助減少學習
障礙。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敬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