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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預測

多雲，有零散驟雨
氣溫：25℃-28℃ 濕度：80%-95%
潮漲：02:39 (1.4m) 12:00 (2.0m)
潮退：05:38 (1.3m) 20:21 (0.6m)
日出：05:40 日落：19:01

29/5(星期二)
氣溫：25℃-29℃

濕度：75%-90%

多雲
有幾陣驟雨

30/5(星期三)
氣溫：25℃-29℃

濕度：80%-95%

多雲 有零散驟雨
稍後有幾陣雷暴

31/5(星期四)
氣溫：24℃-28℃

濕度：80%-95%

多雲
有零散驟雨

氣溫：24℃-29℃

濕度：65%-85%

短暫時間有陽光
亦有幾陣驟雨

空氣污染指數

0-25 輕微

26-50 中等

51-100 偏高

101-200 甚高

201-500 嚴重

一般監測站#

污染指數：15 - 40
空氣指數：輕微至中等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55 - 85
空氣指數：偏高

# 設 於 中 西
區、葵涌、觀
塘、深水 、
沙田、大埔、
荃灣及元朗。
*設於銅鑼灣
及旺角。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7℃ 34℃ 雷暴
河 內 24℃ 33℃ 密雲
雅 加 達 24℃ 33℃ 薄霧
吉 隆 坡 24℃ 33℃ 雷暴

馬 尼 拉 27℃ 34℃ 驟雨
新 德 里 29℃ 42℃ 天晴
首 爾 17℃ 28℃ 多雲
新 加 坡 24℃ 32℃ 雷暴
東 京 18℃ 25℃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10℃ 15℃ 驟雨

悉 尼 11℃ 19℃ 驟雨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2℃ 25℃ 天晴
雅 典 15℃ 25℃ 雷暴
法蘭克福 12℃ 24℃ 多雲
日 內 瓦 11℃ 23℃ 雷暴
里 斯 本 13℃ 24℃ 多雲

倫 敦 16℃ 26℃ 天晴
馬 德 里 12℃ 26℃ 天晴
莫 斯 科 10℃ 17℃ 有雨
巴 黎 15℃ 27℃ 驟雨
羅 馬 10℃ 21℃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0℃ 36℃ 多雲

檀 香 山 24℃ 31℃ 天晴
洛 杉 磯 12℃ 22℃ 多雲
紐 約 19℃ 27℃ 多雲
三 藩 市 10℃ 16℃ 多雲
多 倫 多 17℃ 20℃ 驟雨
溫 哥 華 11℃ 18℃ 天晴
華 盛 頓 22℃ 32℃ 多雲

查詢天氣：187  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20℃ 34℃ 天晴
長　　春 12℃ 29℃ 天晴
長　　沙 19℃ 30℃ 多雲
成　　都 19℃ 24℃ 驟雨
重　　慶 19℃ 23℃ 驟雨

福　　州 19℃ 23℃ 有雨
廣　　州 24℃ 31℃ 雷暴
貴　　陽 19℃ 25℃ 驟雨
海　　口 25℃ 32℃ 雷暴
杭　　州 18℃ 29℃ 多雲
哈 爾 濱 10℃ 23℃ 多雲
合　　肥 19℃ 31℃ 天晴

呼和浩特 13℃ 29℃ 密雲
濟　　南 25℃ 34℃ 天晴
昆　　明 18℃ 25℃ 驟雨
蘭　　州 15℃ 25℃ 有雨
拉　　薩 12℃ 26℃ 多雲
南　　昌 20℃ 29℃ 多雲
南　　京 18℃ 31℃ 天晴

南　　寧 22℃ 31℃ 驟雨
上　　海 19℃ 29℃ 天晴
瀋　　陽 10℃ 30℃ 天晴
石 家 莊 20℃ 33℃ 天晴
台　　北 21℃ 28℃ 雷暴
太　　原 14℃ 30℃ 密雲
天　　津 20℃ 34℃ 天晴

烏魯木齊 13℃ 24℃ 天晴
武　　漢 19℃ 29℃ 多雲
西　　安 18℃ 29℃ 有雨
廈　　門 21℃ 25℃ 驟雨
西　　寧 10℃ 18℃ 有雨
銀　　川 16℃ 24℃ 雷暴
鄭　　州 20℃ 32℃ 多雲

1/6(星期五)

