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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院長者流感死亡個案增4倍
中大比較過去15年數據 中招後處方類固醇添雙重感染風險

王國興促研性騷擾「逆向歧視」助「無辜男」

混能車遭「拆骨」
女斥「賊仔等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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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系主任陳基
湘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今年長

者感染流感的入院率及死亡率較以往
高，但其他年齡組別，例如兒童則與以
往分別不大，他相信病毒沒有大轉變。
他續說，威院上月有275名長者因流
感入院，當中10人死亡，而1998年至
2012年流感高峰期，平均每月有72名
長者因流感入院，其中兩人死亡，可見
長者的死亡個案比往年高4倍。
陳基湘指：「今年的流感季節提早出
現，與 1998 年、1999 年、2000 年、
2003年及2011年相似，我們稱這些流
感來得較早的模式為『冬季主導』，一

般會維持6個星期至9個星期。」

抗源漂移感染增 殺傷力相若
他估計，香港今年的流感高峰期只是

過了一半，死亡人數有機會比現時高1
倍。被問及今年流感是否特別嚴重，他
解釋：「今年的流感因抗源漂移令感染
率大大上升，但殺傷力則與以往差不
多，我相信溫暖及乾燥的天氣，可有利
於流感季節結束。」
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感染

及傳染病學教授李禮舜指，約75%患上
流感的長者有長期病患，其中約10%需
長期處方類固醇，惟類固醇可增加患者

雙重感染及死亡風險。
他說：「類固醇會抑制免疫系統，令

患者無辦法抵抗病毒，從而令他們的流
感病情更嚴重，使用類固醇或會令雙重
感染的機會由2.7%增至9.7%，以及增
加死亡風險高1.1倍至2.6倍。」不過，
正服食類固醇的病人，不要自己停食

藥，一定要跟足醫生指示。
就如何治療流感患者，李禮舜表示，

研究證實神經氨酸酶抑制劑（NAI）治
療可縮短患病時間，以及減少併發症、
入院率及死亡風險，「NAI包括口服
藥，例如特敏福，還有吸入劑及靜脈注
射，也可以治療流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香港正處於流感高峰期。截至昨

日中午，共新增12人因流感死亡，令上月初以來因流感病逝的人數

增至157人。威爾斯醫院上月有10人因感染甲型流感死亡，全是

65歲或以上長者。中大醫學院把威院上月這些個案與過去15年作

比較，發現今年長者感染流感的死亡個案高出4倍。同時，倘患上

流感後仍處方類固醇，可能會增加病人雙重感染的風險，死亡風險

也會高1.1倍至2.6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衛生防護中心前
年年底推出「兒童十三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補種
計劃」，但逾26,000多劑的疫苗至今仍餘約3,400
劑疫苗。為善用資源，中心昨日公布，參與計劃
的醫生若尚有由政府提供的十三價疫苗，可由下
月2日起為65歲或以上，從未接受資助接種肺炎
球菌疫苗的長者接種有關疫苗。
補種計劃於前年12月展開，原定去年6月30日
結束，為善用資源，中心已將計劃延長，讓已登
記參與計劃的醫生如尚有由政府提供的十三價疫
苗，可繼續為合資格兒童提供接種，直至所有疫
苗用畢或過期為止。
中心發言人指，截至本月8日，補種計劃已透

過資助計劃，母嬰健康院及醫管局分別接種約
21,650 劑、約 1,250 劑及約 350 劑，即合共約
23,250劑十三價疫苗。在資助計劃下，目前有約
440名醫生尚有共約3,400劑疫苗，其中約三分之
一可用至今年5月底，其餘則至今年10月底。
發言人續說，為更好地善用疫苗及回應醫學界
的建議，參與計劃的醫生如尚有由政府提供的十
三價疫苗，可為65歲或以上、從未接受資助接種
肺炎球菌疫苗的長者接種有關疫苗，至疫苗有效
期完結止。合資格長者可到參與計劃的診所，接
種一劑受資助的十三價疫苗。

