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在2003
至2009年度入伙的公屋住
戶不獲房委會安裝鐵閘，
住客需自費安裝，惟房委
會在2009年8月又恢復為

全港轄下公屋安裝鐵閘，
惹來已自費安裝鐵閘的住
戶不滿，其中3名居於天
水圍和東涌區的公屋住
戶，昨入稟小額錢債審裁

處 ， 要 求 房 委 會 發 還
5,500元的安裝款項，案
件押後至明年2月9日提
訊。若房委會敗訴將成案
例，估計房委會要向全港
受影響住戶賠償約1.2億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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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校長疑兇 或缺錢買毒犯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天氣寒冷，進食生滾及第粥和「打邊爐」最合

時，但在戊型肝炎確診病例首次破百歷史新高下，進食有關食物要小心病從口

入。衛生防護中心數據顯示，今年至今感染戊肝病例高達109宗，較去年急增近

50%，當中更有兩名病人死亡。食物安全中心在屠房的檢測發現，51個幼豬(4個

月大)豬肝樣本中，有31%驗出含戊肝病毒，部分更與人類感染的病毒序列相同，

顯示新鮮豬肝可能是人類感染戊肝源頭之一。食安中心指，「打邊

爐」及生滾粥均為高危致病媒介，呼籲市民食用時必須徹底煮熟。

港再現耐藥腸桿惡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發現第2宗超級惡菌

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再確診一宗產NDM-1泛耐藥腸桿菌
科細菌個案，患者為一名54歲印度籍女子，今年5月曾因
硬腦膜下血腫在印度入院治療約3個月，其後在本月15日
來港，兩日後因呼吸困難入住瑪嘉烈醫院。衛生防護中
心發言人表示，患者沒有明顯的感染徵狀，相信有關細
菌是寄居在她體內，細菌亦沒有擴散的跡象。

寄居印度婦體內 無擴散跡象
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表示，病人的肛門採樣樣本驗出

含有產NDM-1的腸桿菌細菌株，她曾入住的病房沒有出

現爆發，家居接觸者亦沒有病徵。中心發言人表示，由
於病者沒有明顯的感染徵狀，故相信有關細菌是寄居在
她體內。中心的調查仍然繼續，現時該細菌沒有擴散的
跡象。

今次是本港發現的第2宗產NDM-1腸桿菌科細菌個
案，首宗個案發生在去年10月，涉及一名66歲男子，病
人已康復。

產NDM-1腸桿菌是一種 ，屬於衛生防護中心認定的
10大超級惡菌之一，可以使碳氫黴烯類和其他滭內 胺
抗生素如青霉素失去功效。含有產NDM-1基因的細菌通
常會對多種抗菌藥物呈抗藥性，限制治療方法，並導致

嚴重的臨床感染，難以治理。大部分含有產NDM-1 的
細菌可用多粘菌素和替加環素兩種抗生素治療。

中心發言人表示，病者感染產NDM-1後，病情可能很
輕微，但亦可能危及生命，嚴重甚至致命，病情需視乎
身體哪一部分受感染，以及病人的整體健康狀況而定。
中心指正確使用抗生素及注意個人衛生，尤其是手部衛
生，對預防該細菌和交叉傳播至為重要。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 良表示，市民如果感
染這些超級惡菌後果可大可小，他促請當局加強監察曾
在印度、巴基斯坦和英國入住醫院的入境人士，因為有
關地區出現爆發。

香港文匯報訊 食物安全中心公布11月食
物安全報告，指在化驗7,100個食物樣本
後，發現有17個樣本不及格，其中以來自
蔬菜、水果及其製品類別的不及格樣本最
多，有7個經微生物及化學檢測後發現不及
格，其中一個咖喱齋樣本被檢出可引致腸
胃不適的氣莢膜梭狀芽孢桿菌。

提子乾二氧化硫超標
食安中心在昨日公布的報告中指，中心

完成約3,300個蔬菜、水果及其製品樣本的
微生物及化學檢測，發現1個咖喱齋樣本被
檢出含致病原產氣莢膜梭狀芽孢桿菌，含
量為每克含1,500萬個；1個甜酸子薑及提
子乾樣本均被檢出含二氧化硫，前者含量
為百萬分之197，超出法定上限百萬分之
100，後者為百萬分之3940，超出法定上限
百萬分之1000。同時，有4個樣本的鎘含量

