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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社聯的調
查發現，84%社企員工為弱勢社群，社企正
好作為他們「自強不息」的地方。香港善
導會的宗旨為協助更生人士重投社會，故
其社企聘請的僱員當中，75%為更生人士。
現年21歲的阿奶(左圖中)，過往曾是被社會
標籤的「不良少年」，如今只期望做好包
及製作曲奇餅的工作，為成為出色廚師的
目標奮鬥。

更生人士「學師」創業
阿奶13歲便已常到深圳耍樂，不久更染

上毒癮，其後因販毒於2010年8月被判入更
生中心，去年5月離開更生中心後，到善導
會營辦社企「明朗服務有限公司」工作，
負責包 及製作曲奇餅。他表示，十分滿
意現時的工作，更知道曾有更生人士「學
滿師」離開社企後創業，「我現時平日會
上網搜集資料，提高自己的造餅技術，更
希望儲錢於今年7月監管令完結後進修，
他日成為一名出色的廚師」。

青
山
大
埔
醫
院
精
神
病
房
爆
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羅敬文)

青山醫院和大埔醫院的成人精
神科女病房均有病人出現上呼
吸道感染徵狀。青山醫院成人
精神科女病房自上月20日起先
後有8名年齡介乎22至50歲的
病人出現呼吸道感染徵狀，測
試顯示其中7人對乙型流感病
毒呈陽性反應，有關病人現正
接受隔離治療，情況穩定。
此外，大埔醫院成人精神科

女病房於3月28日起，有4名年
齡介乎39至80歲的病人及2名
職員，出現發燒及上呼吸道感
染徵狀，測試結果顯示對甲、
乙型流感病毒及呼吸道合胞體
病毒均呈陽性反應。病人正接
受隔離治療，2名職員正放取
病假，各人情況穩定。現時兩
間醫院有關病房已暫停接收新
症，並加強感染控制措施。

比率按年升9個百分點 社聯製《指南》谷生意
漸諳營商道 75%社企賺錢

靈芝麝香通脈丹含類固醇

社聯—匯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的調
查顯示，2011至2012年度全港共

有124間機構或公司營辦合共368個社企
項目，按年增加12%，最多社企從事的3
個行業為飲食、生活百貨及護理與醫
療，員工平均時薪為33元。調查發現，
36間有提供盈虧狀況的機構當中，75%
錄得盈利，平均每間機構約有30萬元盈

利；25%出現虧蝕的機構，平均虧蝕額
亦佔近30萬元。

租金營運壓力大 轉型重生
蔡海偉指出，過去一年間，約有8至9

間社企結業，部分因為租金及營運問
題，亦有裝修公司因為最低工資實施
後，員工轉當保安及清潔業而請不到
人，無奈結業。但他指出，仍有不少社
企作出不同嘗試及轉變，以對抗通脹及
工資上漲的挑戰，對社會屬好現象。社
聯—匯豐社會企業商務中心高級經理譚
穎茜指出，社企慢慢清晰市場定位，部
分會轉為樓上舖；部分則迎合講求健康
及環保的潮流，推出有機食物或售賣以
環保回收物資製成的家居用品。

轉推自主品牌 食品生意掂
協助更新人士投入社會的善導會，

1997年開始營辦社企「明朗服務有限公

司」，由最先提供搬運及清潔服務，慢

慢發展至展覽場地布置及生產食品。善

導會業務總監李淑慧指出，搬運、清潔

及展覽場地布置的發展穩定，去年4月

至今年1月的各項收入介乎150萬至260萬

元，合共近30萬元盈利。她指出，近年

將業務作多元化發展，加推包 及售賣

曲奇餅，雖然目前仍未達致收支平衡，

但希望員工可藉此作多方面嘗試，發展

自己的技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

文）衛生署接獲醫管局通報一
名87歲男病人服用在馬來西亞
購買的「靈芝麝香通脈丹」(見

圖)後，出現庫欣氏症候群的徵
狀，化驗發現該產品含有未標
示西藥成分「地塞米松」類固
醇，長期服用可引致高血壓、
肌肉萎縮及骨質疏鬆等。衛生
署呼籲市民不要購買及服用有
關產品，以免危害健康。

