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昌邨老人中心停派飯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西九新動
力早前在深水埗榮昌邨驗出有樣本含鉛量
超標。榮昌邨區議員梁文廣昨日表示，該
邨榮傑樓地下一所老人中心設有飯堂，每
逢用餐時間有逾百名長者用膳，該飯堂更
一直向區內長者派發飯盒，他已通知中心
暫停派發飯盒的工作，並促請政府盡快採
取跟進措施，包括為居民驗水、驗血，及
設置臨時水箱供水，以至全面換喉等。
特區政府昨日傍晚公佈榮昌邨有水辦含

鉛量超標，隨後派水車於6時許到榮昌邨為
居民提供用水。梁文廣表示，自從西九新動
力上周五公佈驗水結果後，平均每天收到約
10名居民來電，詢問何處可以驗血或購買濾
水器。他促請政府盡快採取跟進措施，安排
全邨居民進行驗水、驗血，及設置臨時水箱

供水，「長遠而言，需要落實時間表全面換喉。」
西九新動力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榮

昌邨的總承建商為「保華建築有限公
司」，促請特區政府盡快緝拿「元兇」。

梁美芬籲政黨勿再製造恐慌
該邨屬「青年」屋苑，目前大部分居民表
現冷靜，未至於恐慌。她強調，當務之急是
急市民所需，特區政府應盡快為榮昌邨全面
驗水、驗血，包括優先為孕婦及小朋友驗
血，及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活性碳濾水器。
她並促請當局派遣水專家及心理輔導員

落區，為受影響的居民提供講座，安撫眾
人情緒，又希望其他政黨不要譁眾取寵，
不要再製造恐慌，也不應不停地將矛盾指
向早前涉事的單一建築公司。

民建聯快速驗水車18區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日

「鉛水風波」困擾全港，令市民對
食水安全信心大減。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李慧琼昨日在社交網站指出，
民建聯已開始全港各區的驗水工
作，將陸續安排廠商會檢測中心的
快速驗水車，巡迴十八區進行檢
測。

葵聯邨1「頭啖水」超標
李慧琼昨日公佈早前港九各區的

部分驗水結果，其中葵聯邨一期及
二期共抽取92個食水樣本，有一個
樣本鉛含量超標。聯逸樓一個「頭
啖水」樣本驗出含鉛量18微克，超

出世衛標準的10微克，惟若按照特
區政府的方法，在流水後兩分鐘抽
取的樣本，則低於10微克，沒有超
標。
民建聯在全港多個地方進行的食

水化驗也陸續有結果，包括將軍澳
日出康城、粉嶺華心邨、黃大仙美
東邨、以及天水圍逾200個食水樣
本，全部合乎世衛標準。
李慧琼表示，未來數天將有更多
化驗結果公佈，屆時將迅速向區內
居民匯報。民建聯將繼續促請房屋
署盡快為全港公共屋邨驗水，並建
議政府為住戶安裝濾水器，保障食
水安全，挽回公眾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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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鉛水增12邨2.6萬伙
榮昌邨房署辦事處水辦超標0.4倍 喉焊接物含鉛

居民血鉛疑超標 張炳良：若證實必跟進

擴大驗水範圍屋邨及受影響戶數
落成年份

2011年

2012年

資料來源：房委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廣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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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坳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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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6伙

915伙

1,278伙

2,587伙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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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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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工程涉承辦新含鉛喉管

醫學會倡「自保」多吃含鐵鈣食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

就近日公屋食水鉛含量超標事件，
香港醫學會昨晚召開會議討論對
策。醫學會副會長周伯展會後呼籲
市民暫時毋須恐慌，也不應自行去
驗血或驗水，應等候政府的安排。
他指出，市民可以兩招「自保」，
包括於早上先放水數分鐘，以及多
吃含鐵質及鈣質的食物，有助身體
減少吸收鉛質。
會議進行約兩個半小時後，周

伯展指，醫學會呼籲市民不要太
過恐慌，「我們知道不少市民也
想自行去驗血或驗水，但不同的
化驗所可能有不同的標準，這樣
會容易令人混淆，因此市民應跟

從政府的指引去做。」
他指出，今次事件發展得很
快，每天也有新消息出現，醫學
會會密切跟進，並可能於下周一
再開會商討事件。
周伯展又表示，會上有會員稱

近日多了市民查詢有關鉛水的事
宜，包括是否可以用頭髮檢驗身
體內的鉛含量。周伯展又指，以
頭髮檢驗鉛含量，其結果可以有
很大落差，不可盡信。
他建議市民可於早上先放水數分