寧淋漂白水拒益人 團體促早落實「垃圾徵費」
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

650店日棄約87公噸食物
地球之友今年1月至本月期間，抽查5個分別位於

九龍東、九龍西及港島區的垃圾站，以收集4間連鎖
超市，包括百佳、惠康、華潤及吉之島棄置垃圾的
數據。結果發現，有關超市每日平均丟棄廚餘量達
134.51公斤，如以4間超市於全港約有650間分店計
算，每日共丟棄約87公噸食物，每年累積棄置3.1萬
公噸廚餘，相等於2,000架雙層巴士重量。

三分一未過期 包裝遭破壞
地球之友環境事務主任馮詩麗表示，調查過程發

現被棄置的廚餘，以生果及蔬菜居多，當中不少更
未過期、未腐爛、甚至包裝完整的原棵蔬菜，她估
計，每日丟棄的87公噸廚餘當中，有三分一、即約

29公噸仍可食用。馮詩麗指出，有超市職員向他們
透露，為禁止拾荒者取用食物影響生意，超市職員
會刻意把部分包裝食物，如麵包，在棄置前刻意破
壞包裝及淋水，甚至淋漂白水，令食物無法食用，
她批評超市的做法「相當無良心」。

倡賣剩食物帶頭贈食銀
馮詩麗建議，超市將未過期的賣剩食物贈予食物

回收銀行，並建議超市回收過期及腐爛廚餘，用於
堆肥或動物飼料。她認為，多間超市營業額佔市場
零售業53%，認為超市可起帶頭作用，推動商界廚
餘回收。此外，馮詩麗又建議政府盡早落實「垃圾
按量收費」，以及「堆填區廚餘禁令」禁止堆填區接
收廚餘，迫使業界將廚餘回收處理，推動商界減
廢。
百佳超市回應承認，會在食品過期前或後扔掉食

品，但強調是為了控制食品質素，此外，發言人指
出一直根據需求控制訂貨數量，因此廚餘亦極有
限，目前未有考慮廚餘回收及捐贈措施。惠康則回
應，會透過分析及監察需求管理存貨量，以減少浪
費，此外，由於過期食物有健康風險，因此就廚餘
回收再造的建議，需全面研究其可行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曉晴) 本港貧富懸殊問題日漸加劇，不少基層市民每日為三餐張羅，

但與此同時，有環保團體發現，本港4間連鎖超市及分店每日共丟棄約87公噸食物，全年則棄置3.1

萬公噸廚餘，相等於2,000架雙層巴士重量。當中三分一廚餘更未過期，超市為防止拾荒者拾取，

向食物淋漂白水，寧暴殄天物也拒絕捐贈有需要人士。團體建議，超市將未過期的食物贈予食物銀

行，又建議政府盡早落實「垃圾按量收費」，以及「堆填區廚餘禁令」禁止堆填區接收廚餘。

公園拒辦攀樹賽 王國興批太官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晨）過去12個月，最
少發生24宗職業司機工
作時猝死的新聞，當中
一半是的士司機。北區
醫院和博愛醫院統計數
據發現，去年3月至今年
3月的急性心肌梗塞入院
病人中，近10%是「搵
食車」司機，醫院以外
發病的存活率不足2%。
醫生指出，職業司機工
時長壓力大，食無定
時、缺乏運動，是心臟
病的高危因素，呼籲職業司機當發現
心絞痛時，要停車救助。平日要多做
運動，定期進行身體檢查減低發病風
險，保障行車和公眾安全。
公立醫院心臟醫生協會翻查報章，

發現過去12個月，傳媒共報道24宗職
業司機工作時猝死的個案，其中12宗
為的士司機，估計有關個案與心臟問
題有關。協會又引用北區醫院和博愛
醫院的統計指出，由去年3月至今年3
月，兩院因急性心肌梗塞入院的病人
共有164人，其中9%是職業司機，全
部是男性，年齡介乎40歲至65歲，當
中71%為煙民。73%人的膽固醇超
標，43%更患有糖尿病，情況相當嚴
重。

72%血壓超標 66%中央肥胖
公立醫院心臟醫生協會去年及今年

分別為80名一般男市民及54位的士司

機進行健康普查，發現72%的士司機
上下血壓超標，29%司機高血糖，
60%體重超過標準，66%更出現中央
肥胖，多項風險因素均較一般男市民
為高。

心肌梗塞發病 未必有徵兆
公立醫院心臟醫生協會會員姚國興

指出，大部分職業司機工時長、壓力
大、飲食不規律、久坐而缺乏運動，
都是心臟病的高危因素。姚國興稱，
大部分急性心肌梗塞患者在發病前未
必有徵兆，加上患者對疾病的認知不
足，容易忽略病發風險。他續指，大
部分急性心肌梗塞的個案，在送院之
前就已經死亡，醫院外發病個案的存
活率不足2%，呼籲職業司機多做運
動，定時檢查身體，工作期間發現心
絞痛等徵狀應立即停車，切勿逞強自
行駛往醫院，確保行車和公眾安全。

