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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再有醫護染伊波拉 132飛機客有危機

安全抗疫。達拉斯法官詹金斯昨日警告，當
地伊波拉新症或陸續有來。
CDC 表示，第 2 名患者為 29 歲護士文
森 ， 周 一 曾 乘 坐 美 國 邊 疆 航 空 (Frontier
Airlines)第1143號航班，由克利夫蘭飛抵達
拉斯－沃斯堡國際機場。CDC 要求該航班
全部132名乘客致電熱線，與當局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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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封鎖第 2名
的醫護人員前日起發燒，隨即被隔離，但暫未能
美國得州再有醫護人員確診在本土感染 確認感染途徑。當局正追蹤 125 名曾與患者接觸
伊波拉病毒，新患者與早前證實染病的女護士一 的人士，冀阻止疫情擴散。CDC表示將增加駐長
樣，曾經在達拉斯長老會醫院照顧伊波拉患者鄧 老會醫院醫護人員，包括兩名資深護士。
肯，鄧肯現已病逝。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早前確診的越南裔女護士尼娜．范(譯音)接受
(CDC)宣布成立快速應變小組，隨時派遣至任何 康復者的血清藥物後，病情由穩定轉為良好。
出現新確診個案的醫院，協助當地醫護人員 CDC表示仍未確認她如何染病，但已派員前往醫

院跟進和改善有關程序，以免照顧她的醫護人員
也中招。

院方混亂 處理分泌物沒指示
有資深醫生批評接連有醫護人員染病不可接
受，敦促當局正視。全美護士聯合工會稱接到長
老會醫院護士投訴，稱防疫設備不足及未提供足
夠訓練。該護士又稱鄧肯第 2 次前來醫院求診
時，被安排在急症室外等候數小時，其間可能與
多名患者有接觸，又指鄧肯入院後，院方沒指示
如何處理他的嘔吐物、排泄物、滲滿汗水的衣物
和毛巾，情況十分混亂，批評院方令前線員工身
陷險境。
CDC總監弗里登承認，當局在處理鄧肯的個案
時可以做得更好，例如即時派遣抗疫專家前往協

助，承諾今後將全力遏制疫情。弗里登表示，新
設立的應變小組成員包括醫生、實驗室專家、傳
染病學家等，將致力於確保醫護人員免受感染，
包括教導如何使用防護衣物和處理醫療廢料等。
弗里登稱，應變小組會在「數小時內」，趕抵出
現新症的醫院協助抗疫。

聯國：病毒已「搶得先機」
伊波拉疫情持續擴散，聯合國伊波拉危機專員
班伯里形容病毒已「搶得先機」，警告若再不阻
止疫情蔓延，世界或面臨一場無計可施的空前疫
症。世界衛生組織(WHO)警告，若情況再無改
善，到 12 月首個星期，伊波拉疫情或惡化至每周
出現5,000至1萬宗個案。
■《紐約時報》/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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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收費最少1
萬美元。
。
網上圖片

時下女性為專注工作，不少選擇推遲生育，近年更興起

迴避產假彈性工作
被質疑變相剝削

以冷凍方式儲存卵子，待將來有機會生育時使用。美國矽
谷企業為了爭奪人才，近年不斷提高家庭及生育福利，社
交網站 facebook(fb)及蘋果公司最近更決定破天荒資助
女性員工冷藏卵子，試圖在競爭激烈的科技界人才爭奪
戰中取得先機。

冷藏卵子的做法近年在美國愈來愈流行，除了可讓女性延後生
育年齡，有助女性更有效制定人生計劃，亦可為她們一旦不

■ fb 女高層桑
德伯格經常鼓
勵女員工力爭
上游。
資料圖片

職場女性面對工作和生育
的抉擇，但其實兩者未必不
能共存。有專家批評，企業推
出冷藏卵子津貼是等同鼓勵員
工推遲生育，從而迴避有薪產
假、育兒津貼和彈性工作安排等
可以令員工兼顧家庭事業的方
法，變相是剝削女性員工權利。
有評論指，正如一些企業會
提供免費餐飲和衣物乾洗服
務，希望員工更長時間留在
辦公室，冷藏卵子津貼亦可
能被視作企業要求女性職員
推遲生育，甚至因此導致懷