■中大醫學院把威院上月因感染流感而入院的病人與過去15年作比較，發現今年
長者感染流感的死亡個案高出4倍。左起：許樹昌、李禮舜及陳基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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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杜法祖 ) 解款車跌錢事件，再
有多一人涉拾遺不報被捕。警方重案組深入調查後，昨
晚深夜在鰂魚涌英皇道989號新威園一單位上門拘捕一
名47歲男子，相信他當日執走一疊有50萬元的銀球。
據悉，被捕男子是工程師，警方根據市民提供片

段，懷疑他當日撿走一疊有50萬元的鈔票。消息稱，
涉拾遺不報工程師，事後將48萬元存入內地銀行其個
人戶口，有兩萬元則在港用以吃喝玩樂。

跌錢案拘工程師 疑偷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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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的周日（8日）晚，在北大嶼山公路近映
灣園乘坐巴士時，因爆胎導致車廂被炸開而受傷
的兩名女乘客，原來是一對母女，事後同被轉送
瑪嘉烈醫院留醫。女兒昨憶述經過時猶有餘悸。
現年38歲的傷者朱女士左腳受傷骨折，其68歲

姓潘母親則右小腿受傷。已婚育有一女的朱女士昨日
在病榻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她與夫女及父母一家五
口住在逸東邨，因年近歲晚，當日與母及女兒3婆孫
出市區辦年貨，回家途中遇事。她指巴士沿北大嶼山
公路駛至東涌映灣園對開時，車底突然發出「砰」的一
聲巨響，車廂地台及座椅被炸爛，她被氣流彈開跌落車
廂通道，其母亦被割傷小腿。
朱女士說事後當晚城巴曾派員到醫院致送生果籃慰

問，擔心因受傷影響工作，希望能轉到私家醫院留
醫。朱並說：「我個女嚇到發燒添呀！我諗我以後都
唔敢搭巴士囉。」 ■記者杜法祖

爆胎炸椅骨折婦：以後唔敢搭巴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上周五於大嶼山石壁對
開水域獲救、背部受重傷的中華白海豚「希望」最終
搶救無效，於昨晨死亡。海洋公園表示，在漁護署批
准下，園方獸醫為海豚注射藥物，讓牠安樂死，並強
調安樂死是最人道及符合國際標準的做法。
雄性中華白海豚「希望」，重135公斤，在上周獲

救後交由海洋公園治療。牠背部多處受傷，其中近尾
部的傷痕更深及脊骨。根據傷痕推斷，海豚懷疑遭船
隻的螺旋葉撞擊。
海洋公園日前曾表示，該頭海豚康復進度良好。在
獲救後首兩天，海豚對護理及治療有正面反應，包括
餵食、注入液體及施用抗生素。然而，「希望」前晚
起病情急劇惡化，出現反吐、呼吸虛弱、體溫下降至
正常水平以下，亦無法浮在水面，間歇失去知覺。
園方一度要為牠注入營養液及使用擔架床，並將水

池溫度調高，但所有治療都無效，顯示牠的身體功能
逐漸衰退。公園指出，曾為牠進行不同的治療，但均
無效，經反覆考量後，認為安樂死是為牠解除痛苦的
唯一方法，亦是最人道的安排。公園獸醫總監馬伯樂
強調，海豚獲救時情況惡劣，捕捉的決定絕對正確，
當時也評估了拯救的風險。

海豚「希望」安樂死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劉友光 ) 土瓜灣一間回收
店昨午發生嚴重工業意外，老闆娘在店內操作一部壓
紙機時，意外將自己的左掌齊口鍘斷，其夫見狀大驚
報警，將妻連同斷掌急送醫院搶救及進行接駁手術，
警方已通知勞工處跟進意外原因。現場為下鄉道79號
至85號地下一間五金環保回收店，慘遭鍘斷手掌的老
闆娘姓朱、53歲，她送院時仍清醒。
事發昨午1時45分，朱婦在店內獨自操作一部大型

