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名65歲男子感
染俗稱食肉菌的壞死性筋膜炎，接受截肢手術
後，目前在伊利沙伯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
嚴重。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表示，壞死性筋膜炎
是嚴重的細菌感染，破壞身體的軟組織及筋膜，
並可令受感染者於12小時至24小時內死亡，呼籲
市民如出現感染的病徵要立即求醫。

沒外遊記錄 防護中心續查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該名男子有長期病患，自
3月12日出現右腳腫痛，3月14日向私家醫生求

醫，翌日入住伊利沙伯醫
院。被診斷為壞死性筋膜
炎，於3月16日接受右小腿

至膝蓋以上截肢手術。病人現時於深切治療部接
受治療，情況嚴重。他的傷口組織樣本經化驗後
發現含創傷弧菌。他最近沒有外遊，其家人沒有
出現病徵。衛生防護中心的調查仍然繼續。

中心發言人呼籲市民採取預防措施，避免未經
包紮的傷口或破損的皮膚接觸海水或鹹水；徹底
清潔及妥善包紮傷口；及如需處理生的貝殼類海
產或其他海鮮，應使用厚膠手套。市民如出現感
染的病徵，例如持續皮膚紅腫、痛楚及有膿等，
應立即求醫。

香港近年遲婚和遲生育的人口越來越
多，而隨 孕婦年齡越高，嬰兒患唐

氏綜合症的風險就越大。據統計，香港平均
每年有約50,000名孕婦，當中有5%為年屆35
歲的高危孕婦。公立醫院現時為高危孕婦提
供一系列唐氏綜合症的產前檢查服務，包括
基本血液測試及超聲波檢查，其中懷疑個案
將會接受「抽羊胎水」或絨毛活檢，以確實
胎兒有否患上唐氏綜合症。但由於抽取羊胎
水屬入侵性檢查，約1%胎兒因而流產。

蔣麗芸：新技術懷孕10周可驗

民建聯昨日舉行記者會，要求當局在公立
醫院引入較安全的T21測試技術。立法會議
員蔣麗芸表示，在新技術下，孕婦只需透過

驗血和基因排序，便能確定胎兒有否染色體
疾病，新技術較「抽羊胎水」安全，而且懷
孕10周後便可進行測試，較「抽羊胎水」的
16周至18周為早。

蔣麗芸又說，有關技術由香港中文大學研
發成功，但礙於成本較「抽羊胎水」貴約
4,000元，現時只在私營市場使用。她建議
當局考慮增撥資源，引入T21測試技術至公
營醫療服務，例如先資助高危孕婦進行T21
測試，其後再擴至所有孕婦，以全面保障孕
婦健康。

全球逾10萬次測試 中大2011年推出

參與研發的中大醫學院化學病理學系系主
任盧煜明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他在1997年
發現，孕婦在懷孕期間，胎兒的基因會釋放
至孕婦的血液，所以抽孕婦的血液便能得知
胎兒的基因。有關的T21技術研發至2008年
開始成熟，並於2011年底推出香港私人市
場。現時全球有13個國家或地區使用T21技
術，估計至今已進行過10萬次測試，其中本
港佔2,500次。

他說，現時中大開放私營醫療機構，供孕
婦進行抽血測試。他們會將樣本送往美國進
行化驗，費用約8,000元。由於初期未知本
地需求，所以現時只將化驗地點設於美國。
但他表示，若醫管局和政府支持有關技術，
他們亦樂意在港進行化驗程序。他估計本港
每年有2,000個至2,500個高危孕婦，若每人
費用約8,000元，測試的成本只需約1,600萬
元。

他補充，若透過「抽羊胎水」種細胞，便
可檢驗不同的染色體，而T21技術現時可檢
驗較常出現問題的13號、18號、21號和性染
色體，檢驗胎兒患有唐氏綜合症、智商或心
臟問題，甚至出世前夭折情況。而隨 技術
更新，可檢驗的染色體亦會增加，成效亦可
貼近「抽羊胎水」，但至今仍處研發階段。