港 聞 拼 盤

調查揭的哥屬心臟病高危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晨）香港
抗毒宣傳廣告多以中文或英文製
作，往往忽略香港少數族裔居民。
調查顯示，相比華裔及以英語為母
語的香港青少年，少數族裔青少年
對毒品認知嚴重不足。近60%受訪少
數族裔青少年對毒品認知匱乏，抗
毒意識薄弱；近18%人不介意嘗試吸
毒；26.3%少數族裔受訪者不懂正確
應對藥品誘惑，反映現時當局針對
少數族裔禁毒資訊及機構不足。有
見及此，團體呼籲政府在宣傳及教
育時顧及不同族裔需要。
啟勵扶青會與理工大學以1年時

間，訪問1,199名13歲至18歲本港青
少年，其中272人為少數族裔青少
年；其餘則是華裔及以英語為母語
的外籍青少年。調查顯示，少數族
裔青少年對濫藥知識較其他族裔受
訪者低。近60%少數族裔受訪者對毒
品認知不足；26.3%人面對朋輩壓
力，難以「說不」；17.7%人表示不

介意接觸毒品；32.1%不知有關濫藥
問題求助辦法，比例均高於華語及
英語為母語受訪者。

團體盼「度身訂造」宣傳計劃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Jessica

形容，因為對毒品認知甚少，身邊
朋友中，10人有2人至3人因好奇接觸
毒品。她認為，因為文化及社會關
係，許多防止青少年濫藥的宣傳未
有顧及他們的需要。她希望政府及
社福機構，舉辦有關抗毒活動及宣
傳時，考慮文化、宗教等因素，加
入針對少數族裔元素，加強對少數
族裔青少年的關懷和教育。

六成少數族裔青年抗毒意識弱
■Jessica希

望政府舉辦抗

毒活動時考慮

文化、宗教等

因素。

曹晨 攝

■李文基(左)

認為，社區內

飲水機設施不

足，影響學生

自 攜 水 樽 意

慾，建議政府

增加飲水機設

施。

調查機構供圖

■姚國興(右二)呼籲職業司機定時體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曹晨 攝

■地球之友調查顯示，本港多間連鎖超市旗下分店每日

共丟棄約87公噸食物。 綠色和平供圖

■馮詩麗(右)建議超市把未過期賣剩食物贈予食物回收銀行，

並回收過期及腐爛廚餘，用於堆肥或動物飼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曉晴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當肺部因為疾病而未
能發揮正常的氣體交換功能，便會出現「呼吸衰
竭」，此症按病情分為急性及慢性，兩者皆會威脅
性命，急性更會令患者於短時間內窒息死亡。傳統
療法具入侵性，隨 無創傷性的「無創通氣治療」
普及，患者可於家居應用有關儀器，減低死亡率達
59%、減低治療失敗率達49%，並能縮短2天至4天
住院日數。
香港胸肺學會代表、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朱頌明

表示，去年統計數字顯示，肺炎及慢性阻塞性肺病
分別為第三位、第五位的本港致死疾病，大多數這
類患者最終都因為呼吸衰竭致命。他表示，不論是
急性及慢性的呼吸衰竭，皆可透過「通氣治療」紓
緩病情，原理是透過呼吸機將加壓的空氣或額外附
加氧氣，帶到病人肺部，讓血液含氧及二氧化碳量
回復至正常水平，能於家居內使用。

傳統治療 患者無法進食
傳統的通氣治療需要經患者口腔或者透過氣管造

口術，於患者頸部開一個約2公分至3公分的切口，
將導管插入氣管進行通氣。這類治療有效解決呼吸
困難，但患者要忍受治療期間插喉所帶來的疼痛不
適，包括無法說話和如常進食，而且細菌有機會隨
呼吸喉管直接進入肺部，併發可致命的肺炎。
「無創通氣治療」讓患者戴上已接駁至儀器的鼻