孕留下保障。然而冷藏卵子所費不菲，在美國，每一輪冷藏收費最
少 1 萬美元(約 7.76 萬港元)起，外加每年最少 500 美元(約 3,878 港元)
的儲存費用。

上限 15 萬元 領養津貼 4 個月產假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前日報道，蘋果將於明年1月起推出冷藏
卵子津貼，fb亦已於今年起推行類似津貼。兩家公司的津貼條款有
些微分別，其中蘋果將冷藏卵子津貼歸入生育福利，fb則歸入代孕
福利，但均以2萬美元(約15.5萬港元)為上限。
報道指，雖然近年企業提供與不孕治療相關的津貼愈趨普遍，但
若是因為非健康理由而資助冷藏卵子，fb和蘋果可能是全球首例。
除了冷藏卵子外，蘋果據報也將向員工提供領養孩子津貼、延長產
假等福利，fb也說，將提供4個月有薪產假予父母。
三藩市生育專家切尼特指出，科技界一向以男性為主，提供冷
藏卵子津貼有助 fb 和蘋果留住女性員工，對於那些已屆生育年齡
卻仍然奉獻青春予工作的女性，這份津貼也可視為一份回報。在
微軟、蘋果或fb這些矽谷大企業中，女性員工比例只有約3成。
史丹福大學醫療中心婦產科助理教授韋斯特法爾形容，冷藏卵子
就像「汽車保險」，未必一定會用到，更像是一份保障。她提到有
不少冷藏卵子的女性，事後透過正常途徑懷孕生育，亦有些改變主
意。她指這類津貼有助留住員工，女性亦可避免將來要進行繁複的生
育治療，又或是付費使用其他捐贈者的卵子。

近年冷藏卵子技術急速發展，
近年冷藏卵子技術急速發展
，不少女性選擇趁年
輕時儲起健康、有活力的卵子
輕時儲起健康、
有活力的卵子，
，到準備好組織家庭
時再取出來使用。
時再取出來使用
。不過香港法例目前只允許基於醫
療理由冷藏卵子，
療理由冷藏卵子
，如果純粹想延遲生育
如果純粹想延遲生育，
，並不符合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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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有多個機構提供冷藏卵子服務，
本港有多個機構提供冷藏卵子服務
，例如養和醫
院及威爾斯親王醫院等，
院及威爾斯親王醫院等
，收費不一
收費不一。
。然而香港法例
僅允許冷藏卵子用於醫療用途，
僅允許冷藏卵子用於醫療用途
， 例如在不育治療
中，丈夫未能即日提供精子
丈夫未能即日提供精子，
，需把從不育婦女抽取
的卵子暫時冷藏；
的卵子暫時冷藏
；或是因為要接受抗癌療程或外科
手術而有機會喪失生育能力的婦女，
手術而有機會喪失生育能力的婦女
，可透過事前冷
藏卵子，
藏卵子
，待康復後生育
待康復後生育。
。
冷藏卵子仍處於發展階段，
冷藏卵子仍處於發展階段
，存在一定風險
存在一定風險，
，亦非
百分百成功。
百分百成功
。專家稱女性如有生育計劃
專家稱女性如有生育計劃，
，還是應把
握自然受孕機會。
握自然受孕機會
。
不少名人都曾經有傳將卵子冷藏，
不少名人都曾經有傳將卵子冷藏
，香港女藝人葉
璇前年便承認曾到美國冷凍卵子，
璇前年便承認曾到美國冷凍卵子
，並計劃延遲至 50
歲前才生育。
歲前才生育
。
■綜合報道

■ 葉璇前年承認曾到
美國冷凍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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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研究人員前日在醫學期刊《刺
針》發表研究結果，指出他們將胚胎幹
細胞植入 18 名視力退化的患者眼中，之
後有超過半數患者恢復部分視力，且沒
出現先前擔心的腫瘤等副作用。
美國先進細胞科技公司首席科學家蘭
薩領導這項研究，安排 9 名斯特格病變
(Stargardt's disease)患者及 9 名老年黃斑
部病變患者接受測試。斯特格病變會造
成兒童時期的黃斑退化症，黃斑部病變
則是成年人喪失視力的主因。這兩種眼
疾都沒有傳統治療方法，患者視網膜感
光細胞失養退化後，最終失去視力。
研究人員將早期胚胎萃取出的視網膜
細胞，植入患者的視網膜底下，再平均
觀察 22 個月。這些視網膜細胞在 18 名
患者身上全都存活，大多數患者視力都
有改善。黃斑部退化的患者植入幹細胞
1 年後，接受標準視力表測驗，平均比
之前多看到14個字母。