高於法定上限百萬分之0.1。其中，3個菜
心樣本的鎘含量介乎百萬分之0.13至百萬
分之0.42，1個芋頭樣本的鎘含量則為百萬
分之0.17，如長期大量食用含該水平鎘的
菜心或芋頭，不排除有可能影響腎臟。

即食煙三文魚含菌停售
中心並在一個入口商的倉庫發現3個奶類

製品樣本總含菌量超標，由於樣本在入口
層面抽取，沒有流出市面，同時又發現2個
即食煙三文魚樣本含李斯特菌，涉事零售
商及入口商已暫停售賣有關產品。

除較早前公布的1個松子桂花魚樣本含孔
雀石綠外，該中心在粉嶺花都廣場惠康再
發現1個咖喱粉樣本含蘇丹紅1號及4號。

食安中心已要求相關店舖停售及銷毀有
問題食品及再抽取樣本化驗，並向有關販
商發出警告信，如有足夠證據將提出檢控。

17食物樣本肥佬 菜心芋頭鎘超標 為家犬除蝨 中年漢患立克次體感染

菲總統不想證人來港作供
香港文匯報訊 據菲律賓傳媒引述，總統阿基諾

三世同意司法部長德利馬的意見，認為沒必要按香
港死因庭的要求，安排當地116名被傳召人士來港，
就馬尼拉港人遇害事件作供，並指「考慮到菲律賓
的主權，及為國民提供最好的保護」，認為最好的做
法是，安排有關人士在菲國作證，稱香港應考慮派
人到當地查問有關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 受到一股強烈冬季季候風影響，本
港未來數日天氣寒冷，天文台昨午發出寒冷天氣警
告，入夜後氣溫顯著轉涼，預測今日巿區氣溫介乎
攝氏11至16度，新界早上氣溫會再低幾度，而元旦
日更跌至10度，下周初氣溫才回升。長者安居服務
協會由昨日凌晨至昨午5時，接獲近1,200人按動平
安鐘，當中85人送院，主要因頭暈及痛症。民政事
務總署開放10間臨時避寒中心。

受一股強烈冬季季候風影響，天文台昨午發出寒
冷天氣警告，高級科學主任梁延剛表示，今日巿區
氣溫只有約11度，元旦日更會進一步下跌至10度，
下周初氣溫逐步回升，「與冬季季候風相關的冷空
氣逐漸擴展，本港(昨日)入夜後氣溫顯著下降，預計
這股冷空氣在未來的2、3日會繼續影響本港，元旦
日的最低氣溫約是10度，而周日會回升至約12度，
要至下周初氣溫才會逐步回升」。

勞處促僱主定天冷工作守則
工業傷亡權益會在最近的寒冷天氣警告下，收到

幾名保安員投訴，指通宵在屋苑當風的戶外地方當
更，不夠禦寒衣服，公司又不准穿自己所帶的大褸
保暖，有保安員更因為太凍要送院治理。權益會昨日
約見勞工處反映有關情況，該會引述當局稱會提醒
僱主留意情況，並研究制定寒冷天氣下的工作守則。

另外，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截至25日，長者、幼
童及孕婦等目標組別人士，接種了不足30萬劑預防
流感疫苗，比去年同期減少3成，下月將會是冬季流
感季節的開始，呼籲巿民把握最後機會，盡快接種
流感疫苗，因為需時2至4星期才可產生保護作用。

指公司不准添衣
保安投訴凍到病

香港文匯報訊 警方正調查一名女證人，早前在旺
角警署被一名警員以語言冒犯的案件。警方發言人
證實，投訴警察課於本月28日接獲一名女子的投
訴，報稱於本月26日在旺角警署就一宗案件提供資
料時，一名警務人員以冒犯性的言語跟她交談。投
訴警察課正跟進有關投訴，現階段不宜作進一步評
論，但強調十分重視警務人員的行為操守，假如證
實有人員違規，必定嚴肅處理。

女證人投訴 落口供遭調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溫瑞麟）
靠綜援為生慳家
中年婦，昨晨與
2名女子結伴到
西貢布袋澳石灘
冒險採摘紫菜，
期間被巨浪捲出
海中沒頂失蹤，
水警與消防員到
場搜索，未幾在
清水灣二灘將女
事主撈起，惜已
不省人事，送院
證實不治。其子
女趕到醫院目睹
亡母遺體，傷心欲絕，惟不忘捐出亡母眼角膜，遺
愛人間。