壓紙機，擬將回收的廢紙壓成紙磚，以便運輸。其間
同在店內工作的57歲姓連丈夫突驚聞妻子慘叫聲，赫
見妻子左掌被壓紙機齊口鍘斷，大驚報警求助。救護
員到場立即為傷者包紮止血，又從壓紙機中小心取出
斷掌，再一同急送伊利沙伯醫院搶救。

回收店老闆娘遭壓紙機鍘斷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男士被誤會性
騷擾同事，卻苦無申訴途徑，要白白蒙冤。香港
男子協會接獲求助個案，指從事跨國公司工作的
事主兩年前被女下屬聲稱性騷擾，稱要向平機會
投訴，公司為息事寧人單方面解僱事主，又不給
予他上訴機會，至今無法在同行中尋找工作，感
到極大屈辱。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昨日陪同
事主向平機會求助，要求平機會檢討「逆向歧
視」情況，為男士討回公道。
香港男子協會主席梁志強昨日在記者會上表
示，協會過去兩年接獲近35宗求助個案，多數涉
及男士在職場蒙受不白之冤，「他們即使沒有言
語或動作，仍被異性誤會與惡意誣衊性騷擾。」
在有關偏見下，被誣衊的「無辜男」聲譽及情緒
會受損，隨時連事業也一併失去。
梁志強指出，該會最近接獲其中一名事主求

助，指從事跨國公司工作的事主任職中層管理，
兩年前被女下屬向再上級的管理層聲稱被他性騷
擾，更聲稱向平機會投訴，公司為顧及聲譽及息
事寧人，在未有深入了解事件詳情下單方面解僱
事主，又不給予他上訴機會。
該名事主訴苦指，公司規模龐大，卻沒有完善

及明確的性騷擾處理政策，令他至今無法在同行
中尋找工作，在受盡重大屈辱的同時，一路失業
至今。

倡平機會定處理指引實踐平權
王國興認為，制定防止性騷擾第一步是由平機

會推動檢討「逆向歧視」情況，並批評平機會沒
有詳細處理程序及指引，建議該會短期內加強企
業預防工作宣傳，中期協助企業制定性騷擾處理
指引，長遠則應研究如何避免「逆向歧視」行
為，實踐平權。
平機會昨日回應稱，不便評論個別事件，而

根據現行的反歧視條例，若被投訴性騷擾人士
認為其公司處理事件不當，會建議事主可考慮
循僱傭法例，或民事訴訟處理其僱傭糾紛事
件。
發言人續說，平機會將繼續透過培訓及宣傳教

育工作，鼓勵公司訂立防止及處理公司性騷擾的
政策，以公正及不偏不倚的原則與程序，處理有
關工作間性騷擾的查詢和投訴，確保投訴人和被
指稱的騷擾者均會得到公平的對待，讓雙方有同
樣的機會申述。