可致肌肉萎縮 衛署籲停服
衛生署早前接獲醫管局通報一名87歲男病人，在上月5日因痛

風及食慾不振被送到將軍澳醫院急症室，發現病人出現庫欣氏症
候群的徵狀，臨床診斷懷疑是由藥物引致。該名病人指過去1年
曾服用在馬來西亞購買的名為「靈芝麝香通脈丹」的口服產品，
醫管局化驗後顯示含有未標示西藥成分「地塞米松」類固醇。

歹徒偷車撞找換店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荃灣一間曾遭人淋油

破壞的找換店，昨凌晨又遭歹徒駕駛偷來客貨車撞閘，
警方列作「刑事毀壞」案，正深入調查事件是否互有關
連，以及歹徒犯案動機。遭撞閘找換店位於眾安街11
號，過去亦曾數遭刑事毀壞，對上一次發生在今年1
月，該店鐵閘遭人淋紅漆油。

昨日被歹徒利用撞閘的客貨車，屬於一間粉麵廠，昨

清晨4時許，司機將該車停在長沙灣美孚新 荔灣道，

離開送貨往附近街市，稍後折返時發覺客貨車已被人連

車帶貨偷走，連忙報警。

至清晨5時28分，有警員巡經眾安街時，發現一輛客

貨車剷上行人路撞毀上述找換店鐵閘，惟人去車空。警

員根據車牌發覺該客貨車剛報失，先後聯絡司機及找換

店負責人到場協助調查。案件現由荃灣警區刑事調查隊

第3隊跟進調查。

同名店1月遭淋油破壞
資料顯示，今年1月14日早上9時許，上址找換店一名

女負責人返回開舖時，發現大門鐵閘被人潑淋紅色油
漆，於是報警，警方列作刑事毀壞案處理，當日尖東一
間同名找換店亦遭淋油，手法同出一轍，警方疑是同一
幫匪徒所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在港府大力推動下，近年社企愈

開愈多。社聯一項調查顯示，

75%社企在2011至2012年度錄得

盈餘，比率按年上升9個百分點，

但亦有社企敵不過租金上漲及通

脹等壓力而結業，也有裝修社企

因為最低工資實施後，員工轉當

保安及清潔，因請不到人而無奈

結業。社聯業務總監蔡海偉表

示，不少社企經過數年營運後，逐

漸掌握營商之道，並會透過開發新

業務及轉營維持競爭力，整體運作

較前理想。社聯最新製作的《社企

指南》已出版，市民可同時透過社

聯網頁及下載手機版翻閱，社聯將

推出一系列推廣計劃，鼓勵公眾到

指南內的社企消費。

■蔡海偉(右)表示，不少社企經過數年營運後，逐漸掌握營商之道，並會透過開發

新業務及轉營維持競爭力，整體運作較前理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

■荃灣眾安街被歹徒倒車撞毀找換店鐵閘的客貨車證實

失車。

復活節
快到，不
少英國人
都會到超
市買復活
蛋應節。
不過今年
當地復活
蛋價格較
去年貴兩
倍，報道
指，「蛋
價」飆升
原因之一是可可豆失收，加上中國市
場需求增加，致全球供應短缺；此
外，部分超市乘機加價牟利，亦是導
致復活蛋加價的原因。
在英國超市Sausbury's，178克裝的

吉百利朱古力復活蛋，售價由去年的
1英鎊(約12.3港元)，加價至3英鎊(約
36.9港元)，加幅是幾家連鎖超市中最
高。

超市被指濫加價
報道指，佔全球可可豆產量4成的

科特迪瓦去年爆發旱災，導致收成質
素大跌，這本來令可可豆批發價下
調，但由於生產商要動用質素較好的
可可豆儲備來製造復活蛋，於是價格
不跌反升。
但生產商否認是他們加價，反指零

售商才是元兇。如雀巢聰明豆復活
蛋，雀巢建議零售價為5.59英鎊(約
68.8港元)，但英國最大超市Tesco卻
標價為7英鎊(約86.2港元)。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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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蛇驚現澳客機 爬上機師腿

揭「高危」朋友 fb防播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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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Brain可探測腦波，或有助霍金分享其思