隨街坊赴布袋澳石灘出意外
女死者林×霞(41歲)，是單親人士，因要照顧子女

無法工作，一家靠綜援維生。據悉，林婦知悉街坊
往布袋澳一帶採摘紫菜食用，便要求同往。

昨晨林婦與2名女街坊結伴到西貢清水灣及布袋澳
一帶採摘紫菜，至上午11時44分，3人分頭在近岸石
灘採摘紫菜，未料一個巨浪拍岸，同行的52歲何姓
女子險被捲出海，褲管全告濺濕，她驚魂甫定，察
看兩同行街坊，赫見林婦已被海浪捲出海中遇溺沒
頂，2人欲救無從，連忙報警。

水警輪與消防員接報趕抵展開搜索，稍後在清水
灣二灘離岸約20米處撈起失蹤的林婦，惜她已不省
人事，由水警輪載返對面海水警基地，再交救護車
送院，惟已證實死亡。

子女捐亡母眼角膜遺愛人間
警員根據資料聯絡其家人，兩名年約16、17歲子

女由女親友陪同趕到醫院，驚聞噩耗，傷心不已，
一度埋怨同行2名女子帶母親往採紫菜出事，但仍不
忘為亡母捐出有用器官遺愛人間。

將軍澳醫院證實獲女死者捐出一對眼角膜予有需
要病人，該院謹此特別感謝捐贈家屬支持器官移
植，讓有需要病人得以延續生命。

踏入冬天是採紫菜季節，其中西貢布袋澳是熱門
採摘點，一般可以採摘至翌年的4至5月。由於採摘
紫菜需頂 浪濤攀爬濕滑礁石，容易被巨浪捲走，
故採紫菜的術語又叫「走浪」，意指要有人幫手察看
拍岸巨浪，當見大浪拍岸時，即大叫「走浪」，以提
醒採紫菜的人走避，免被浪捲走。

2005年11月25日，一名69歲鍾姓翁，與2名男女在
布袋澳村海邊採摘紫菜時，亦不慎被巨浪捲走溺斃。

綜援婦採紫菜
遭浪捲走溺斃

戊肝病例增近50％
生滾粥邊爐高危
31％幼豬肝樣本含菌 與人類感染病毒序列相同

戊型肝炎為病毒引起的肝臟發炎，感染途徑
主要是進食受污染食物，主要是豬肝，其次是
生或未煮熟的介貝類水產和受污染水源。病徵
包括發燒、食慾不振、噁心、小便呈茶色和黃
疸等，有關症狀一般會於兩周內消退，但孕婦
和慢性肝病患者則可能出現嚴重併發症，死亡
率分別達20%和70%。香港戊肝個案近年有上升
趨勢，截至昨日，衛生防護中心今年共接獲109
宗戊肝確診個案，較去年的73宗及前年的90宗
為多。衛生署稱，本地戊肝多數為零星案例，
加上潛伏期長達9星期，故難以確定感染源頭。
而現時香港流行的戊肝病毒以基因IV型為主。

港驗出戊肝豬均來自內地
食物安全中心去年1月至5月，在上水屠房收

集100個燒種豬(約4個月大)和肉豬(約6個月大)的
肝臟樣本進行檢驗，發現肉豬樣本全無戊肝病
毒，但51個燒種豬肝臟樣本中，有16個呈陽性
結果，帶有戊肝病毒。中心再把豬肝病毒排序

與去年首7個月48宗人類戊肝病毒比對，結果7
個人類病毒樣本與部分豬隻病毒分離株的序列
相同，當中3宗個案患者承認曾進食豬內臟。

食安中心顧問醫生(社會醫學)(風險評估及傳
達)何玉賢表示，經食物傳播的戊肝病毒，部分
可能源自新鮮豬肝，但本地個案亦可能有其他
感染源頭，如受污染的水或食物。他補充，全
港驗出含戊肝病毒的豬隻均來自內地，但因幼
豬染病後會產生抗體自然痊癒，故不排除長大
後的肉豬亦曾染病。