對胎兒無創傷性 醫生多贊成

婦產科專科醫生靳嘉仁表示，因為測試對
胎兒並無創傷性，大部分婦產科醫生都贊成
進行T21測試。對於懷孕早期唐氏篩查後發
現的有懷疑孕婦，如經濟能力許可，多會進

行T21測試，而不會「抽羊胎水」。他認為
政府應平衡資源運用，例如讓高危孕婦進行
T21測試，以免影響其他醫療開支。

醫管局發言人則回應稱，會按既定機制審
視和研究最新醫療技術的發展和成效，以持
續改善臨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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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署理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決定接納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
員會及紀律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建
議，維持公務員及紀律部隊的入職薪酬不變。

去年入職薪酬調查 公僕緊貼市場

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昨日表示，薪常會應當局邀
請進行2012年入職薪酬調查，並以2012年4月1日作
為調查的參照日期。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公務員
資歷組別的現行基準薪酬均緊貼市場薪酬的上四分

位值，但學位及相連職系的資歷組別，及第一標準
薪級職系的資歷組別的市場薪酬上四分位值，則分
別較公務員基準薪酬低8.8%即每月1,973元，及5.7%
即每月580元。

薪常會一如2009年入職薪酬調查的做法，除參考
應用調查結果外，在全面考慮維持公務員薪酬與私
營機構薪酬「大致相若」的政策目標、入職薪酬調
查的性質、公務員薪酬的吸引力和穩定性、公務員
薪酬制度與私營機構薪酬制度的固有差異、調查中
無可避免的統計差異，以及廣泛的公眾利益等因素

下，建議所有公務員文職職系的入職薪酬應維持不
變。紀常會在考慮入職薪酬調查結果後，亦建議維
持紀律部隊的入職薪酬不變。

發言人解釋，在考慮持份者意見及廣泛的公眾利
益後，署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接納薪常會
及紀常會的建議。同時，當局對薪常會為進行入職
薪酬調查所投入的時間和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謝意。

每3年一檢確保與私營相若

根據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入職薪酬調

查須每3年進行一次，其目的是確認公務員非首長級
文職職系的入職薪酬與資歷要求相若的私營機構職
位的入職薪酬是否大致相若。薪常會在2012年1月接
受當局的邀請進行入職薪酬調查，並在2012年12月18
日向行政長官提交其調查結果及建議。根據既定做
法，當局在收到薪常會的報告書後，邀請了紀常會
就如何把調查結果應用於紀律部隊職系提供意見。
當局並就薪常會的調查結果及建議諮詢持份者，包
括部門管理層及職方的意見，諮詢期為期6個星期。

公務員非首長級文職職系主要按招聘的學歷要求
分為12個資歷組別。一般而言，每個資歷組別都有
一個基準薪酬，各資歷組別的基準是因應入職薪酬
調查所確定的私營機構相類學歷職位的入職薪酬而
釐定的。

行會：公僕紀律部隊入職薪酬不變

傳統「抽羊胎水」1%流產風險 新無創技術驗血即知

民記倡公院T21安全驗唐氏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羅繼盛) 根據

醫管局資料，每約700名新生兒便有1

人患有唐氏綜合症，而隨 孕婦年齡

越高，嬰兒患唐氏症的風險就越大。

現時公營醫院會為懷疑個案「抽羊胎

水」，但同時有1%的流產風險。民建

聯建議醫管局引入由本地研發的無創

T21測試技術，以確保孕婦和胎兒的

安全。而研發有關技術的中大教授盧

煜明表示，T21測試自2011年底推出

市場後，至今已有13個國家或地區使

用，估計至今已進行過10萬次測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祖）內地旅
客日前攜帶奶米粉過關被捕，多名立法會議員
昨日在討論限奶令的會議上，要求特區政府交
代事件。特首梁振英昨日在天津被問及有關問
題時表示，有關的商品種類繁多，海關的工作
人員一定會汲取是次事件的經驗教訓，在日後
執法時盡量避免出現錯誤。

海關撤控罪退還貨品

在限奶令實施後，有內地旅客因攜帶4罐奶米
粉出境，被海關人員誤以為攜帶過量奶粉被當
局檢控，昨日多位立法會議員在討論限奶令的
會議上表示關注。海關貿易管制處處長陳志強
在會上解釋，由於該名旅客攜帶的奶米粉與同
牌子的奶粉包裝相似並含有奶類成分，關員在
判斷下有關奶米粉同樣受限奶令規管，才會進
行執法。