想。 網上圖片

社交網站facebook(fb)除了可讓用家知道誰正在和誰

交往之外，未來也能知道誰有性病。美國最新一項

研究指出，類似fb的社交網站可用來預測並預防性病

傳播。

研究由北卡羅來納大學傳染病中心醫學教授萊昂

內等人進行，他們指出，感染愛滋病的風險不只發

生在性伴侶之間，更已擴展到鄰近朋友圈。萊昂內

表示，同一社交圈的人常有類似冒險模式的行為，

以及和相同對象發生性行為。

■中央社/《時代周刊》

CDC報告稱，
此次疫情的病

源菌株為不常見的
「巴雷利」沙門氏菌。

自今年1月28日以來，已有
10人入院治療，最近一例就在4

月2日，且有蔓延趨勢。許多患者聲稱
發病前吃過壽司、魚生或類似食物，但FDA表示至今仍
不清楚真正病源。

CDC未發指引 籲煮熟食物
CDC指出，他們沒要求消費者回避任何特定食物或餐

館。一旦找到源頭食物，會告知公眾並採取進一步措施
防止疫情擴散。CDC建議，適當烹煮食物可殺死沙門氏
菌和其他多數食源性病菌，若出現食物中毒症狀，應盡
早就醫。
沙門氏菌患者常出現腹瀉、發燒症狀，並會在染病12

至72小時內出現腹部絞痛，病情通常持續4至7天。儘管
許多人可自行恢復，但嚴重者仍可導致住院甚至死亡，
其中長者、小童及免疫系統脆弱的患者最可能爆發嚴重
併發症。
2009年，美國亦曾爆發與花生產品有關的沙門氏菌疫

情，華府之後推動立法加強保障食物安全，但至今仍未
完成審議。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華爾街日報》

澳洲地面多蛇，但原來半空之上也
有！澳洲邊疆航空一架客機前日在飛
行途中，駕駛艙內突然出現一條毒
蛇，幸好機師(右圖)臨危不亂，即時
致電地面控制中心求助，並安排飛機
折返原地。事後機師大呼「好彩」，
還表示蛇一度爬到他的腿上。
肇事飛機原定由達爾文飛往北領地

小鎮佩皮梅納提，機師布倫納哈塞特
形容，事發時血壓和心跳都微微上

升，但認為這是一次「有趣經驗」。
他說：「飛機 陸時，那條蛇其實正
沿我的腿爬下來，非常恐怖。」據稱
蛇當時把頭伸在對講機按鈕上，差點
讓他無法與控制塔聯絡。
飛機 陸後，機場安排「蛇王」到

場捉蛇，卻不見影蹤，後來才發現這
條金花蛇(又稱飛蛇)。金花蛇能分泌
輕微毒素，但甚少對人類構成威脅。

■法新社

美國首都華盛頓及紐約等19個州爆發沙門氏菌疫情，至今造成93人感

染，10人需要留醫，幸無人死亡。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CDC)懷疑疫

情與食用壽司有關，正聯同聯邦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調查源

頭。

因罹患漸凍人症而長期癱瘓的

物理學家霍金，需借助身旁機器

才能吃力地與人溝通。去年夏季

他接受了配戴「iBrain」的實驗，

這個有如黑色頭帶的裝置，能夠

直接讀取配戴者的腦波活動，如

果實驗成功，未來霍金或能透過

裝置說話，甚至進行各種動作。

iBrain是新一代攜帶式神經裝

置，有運算功能，可監視並診斷

睡眠呼吸中止症、憂鬱症和自閉

症等病症。其好處是成本較低，

輕便，有望取代造價高昂的睡眠

實驗室。

iBrain發明者是32歲神經科學家

羅歐領導的團隊。羅歐說：

「iBrain可在使用者睡覺、看電視

或任何狀態下即時收集資料。」

箇中原理是透過單一管道接收大

腦電子訊號波，這種訊號波會隨

使用者的不同活動和思考，以及

腦部疾病的不同病理而改變。

■《每日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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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駕駛艙

出現的同種

類金花蛇。

網上圖片

■英國民眾今個復活節

要捱貴蛋。 網上圖片

美壽司疑播沙門氏菌

■美國沙門氏患者稱曾吃過壽司和魚生。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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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席捲19州 93人中招

■沙門氏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