罩或面罩便可進行治療。有關技術能夠減低治療相
關的併發症及降低由插喉所帶來的感染風險。朱
頌明綜合多項國際大型臨床數據的報告指出，患
者於入院時立即接受無創「通氣治療」能減低死亡
率達59%、減低治療失敗率達49%、減少日後需要
口腔插喉機會率達58%，以及縮短2天至4天住院日
數。

家用「無創通氣治療」
肺病死亡率減59%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林曉晴) 炎
炎夏日，不少市民都會購買飲料解
渴。有調查發現，56.6%受訪學生
每星期購買2次膠樽飲品，推算全
港學生每年棄置至少逾1,991萬個
塑膠樽。調查又發現，75%受訪者
認為，社區添水設備不足影響自攜
水樽意慾，產生大量膠樽垃圾。團
體建議當局增加街上回收箱數目，
鼓勵市民將膠樽回收，以及增加社
區飲水機設施，鼓勵學生自攜水
樽。

41.6%無投樽入回收箱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於4月至5

月期間，訪問全港20間中學和小
學，共1,883名中小學生。結果發
現，有56.6%學生每星期購買2次
膠樽飲品，另有41.6%受訪者沒有
將塑膠樽投進回收箱。團體以現時
全港有813,200名中小學生推算，
全年最少有逾1,991萬個塑膠樽被
棄置。

籲政府商場增設飲水機
調查又發現，62.8%受訪學生表

示外出時會自攜水樽，當中75%為
小學生，中學生只有54.1%。此
外，整體有75%學生認為社區添水
設備不足，不少學生認為應在商
場、運動場及大型公園等公共場
所，增加飲水機設施，33%受訪者
表示會因添水設備而增加自攜水
樽。

膠樽難溶解直接損環境
青年會全會環保工作小組召集人

李文基表示，膠樽不能溶解，對環
境造成直接損害，建議政府增加街
上的回收箱數目，鼓勵市民將塑膠
樽回收。
此外，李文基認為，社區內的飲

水機設施不足，影響學生自攜水樽
意慾，建議政府增加飲水機設施，
並在中學加強環保教育，鼓勵學生
參與環保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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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年棄廚餘3.1萬公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風季即將來
臨，樹木保育至為重要。工聯會批評，多項國
際攀樹比賽申請在康文署轄下公園舉行遭拒，
官僚辦事手法窒礙團體透過比賽為樹木進行大
型檢查、提高公眾保育意識，以及加強樹木工
作者職安健機會。

國際性比賽 推保育信息
有民間團體有見近年塌樹意外導致人命傷

亡，遂積極舉行活動，提升市民關注樹木健康
意識。香港樹木學會表示，前年於上水私人用
地首辦「國際性攀樹錦標賽」，成功吸引多名
國際選手參與，令本港攀樹比賽漸受國際重
視，希望藉此向公眾推廣保育信息。
該會副會長李國文指，「國際性攀樹比賽」

既可提升本港旅遊形象，又可提高公眾對樹木
認識。他稱透過比賽可向樹木工作者介紹新式
攀爬工具及方法，藉此提升職安健意識。而比
賽前大會會對場地樹木進行評估檢查，有需要

時更會清理樹冠枯枝，可保持樹木安全及提供
專業樹林護理。不過學會先後於去年及今年
初，嘗試向康文署申請北區公園用地作比賽用
地時遭拒，批評當局未有作出配合，令保育工
作受阻。

倡新思維 助樹木保育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表示，早前曾就學

會申請比賽用地屢次被拒一事，與康文署代表
會面。署方表示，該署是政策執行者，現未有
借出公園用地作攀樹比賽政策，因此申請不能
批准。王國興批評當局辦事僵化，指市民對樹
木認識不深，難得有機會向公眾推廣保育信
息，但當局卻以官僚式態度及手法阻撓，促請
政府以靈活創新思維，讓香港樹木保育、教育
和管理工作有更長遠發展。

康文署：違例拒批申請
康文署發言人回應香港文匯報詢查時表示，

去年署方接獲香港樹木學會申請在北區公園舉
辦攀樹比賽，署方就有關申請諮詢法律意見
後，認為在公園舉行攀樹比賽抵觸遊樂場地規
例。而根據有關規例8B條文，任何人士不准在
康文署場地攀爬樹木，加上基於安全理由，所
以署方拒絕該學會申請。
發言人表示，署方今年再度收到該學會同樣

申請，而基於上述理由，有關申請不被接納，
署方建議他們另覓其他場地舉辦有關比賽。

■王國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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