貝類海產豬肝須徹底煮熟
食安中心科學主任(微生物)莊梓傑則提醒市

民，進食生或未經煮熟的貝類海產及豬肝，均
有機會感染戊肝。他呼籲，豬肝應以100度沸水
烹煮最少3至5分鐘，介貝類水產則應以沸水烹
煮至外殼打開，然後再煮3至5分鐘才可進食。
冬天進食火鍋則應使用不同餐具，分開處理生
和熟的食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瑞麟）毛妹芭蕾舞
校女校長徐滿芬被劫殺案中被捕疑犯，昨被押
返秀茂坪案發現場梯級重組案情，一名女警挽
手袋充當女事主，由疑犯重演如何強搶手袋和
逃走過程。期間，1名戴口罩沒掛警察委任證
的神秘女子，一直在場陪同疑犯重演案情，但
警方沒透露該女子身份，被捕疑犯傍晚已被落
案控以一項謀殺罪，今日在觀塘法院提堂。

案發今年7月8日深夜，徐滿芬授舞後步返曉
麗苑住所，途中遇劫，頭骨碎裂重創，留院5
日後不治。被捕疑犯姓黃(44歲)，居住秀茂坪

，報稱為散工。

重案組現場重組案情
據悉，有人有不良嗜好，因缺錢買毒品而犯

案。他被捕後一直扣查，至昨晨由探員押往附
近的美沙酮中心，須飲「橙汁」(美沙酮)頂
癮。至下午3時40分，再押至曉光街秀茂坪

三號遊樂場通往曉麗苑的樓梯重組案情。
蒙頭疑犯身穿黑皮褸及黑色牛仔褲，腰纏鐵

鏈，他向警員講述犯案經過，期間由一名女警
扮演女死者，模擬被從後搶手袋情況，過程由
探員持攝錄機拍下。重演過程約15分鐘，稍後
疑犯再押返警署。

警憑死者八達通鎖定疑犯
東九龍總區行動刑事警司單志成首先多謝市

民致電警方提供資料，令警方成功破案。單透
露，疑犯應不認識死者，但拒絕透露犯案動機
是否為錢。

消息稱，有人犯案返家後，一直未有處理女
死者的八達通卡，至近日才將該八達通卡棄於
秀茂坪 內垃圾桶，因而被清潔女工拾獲使
用。警方憑該卡追查鎖定地點，再翻查屋 及
附近閉路電視錄影帶，終鎖定疑犯，前日在其
住處將他拘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衛生防護
中心新一期《傳染病直擊》透露，本港
上月及本月共發現2宗「立克次體感染」

（Rickettsial Disease）個案。首名患者為
59歲園丁，他在上月11日因發燒、發
冷、頭痛及肌肉疼痛前往公立醫院求
醫，經血清化驗後證實患上「立克次體
感染」，處方抗生素後已康復出院，其
家人無病徵。另一名患者為58歲巴士司
機，他在上月22日因發燒及紅疹入院，

處方抗生素後康復出院，報告指患者曾
為家中犬隻除蝨，家人並無病徵。

另外，該中心本月10日及13日接獲兩
宗「蠅蛆病」個案，首名患者為一名88
歲住在安老院的老婦，她長期臥床、無
活動能力，被發現口腔滲血及有蛆蟲，
接受治療後情況穩定；另一患者為89歲
老婦，她早前摔傷左腳，其後發現有壞
疽送院治理，醫護在壞疽內發現蛆蟲，
治理後情況穩定。

3公屋戶追房委會安閘費

▲食安中心表示，要預防戊
型肝炎，市民打邊爐時要徹
底煮熟食物。 資料圖片

▲食物安全中心表示，新鮮
豬肝可能是人類感染戊型肝
炎源頭之一。圖左為食安中
心顧問醫生(社會醫學)(風險
評估及傳達)何玉賢，圖右
為食安中心科學主任(微生
物)莊梓傑。

香港文匯報記者嚴敏慧 攝

■婦人採紫菜不幸墮海溺死，
幾名親友事後趕到醫院。

疑兇被重案組探員帶到曉光
街案發現場樓梯重組案情時，
一名女警在場持袋假扮徐滿
芬。 香港文匯報記者溫瑞麟 攝

▲徐滿芬(右)與毛妹合照。
資料圖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