植胚胎幹細胞救視力

港法例僅供醫療用途
葉璇在美冷藏卵子

恐釀社會進一步分裂
另一憂慮是這類津貼可能加深社會差異，因
為大多選擇推遲生育的女性，均是受過高等教
育、身居要職的高收入人士，相反一般白領卻
較少見。有專家擔心，一旦其他企業跟隨，加
上高層員工本身已享有的優厚福利，恐進一步
凸顯不同階層女性之間的待遇，引致社會進一
步分裂。
■《紐約時報》

不保證成功受孕 醫生建議儲20粒

憂壞印象：延後生育換升職
相關津貼引起爭議，有專家擔憂措施會給予外界壞印象，認為企業要求女
性員工以生育時間換取晉升機會。不過有評論認為相關津貼目前並不普遍，
只是因為冷藏卵子仍屬於新技術，隨着技術發展和大眾認識增加，預料其他
企業也會爭相仿傚。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彭博通訊社/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每日電訊報》

孕員工被標籤。佛羅里達州巴里大學法學院教
授莫哈帕特拉表示，一些 20 至 30 多歲的女員
工可能有錯覺，以為若想事業更上一層樓，便
絕不可以懷孕或放產假。

或再掀道德爭議

有幹細胞專家形容研究結果「振奮人
心」，但即使今年稍後成功進行更大規
模臨床試驗，這種方法可能還要數年才
能用於臨床治療。然而，研究結果亦可
能再掀起醫學界對利用幹細胞治療疾病
的道德爭議。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雖然冷藏卵子技術不斷改
進，但利用此方法受孕並非
百分百成功，成功率與冷藏
卵子時的年齡有關。去年
《生育與不育》期刊有文章引
述分析數據指，若以進行三輪
冷凍和解凍的措施計算，25 歲
冷凍卵子，懷孕成功率為
31.5%、30 歲為 25.9%、35 歲為
19.3%，而 40 歲則僅為 14.8%。為提
升成功率，醫生一般建議女性最少儲存
20 粒卵子，即約兩輪冷凍的數量，而 fb 和蘋
果提供的津貼，剛好足夠支付兩輪的費用。

解除心理枷鎖
有分析認為，冷藏卵子其中一個好處是解
除女性心理枷鎖，毋須因為怕錯過生育年齡
而焦慮，可以更自由追求當前生活。
縱使非百分百成功，但不少女性仍然踴躍
參與，以增加未來懷孕的可能性。去年一項
研究發現，大部分冷凍卵子的女性，事後形
容感到自己更有自信。專家指，由於女性適
合生育年齡有限，往往在 35 歲左右便開始感
到焦慮，壓力可能來自家人，或是已為人母
的朋友。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大西洋月刊》

死
尼泊爾雪災 21
12 外國人罹難
尼泊爾北部山區前晚發生雪災，造成21人
死亡，包括12名外國登山者，當中沒有中國
遊客。當局表示，共有168名外國遊客登記
在當地登山，當局正嘗試聯絡各人。由於仍
有人失蹤，死亡人數可能上升。
雪災發生在與中國西藏自治區接壤的
尼北部山區木斯塘縣和默嫩縣。根據尼
泊爾警方公布的消息，一批遊客前晚在
安納布爾納環線徒步時，在海拔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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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人
難，其中 9 人為尼泊爾人，7 人為外國
遊客，包括 3 名波蘭人、3 名以色列人
和 1 名越南人，另有 19 人獲救。毗鄰
的默嫩縣同時發生險情，4 名加拿大人
和 1 名印度人身亡。
受印度旋風「胡德胡德」影響，尼
泊爾從周一開始天氣突變，氣溫驟
降，大雨大雪不斷，相信是引發這次
罕見雪災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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