他說，由於有關個案特殊，海關事後已作檢
討，日後會作出適當跟進。海關補充，當局會
跟進撤銷這名旅客的控罪，並會退還保釋金，
及被扣留的貨品。

新例剛實施 需累積經驗

食衛局常任秘書長黎陳芷娟亦表示，由於市
面上出售的奶類製品五花八門，當局在草擬有

關條例前，已聯同海關商議細則，惟新例實施至今只有3
星期，海關仍需累積執法經驗，又重申條例的立法原
意，是為針對嬰幼兒奶粉，故為嬰幼兒轉食固體食物而
設、並在沖調後呈糊狀的米粉不會受限奶令規限。

律政司代表承認，當局在草擬有關法律時，未有就奶
米粉個案給予法律意見，故日後在執行時若與立法原意
不同，當局願意重新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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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菜園村路權問題擾攘
多日仍未解決，村民距離重建家園遙遙無期。一直致力
協助解決事件的鄉議局主席劉皇發表示，現時只需要說
服路權人，便可以解決爭議，有信心在幾天內解決問
題。他又指路權爭議不在錢的問題，而是在於一口氣，
希望菜園村居民以和為貴解決事件。

受興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所影響，在路段旁的菜園村
需要搬遷，政府安排菜園村居民在元朗八鄉錦上路元崗
新村附近重建家園，但至今已逾2年，居民仍住在八鄉
臨時屋，原定要重建新村亦因路權問題一拖再拖。

新村民應客氣尊重元崗原村民

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昨日表示，現時只欠一間公司未能
與菜園村居民達成共識，他認為爭議不是錢的問題，而
是「為啖氣」，菜園村居民在有求於人的情況下應「低
聲下氣」，並尊重元崗新村的村民，問題可以在幾天內
迎刃而解。

另外，對於早前有元崗新村村民擔心日後有更多村民
使用道路，維修費會大增，劉皇發表示，菜園村居民已
表示會共同負擔有關費用，只要在雙方達成共識後，便
可開始建村。菜園村關注組主席高春香早前在雙方一個
會議上「拍 」以示不滿，她就事件道歉，並稱現在只
希望鄉議局及八鄉鄉事委員會等部門，能夠盡快解決路
權爭議問題，讓菜園村居民重建家園。

路權爭「啖氣」發叔料日內解決

病翁染食肉菌截肢保命

港聞拼盤

升降機承辦商評分低或釘牌

耆康會多元支援 紓緩長者長痛

港大揭紅斑狼瘡5基因助治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寶）系統性紅斑狼瘡是一

種嚴重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目前並無徹底根治方法。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人類遺傳
學實驗室，與內地及泰國一項合作研究發現，在亞洲
地區中患有系統性紅斑狼瘡的病人身上，經常出現5
個變異的基因，相信與發病有關。是次研究找出這5
個直接影響系統性紅斑狼瘡發病的基因，為治療及藥
物發展帶來重要的突破及新方向。

發病率與遺傳有關

負責是次研究的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講座教授劉
宇隆教授表示，系統性紅斑狼瘡的發病率與先天遺傳
因素有很大關係，科學家早已發現由於基因影響，亞
洲人的系統性紅斑狼瘡發病率比歐洲人為高，但原因
及相關基因未明。

為找出與系統性紅斑狼瘡發病相關的基因，港大研
究團隊採用全基因組晶片技術檢測了600多名香港患

者的基因組，再將之與香港、中國和泰國近5,000名患
者和近萬名非患者作比對，證實了在本港患者中所發
現的5個相關基因(ARID5B、CD80、TET3、
CDKN1B及DRAM1)出現的頻度較非患者為高，解釋
了亞洲人的系統紅斑狼瘡發病率比歐洲人為高的部分
原因。

劉宇隆表示，研究團隊在近年的相關研究中，已發
現在亞洲人中共有近10個新基因位點和紅斑狼瘡的發
病有關，其中某些位點更可能為亞洲人所獨有。連同
今次研究所發現5個新基因，相信對實現紅斑狼瘡的
個人化治療有重要意義。

病因複雜 或逾百遺傳位點

不過，因為系統性紅斑狼瘡病因十分複雜，可能有
逾百個遺傳位點甚至更多與其發病有關，故此找出相
關位點，並利用這些位點幫助團隊進行疾病風險和臨
床表現預測，找出新的治療靶標和治療方法，還需要