小巴追尾 鐵騎士彈飛爆頭亡
南丫海難 官囑陪審料議數日

攀校園貼標語 中六生惹自殺虛驚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鄺福強 ) 觀塘游泳池對開鯉魚門
道昨晚6時42分發生致命車禍。一名52歲姓蔡男子駕駛
綿羊仔電單車在東行有7條行車線的鯉魚門道沿左5線而
行，途中懷疑靠左切線時，被沿左4線駛至專線小巴從
後撞尾，蔡如「炮彈飛人」飛彈落地時懷疑頭盔飛脫，
頭部受創昏迷，其電單車則險與沿左3線而至巴士碰
撞，鐵騎士送院證實不治。
警方事後封鎖一段路面調查，其後以涉嫌「危險駕駛
導至他人死亡」罪名將52歲姓郭小巴司機拘捕，小巴則
被拖走扣留驗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輛價值逾80萬元
的豪華混能七人車，昨凌晨3時許被發現在觀塘匯景花
園對開茜發道路邊，慘遭歹徒擊毀車窗登車「拆骨」，
不但偷走汽車音響及5支約值1.2萬元的洋酒，連兩張自
動座椅亦被拆走，50歲姓鄧女車主目睹愛車慘況，不禁
痛斥「賊仔等天收佢！」警方列作「車內盜竊」處理。
慘遭「拆骨」的白色豪華七人車，屬燃油和電力混能
車，2013年10月新車落地時，車價逾80萬元，並以一
間有限公司名義登記。據女車主表示，其座駕本有固定
車位，由於昨晨她要搭早機往北京公幹，故貪方便才在
前晚午夜將車停在寓所樓下附近，不料短短數小時已被
人「拆骨」。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劉友
光、杜法祖 ) 一名愛上攀爬運
動，並以搭棚業作為志向的中六
男生，昨晨9時許在葵涌就讀的
學校內，乘轉堂之際突走落操
場，徒手攀上校舍3樓外牆張貼
標語，校方一度懷疑有人企圖輕
生大驚報警，及後始知男生因畢
業在即，圖「發揮所長」以攀爬
技能張貼標語，圖在DSE模擬試
之前與同窗共勉，惹來一場虛
驚。男生在警方到場前已返回安
全位置並無受傷，事後被送院檢
驗。
現場為葵涌敬祖路香港四邑商

工總會陳南昌紀念中學，攀爬外
牆中六男生姓梁、17歲，其張貼
的標語內容包括「盡自己能力、
發掘自我潛能」及「擴展個人才
能」等。
該校校長陳千里表示，梁中一

開始入讀該校，成續普通，性格
一向沉默寡言，長期需社工跟
進，及至中五為他安排攀爬訓練
的小組活動後，其性格才變得較
為開朗，並成為校外攀石課程組
長。

盼DSE模擬試前與同窗共勉
昨日事發後校長與梁溝通了

解情況，相信他自從愛上攀石

運動後，早有意在校園進行攀
爬，及至最近他有感畢業在
即，突發奇想擬在校園外牆張
貼標語，圖在DSE模擬試前與
同窗共勉，並於昨日付諸行
動，並無自殺意圖。
陳校長表示不認同梁的表達方

式，已向他作出教誨，梁亦對事
件令家人擔心感到抱歉。另外梁
亦透露以其現時的成績，升讀大
學機會甚微，故已打算中六畢業
後報讀職業訓練局，並以成為搭
棚從業員作為人生目標，校長亦
鼓勵梁朝目標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
2012年10月南丫海難釀39人死
亡，兩名肇事船長被控誤殺案，
法官昨繼續引導陪審團，今日完
成最後一個部分後，預計陪審團
可約於今晨10時30分退庭商議。
主審法官祈彥輝昨繼續引導陪

審團，向陪審團概要地總結本案

證供。他提醒陪審團退庭商議
後，將與外界隔絕，但法庭會作
出適當安排，如陪審員家屬有急
事需要通知他們，仍然可以聯絡
到他們。法官又指預計陪審團可
能要持續商議數天，叫他們要作
好心理準備。
「南丫IV號」船長周志偉及

「海泰號」船長黎細明，各自面
對39項誤殺罪，指他們身為船
長，對兩船乘客安全有謹慎責
任，但沒保持適當瞭望或沒採取
足夠行動避撞，嚴重疏忽引致39
人死亡。兩人另各被控危害他人
海上安全罪，及一項罪名相同的
交替控罪。

■豪華7人車中兩張電動座椅亦被拆走。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左二)昨陪同被誤會性騷擾的事主
向平機會求助。 郭兆東攝

▲中六生沿膠喉爬上3樓外牆簷篷危立
貼標語。

▶在校內攀牆上3樓張貼標
語中六生被送院檢驗。

■攀牆中六生所寫的標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