鐘，把水用作洗澡或洗地之用，也可
以多吃含鐵質及鈣質的食物，例如深
綠色的蔬菜及奶類製品，「這兩類食
物可令身體減少吸收鉛質。」

最新食水樣本測試摘要
屋邨 抽取樣本數 是否符世衛標準
葵聯邨一期 41個 全部數據符合
美田邨美全樓 33個 全部數據符合
石籬（二）邨石歡樓 26個 全部數據符合
豐和邨 50個 全部數據符合
美東邨美德樓 24個 全部數據符合
洪福邨第一、二及三期 150個 全部數據符合
榮昌邨 46個 榮俊樓屋邨辦事處

一個樣本超標

房屋署上周為2013年或之後落成的9條屋邨及葵聯邨一
期進行有系統的抽驗水樣本，其中7條屋邨、共370

個樣本昨日完成化驗，特區政府昨日下午舉行跨部門記者
會公佈結果（表一）。

向住戶供樽裝水及拉喉
房屋署署長應耀康在記者會上指出，當局在榮昌邨抽驗
的46個水辦樣本中，發現其中1個樣本含鉛量超出世衛標
準0.4倍，故當局會按啟晴邨及葵聯邨做法，為邨民提供樽
裝水，並在每棟樓放置水箱再拉喉至樓下，以及舉行晚會
向居民提供資料。
醫管局及衛生署均表示，已作好準備，為榮昌邨較易受
影響者，包括嬰兒、6歲以下兒童、孕婦及授母乳婦女安排
免費驗血。衛生署並會與被驗出食水含鉛量超標的辦事處
相關人等聯絡，了解他們的情況，及在有需要情況下安排
抽血化驗。

本周公佈其餘3屋邨結果
應耀康續說，被驗出水樣辦含鉛超標的單位屬房署辦事
處，據了解驗水樣本是來自辦事處內同事所用的茶水間。
由於初步評估發現單位中有水喉焊接物驗出含鉛，當局會
與榮昌邨的總承建商「保華建築有限公司」跟進事件。至
於其他有份抽驗的屋邨，包括葵聯邨一期、美田邨美全
樓、石籬二邨石歡樓、豐和邨、美東邨美德樓及洪福邨
一、二及三期，均未發現有樣本含鉛量超標，而其餘3個
屋邨的結果料於本周稍後時間公佈。

人手資源決定2011年「劃界」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在會上同時宣佈，當局會在
完成檢驗上述10條屋邨的水樣本後，進一步擴大驗水範
圍至2011年後落成的12個屋邨（表二），涉及35幢住
宅樓宇、2.6萬個單位，當中涉及6個總承建商。張炳良
解釋，選2011年來「劃界」抽驗並非刻意安排，而是根
據人手與資源決定，不排除未來會進一步擴展驗水範
圍。
張炳良在回應傳媒提問時強調，不會用「失控」來形容

現時食水含鉛的情況，但強調當局不會低估風險，「我不
希望製造社會恐慌，所以我們應實事求是，從一個風險為
本的角度，考慮驗水及其他的應急工作。」

張炳良：未有換喉時間表
至於會否向受食水含鉛超標影響的居民賠償，他認為此
應先處理食水供應及居民健康問題，賠償並非現階段首要
處理的事宜。
對於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日前指，不排除會為整個啟晴邨
和葵聯邨二期更換水喉，張炳良指，更換全邨喉管的工程極
為龐大，早前亦曾與政黨及區議會人士討論相關問題，認為
相關工程需要有良好規劃，當局需要時間研究一個較為妥善
的方案，現階段未有全面更換樓宇喉管的時間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公屋食水含

鉛量超標風波持續擴大，繼啟晴邨與葵聯邨二

期後，深水埗榮昌邨房屋署辦事處的食水昨日

被驗出有一個樣本含鉛量超出世衛組織標準0.4

倍，當局初步發現有關單位中有水喉焊接物驗

出含鉛（見另稿），並決定按啟晴邨及葵聯邨

二期的做法，向住戶提供樽裝水及在大廈地下

拉喉供水。同時，當局決定擴大有系統抽驗水樣

本的工作至所有由2011年起落成的屋邨，涉及

12個屋邨、35幢住宅樓宇，約共2.6萬住宅單

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文森）公屋鉛水含
鉛量超標引發的恐慌持續。有傳媒上周三委託醫生為
葵聯邨二期兩戶人驗血，結果發現其中一個梁姓家庭
的兩母子血液含鉛量超標。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
昨日表示，若證實有居民血液含鉛量超標，當局會與
醫管局商議跟進方法。
香港無綫電視上周三委託醫學會前會長蔡堅為葵聯

