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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永文視察醫院防控伊波拉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文 森) 衛 生 防 護
中心昨宣布將伊波
拉病毒列為第一級
「戒備」級別，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高
永文就預防伊波拉
病毒的情況，昨日
到瑪嘉烈醫院傳染
病中心巡視，聽取
前線醫護人員的意
見，及到機場了解 ■高永文就預防伊波拉病毒
入境衛生措施。他 的情況，昨日到瑪嘉烈醫院
表示，政府非常關 傳染病中心巡視。
梁祖彝 攝
注及擔心疫情，並
強調，防控伊波拉病毒的任何措施不能夠鬆懈。
高永文表示，政府非常關注和擔心疫情，雖然部
分媒體報道指，西非疫情好像有點緩解跡象，但相
信結論可能太早，根據一直以來的觀察，西非伊波
拉病毒報告的數字都是上升，故強調，防控伊波拉
病毒的任何措施不能夠鬆懈。他認為，瑪嘉烈醫院
急症室可能是首個接觸疑似伊波拉病人的地點，故
為瑪嘉烈醫院的醫護人員，特別是前線的同事，舉
行了一個簡短的座談會，聽取他們的意見。

聽前線意見 認人手緊張

高永文又透露，前線醫護人員向他反映擔心主要
有幾方面，包括人手支援、防護裝備及輪班安排的
問題。他承認，現階段來說，整體醫管局人手緊
張，但面對一個嚴重的傳染性疾病，醫管局已準備
好在有需要時，在各聯網間，或在某間醫院內不同
部門間，作適當的人手調配和補充。
高永文強調，醫管局將會陸續為各醫院聯網的同
事安排較為詳細的座談會，聽取醫護人員的意見、了解前
線醫護人員的憂慮，以及會向他們講解一旦出現伊波拉疫
情的部署。他亦稱，會確保醫管局不同的醫院聯網，也是
使用相同一套的標準處理。

■責任編輯：林立勝、勞詠華 2014年8月21日（星期四）

美花生醬杏仁醬疑染菌港停售
6品牌共43款口味 食安中心暫未接投訴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物安全

安中心發言人昨日稱，中心透過恆常的食物事故監察
食系統，得悉該美國有機食品生產商
nSPIRED Natural

Foods, Inc. 因應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的檢測結果，主動回

中心昨日呼籲巿民不要食用由 收 Arrowhead Mills、Mara Natha、Kroger 等 6 品牌，共 43
美國一家有機食品公司所製造 款不同口味的玻璃樽裝及膠樽裝的花生醬和杏仁醬。受影響

批次產品的「此日期前最佳」介乎今年 12 月 4 日至明年 7 月

有問題丹麥腸未流入港

本港零售商曾有出售

此外，就早前丹麥一間食品生產公司製造的香腸懷疑受李
斯特菌污染而在當地進行回收的事件，中心已聯絡有關當
局，沒有資料顯示受影響產品曾進口本港。而中心暫時沒有
接獲市民食用相關產品後不適的投訴個案，但會繼續跟進事
件，並與有關當局保持聯繫。
發言人昨日指，為審慎起見，中心呼籲市民如外遊時或在
網上曾購買有關豬肉腸，或對相關產品有所懷疑，亦應停止
食用。如食用上述產品後不適，應盡快求醫。

的 6 個品牌花生醬和杏仁醬， 21日。
懷疑它們受沙門氏菌污染。中
心又指，經調查後，初步顯示

中心發言人表示，經調查後，初步顯示本港有零售點曾出

本 港 有 零 售 點 曾 出 售 有 關 產 售有關產品，涉事零售商已按中心指示停止售賣該產品。中
品，但已停止售賣該產品。中 心又派員巡查其他主要零售點，暫時沒有發現有受影響的產
心亦暫時沒有接獲食用相關產
品後不適的投訴個案。