更多的時間及努力。
有關研究結果最近於著名的學術期刊《美國人類遺

傳學雜誌》（The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
上發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北角升降機急墜意外引
起大眾對升降機安全的關注，機電工程署昨日指，涉及事
故的承辦商信科工程，已被暫時吊銷牌照半年，信科至今
未有提出上訴。發展局發言人表示，政府會加強對升降機
的巡查與規管，令資訊更透明化。當局會盡快成立諮詢委
員會檢討現行法例，研究將表現評級制度和執法掛 ，評
分較低的承辦商有可能被吊銷牌照。

機電署額外百次巡查升降機

本月初北角發生升降機斷纜急墜事故，造成7人受傷。
機電工程署副署長薛永 昨日接受一個電台節目訪問時表
示，機電工程署決定吊銷信科牌照6個月，5月1日起生
效。事故發生後，機電署特別針對6間評分較低的升降機
承辦商，額外進行100次的巡查，包括檢查安全設備、鋼
纜及煞停裝置，至今未發現安全問題。

發展局發言人表示，當局會檢討現行的升降機條例，加
強巡查曾經接獲警告信或投訴的承辦商，並考慮在升降機
或自動電梯的准用證上，顯示承辦商名稱，讓業主及管理
公司在選擇承辦商時，能掌握更多資訊。

當局考慮評級執法掛

當局亦會嚴格檢討現時的「表現評級制度」，考慮將評級
制度和執法掛 ，評分較低的承辦商有可能會被吊銷牌照。
但發言人強調，即使評級未完成，只要發現承辦商違規，署
方也會嚴格執法。政府稍後會成立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諮詢
委員會，邀請業界人士、工程師及消委會代表等不同人士參
與，望能提出更多寶貴意見，優化及改善升降機安全條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晨）長者痛症是全球普
遍的問題，根據國際疼痛學會的推測，2050年時
全球長者人數將佔總人口36.3%，關注長者痛症
問題刻不容緩。因此有長者福利組織於2006年時
推出幫助長者管理痛症的支援計劃，從自我管理
痛症、物理治療、輔助運動及社工支援角度，幫
助有需要的長期痛症長者，有效紓緩痛楚，至今
已為超過3,000名長者提供服務。

為幫助本港長者管理肌肉、關節等痛症，香港
耆康老人福利會由2006年期，推出由跨專業團隊

合作的「長者痛症管理支援計劃」，從教導長者
自我保健技巧管理痛症、物理針灸治療、輔助紓
緩運動及社工支援4個方面，教導經歷痛症的長
者積極面對痛楚。

研究：減耗醫療資源56%
為驗證計劃的成效，耆康會由2010年4月至本

月，進行了兩個階段的研究。耆康會副主席梁萬
福表示，第一階段邀請1,083名長者參與痛症自我
管理小組，並輔以中醫或物理治療。研究結果顯
示，參加者在第一階段時，疼痛程度平均減少
20%，而長者因疼痛對日常生活造成的影響也平
均下降30%至40%；梁萬福續指，研究的第二階
段為半年後向848名參與計劃的長者進行追蹤訪
問，結果顯示參加者最嚴重的疼痛程度在服務介
入後半年持續下跌46%，使用醫療資源更減少了
37%至56%。

梁萬福表示，研究顯示計劃對紓緩長者痛症及
因此帶來的負面情緒有良好效果，而耆康會也會
繼續推行計劃，讓更多長者受惠，學習積極面對
痛症，改善生活質素，安享晚年。

■耆康會6年間為逾3,000長者提供服務。 曹晨 攝

■ 劉 宇 隆

教 授 表 示

（左），今

次 研 究 所

發現5個新

基 因 ， 相

信 對 實 現

紅 斑 狼 瘡

的 個 人 化

治 療 有 重

要意義。

■蔣麗芸建議當局引入T21測試技術，確保孕婦和胎兒的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繼盛 攝

黃雨致百多班機延誤
香港文匯報訊 天文台在昨日下午3時50分發出今年首

個黃色暴雨警告訊號，3個多小時後，晚上7時15分取消，
其間部分地區包括大嶼山及港島，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
而受到惡劣天氣影響，昨日下午合共有106班抵港及離港
航機延誤，另外有5班來港航機要轉飛其他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