邨二期兩戶人驗血，結果發現其中一個梁姓家庭的兩
母子血液含鉛量超標。
梁先生一家四口居於葵聯邨二期約1年，幼女8個

月大，梁太太有餵母乳，其單位的食水早前被區議員
驗出每公升食水含鉛量57微克，超標近五倍。驗血報
告顯示，兩人均超出世衛標準指引的5微克參考值上
限，前者為每100毫升血有6.5微克鉛，其子則為7.2
微克，按衛生署的標準屬於略高至偏高。
蔡堅表示，按照這個水平，要由政府醫院跟進有沒有

中鉛毒的病徵：「病徵可以有神經線炎，肌肉、神經線
癱瘓，貧血。加上驗尿，可以進一步肯定中鉛的程
度。」

街坊：一定會向政府追討
梁太表示，一定會向政府追討，「如果有事看醫
生，可能長遠要定期看醫生，但追討房屋署有關開
支，我們都可能負擔不起。」梁先生則批評當局處理
失當，「水質安全都確保不到，談什麼民生呢？」

梁栢賢：多飲水可減低體內含鉛
張炳良在跨部門記者會上回應事件時表示，當局未

收到有關二人的資料，他們會了解相關住戶是否已向醫
管局登記驗血，「你幫他們驗血，驗到你認為超標，第
一我假設兩人都到政府衛生署，已經登記了驗血，到時
要看結果。我們一定要透過醫管局，有合適的醫護環境

中，進行驗血，看看最後結果。」若證實超標，當局會
與醫管局商議跟進方法。 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表
示，要等待醫生轉介再跟進，若體內含鉛量少於20微
克，多飲水是有效減低含鉛量的有效方法。

高永文：每周驗血最多300個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則表示，至今暫有逾

300人已到醫院驗血，而截至前晚9時，衛生署收到
1,690宗相關查詢，並為其中924人登記安排驗血，部
分人已排期至8月。他坦言，即使工作人員加班為市
民驗血，但每周最多仍只可抽取300個血液樣本做化
驗。由於部分私家診所會將樣本送到政府化驗所化
驗，故未必能加快檢驗工作，政府仍在研究中。
高永文又指，市民若自行以頭髮樣本化驗吸收的含

鉛量，大多時會不準確，因為頭髮暴露在環境中，
「最好是先諮詢醫生，是否有需要進行檢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文
森）港府昨日驗出深水埗榮昌邨的房屋
署辦事處食水含鉛量超出世衛組織標準
0.4倍，初步評估更發現單位中有水喉
焊接物驗出含鉛。水務署署長林天星昨
日在跨部門記者會上透露，水喉工程由
「金日工程有限公司」（「金日工
程」）承辦，但由於現階段並未有足夠
證據顯示該公司的水喉匠需就食水含鉛
量超標負責，現階段並不合適公開相關
資料。「金日工程」公司昨日仍有職員
辦工，但並無回應事件。
林天星昨日指出，驗出有食水樣本含

鉛量的深水埗榮昌邨房屋署辦事處，有
水喉焊接物驗出含鉛，由於未安排拆除
水管及燒焊物作進一步化驗，現階段無
證據顯示是水喉匠違規，當局會繼續跟
進。
根據公司註冊處資料，「金日工程」
成立於1987年。房委會資料顯示，「金
日工程」過去多次獲得房委會獎項，包
括於2013年與2014年獲嘉許為「傑出

分包商」。由「金日工程」承建水管工
程、剛被驗出食水含鉛量超標的榮昌
邨，去年更獲房委會選為「新工程傑出
項目」。
在持牌水喉匠名冊中，有一名叫張達

欽的持牌水喉匠，其電話號碼與「金日
工程」相同，估計他可能就是「金日工
程」的老闆。

「第一口水」評估食水不妥
另外，港府不驗「隔夜水」一直被外

界批評，水務署總水務化驗師陳健民昨
午在會上再次重申，不同國家與地區對
驗水有不同標準，而水務署根據ISO
5667準則制訂驗水程序，即抽驗水喉物
料對水質的影響及程度時，才需抽驗
「隔夜水」；當抽驗居民飲用食水水質
影響時，則要抽檢流的水源。因此，單
靠抽取「第一口水」化驗並不能代表居
民全日飲用水品質，亦不可以用「第一
口水」評估食水含鉛是否超出世衛標
準。

■■深水埗榮昌邨一深水埗榮昌邨一
個食水樣本含鉛量個食水樣本含鉛量
超標超標00..44倍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府召開跨部門記者會公佈最新的屋邨水辦化驗結果港府召開跨部門記者會公佈最新的屋邨水辦化驗結果。。 記者彭子文記者彭子文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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