品出售，並通知相關業界停止出售有關產品。
中心正聯絡美國當局，索取進一步資料，而暫時沒有接獲
食用相關產品後不適的投訴個案。

美軍艦再臨香江 水手最愛住家菜
◀美國「馬利金群
島號」昨日到港，
現停泊在青衣對開
海面。
郭兆東 攝

增用手持體溫探測機
另外，高永文聯同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到機場視察，了解
防控工作及入境衛生措施，當局已加強對旅客的體溫檢
查，因考慮到部分旅客對全身體溫探測儀器的敏感度較
低，會加強使用手持體溫探測機。若發現一些旅客身體不
適，會安排他們到港口衛生設施中進行評估。
高永文指，當局已預設由西非 4 個受影響地區來港的旅
客，會有警示，希望讓前線人員加強辨別西非國家旅客，
防止疫情傳入。亦稱，西非很多國家都是說法文，在單張
的語言方面，會作出改善，加緊進行翻譯工作，稍後會向
這些旅客提供有法文翻譯的健康指引供他們參考。
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宣布，將伊波拉病毒與流感大流行和
中東呼吸綜合症看齊，採用 3 級應變級別，即「戒備」、
「嚴重」及「緊急」制訂應變措施，並按流行病學情況啟
動伊波拉病毒的「戒備」級別。

食安中心又呼籲，已購買受影響批次產品的市民，應停止
食用有關產品。如食用上述產品後感到不適，應盡快求醫。
感染沙門氏菌可引致發燒及腸胃不適，例如嘔吐、肚痛及腹
瀉等。這類致病菌對嬰幼兒等免疫力較低的人士，可能會有
較嚴重的影響，甚至可引致死亡。

▶ 指 揮 官 Victor
Copper （ 左 ） 昨
日表示，船上逾
2,500 名船員會由
昨 日 至 本 月 23 日
留港，部分水手已
上岸消費。
郭兆東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美國海軍部隊「馬
利金群島號」戰鬥艦昨日到港，現停泊青衣對開海
面，今次主要為補充物資及與亞洲地區建立良好關
係。指揮官 Victor Copper 昨表示，船上逾 2,500 名船
員會由昨日至本月 23 日留港，部分水手已上岸消費。
■醫療官指，醫療室 ■船員 Jerry 表示，今
他又指，戰鬥艦主要任務是在不同區域中支援美國海
可醫治大量傷者。
次已是第二次來港。
軍陸戰隊戰鬥，一旦南海有事發生，戰鬥艦將隨同
郭兆東 攝
郭兆東 攝
「第七艦隊」行動。船上亦有醫療設備，遇上天災可
即時到場救援。

魚鷹式傾轉旋翼機、4 架 CH-53 直升機、3 架 UH-1Y
「毒液直升機」、及 6 架麥克唐納-道格拉斯 AV-8「獵
鷹II式」攻擊機等。
戰鬥艦昨日亦安排了本地傳媒上船參觀，其中佔據大半
層空間的醫療室是重點所在。醫療官介紹時指，醫療室可
在戰場上同時照顧大量傷者，由於配備多台手術燈，故可
在休息室內為擔架上的傷者即場進行救援。另外，醫療室
設有6個手術室，可同時進行多場外科手術，一旦發生地
震及海嘯等災難，戰鬥艦亦可前往災區支援。

指揮官重臨舊地感高興

船員上岸到中西區覓食

美國「馬利金群島號」戰鬥艦再臨香港，是第二艘以
馬利金群島命名的兩棲戰鬥艦，現時連同另一艘通訊艦
停泊在青衣對開海面。指揮官 Victor Copper 昨日表
示，今次到港主要為補充物資及與亞洲地區建立良好關
係，同時為維持和平出一分力。他續指，很開心可以回
到香港，船上逾 2,500 名船員會由昨日至本月 23 日留
港，部分水手已上岸消費。
他又稱，戰鬥艦配備多款戰鬥載具，包括 12 架 V-22

已加入海軍 15 年的船員 Jerry 昨日表示，雖然駐守
「馬利金群島號」只有一年時間，但今次已是第二次來
港，坦言相當記掛香江美食。問及可會有心水之選，Jerry指最喜愛住家小菜，昨晚上岸後到中西區一帶覓食。
據悉 Jerry 身上有多達 18 個紋身，每個紋身代表駐守
過不同的地區，他舉例指右手紋的青龍代表日本，另外
身上還有代表澳洲及新加坡的紋身，但要以甚麼圖案代
表香港，他笑稱暫未有決定。

港大測肺癌基因 標靶治療延壽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內科學系引入肺癌基因測試，為出現
基因變異的肺癌患者提供「個人化治療」。 葉佩妍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肺癌是本港的頭號癌
症殺手，有90%患者都與吸煙有關，但醫學界近年發現
愈來愈多與吸煙無關的個案，絕大部分為基因變異。針
對基因變異的肺癌患者，標靶治療或有效令他們的存活
期延長。因此，港大李嘉誠醫學院內科學系於 2010 年
引入肺癌基因測試，並為出現基因變異的肺癌患者提供
「個人化治療」。

「個人化治療」存活中位數大升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副教授何重文昨日表
示，基因測試是透過化驗腫瘤組織，了解癌症是否因基
因變異而發生，有助醫生決定治療方案。他續指，有國
際及本港的數據顯示，若出現基因突變的肺癌患者，若
採取適當的標靶治療，其存活中位數由不足 8 個月，上

升至接近2年。
自 2010 年開始，港大為肺癌患者作基因測試，並邀
請 320 名患者作研究，當中 89%人接受測試，並發現
59%人出現 EGFR 基因突變。何重文解釋，「EGFR 基
因突變是現時比較常見的其中一種基因突變，在沒有基
因測試前，醫學界只能就肺癌作出病理分類，主要分為
鱗狀癌、腺癌及大細胞癌，而肺腺癌則是最常由基因突
變導致的。」
何重文指，針對EGFR基因突變的標靶藥物，能減低
腫瘤的生存率，以及阻止癌細胞分裂及生長，其成效比
化療高。另外，由於標靶藥物屬於針對性治療，其副作
用亦較化療少，一般只是皮膚紅疹、變乾及腹瀉等。

癌婦憂副作用曾拒電療化療
現時 63 歲、沒有吸煙習慣的何女士，於 2006 年確診
患上第 3B 期肺腺癌，腫瘤如網球般大，並已出現淋巴
擴散。何女士表示，「當時醫生叫我接受電療及化療，
但我的媽媽以前亦因肺癌而接受電療及化療，出現很大
副作用，我覺得她很辛苦，所以我不想接受化療。」
其後，醫生提出為何女士進行基因測試，並認為她適
合接受標靶藥物。2 個月後，其腫瘤縮至乒乓球的大
小，身體亦沒有出現太大的副作用。然而，腫瘤於 1 年
後出現抗藥性，何女士終接受了 6 次化療及 30 多次電
療。病情穩定後約 1 年，腫瘤又再次活躍，何女士再服
用標靶藥物至今，病情一直穩定。
何重文表示，雖然標靶藥物不能完全治癒肺癌，但能
穩定病情，同時減低對患者生活的影響。

食安測月餅 250樣本全「過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食
物安全中心昨日公布一項有關月餅
的時令食品調查，約 250 個月餅樣
本全部通過檢測。中心發言人昨日
表示，測試範疇包括染色料、防腐
劑和含菌量等，所有檢測樣本結果
滿意，但大部分月餅糖分及脂肪較
高，提醒市民不要過量進食。同時
亦提醒業界，應按「優良製造規
範」配製食品。除向可靠供應商購
買食用材料外，在使用食物添加劑
時，亦須符合法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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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分脂肪高 籲進食勿過量
中心發言人表示，中心從不同零
售商及食物工場抽取逾 20 個品牌的
各式月餅樣本，包括傳統、冰皮、
雪糕及其他月餅作化學、微生物及
營養成分測試。化學測試包括染色
料（如蘇丹紅）、防腐劑（如二氧
化硫和山梨酸）、抗氧化劑、重金
屬、黃曲霉毒素及礦物油。微生物
測試包括總含菌量、大腸菌群含量
和致病菌（如沙門氏菌、金黃葡萄

球菌、李斯特菌、酵母菌及霉菌）
等。營養成分測試包括檢測樣本的
總脂肪、糖分及鈉等含量，是否與
營養標籤上的標示值相符。
發言人指，雖然是次檢測樣本結
果全部滿意，但由於大部分月餅的
糖分及脂肪較高，提醒市民應保持
均衡飲食，不應過量進食月餅。
發言人昨日建議市民購買、貯存
和享用月餅時，留意「食物安全五
要點」，如向可靠的零售店舖購買
月餅，購買前應留意包裝有否破損
及月餅的食用限期。貯存月餅時，
應將包裹妥當的月餅和生的食物分
開存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