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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醫院早前爆發毛黴菌感染導致病人死

亡，醫管局就事件成立的專家小組昨日公佈

調查結果，指出問題出在負責洗衣的深灣洗

衣場。事件顯示，醫管局對洗衣外判服務的

監管存在嚴重疏漏。毛黴菌致命事件向公立

醫院敲響警鐘。醫管局需全盤檢視各公立醫

院外判服務的監管制度，明確監管人員的獎

懲制度，強化監管問責，防止同類事件再次

發生。

瑪麗醫院毛黴菌事件備受社會關注，院方

懷疑病菌的源頭來自為醫院清洗消毒受污染

被服的洗衣公司，成立專案小組進行調查。

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調查結果顯示，

洗衣房有六成一的樣本驗出含菌，而且含量

超出美國醫療保健紡織品認證要求近50倍。

調查小組主席、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

國勇直言，「細菌多到嚇死我」。洗衣場多

個洗衣工序和環境衛生不理想、不正常，洗

乾燙程序的溫度均不達標，工作環境未做好

溫度及氣流控制，物料放於垃圾筒旁，容易

造成細菌交叉感染。洗衣服務不僅不能殺死

黴菌，反而令黴菌大量滋生，對於病人生命

安全構成重大威脅。

調查揭發更嚴重的問題是，醫管局外判服

務給有關洗衣場長達3年，每1到2個月會派

人到洗衣場定時巡察，卻一直未能發現洗衣

場的操作、設施、環境存在嚴重污染問題，

更遑論作出跟進和要求改善，最終釀成有病

人因感染黴菌而喪命，動搖公眾對公立醫院

的信心。醫管局對外判洗衣服務的監管未能

發揮作用，負責巡查的人員明顯失職。醫管

局有必要立即檢討洗衣服務的監管機制，找

出漏洞所在，嚴肅處分不負責的員工，加強

對外判服務品質的監管。

公立醫院除了外判洗衣服務之外，還有不

少與病人健康有關的物資採購、設施清潔也

由外判商承辦。毛黴菌致命事件向公立醫院

敲響警鐘，外判服務始終關乎病人的安全及

健康，容不得半點馬虎，稍有差池，隨時會

再搞出人命，令公立醫院聲譽受創，對外判

服務監管絕不可掉以輕心。醫管局必須亡羊

補牢，吸取教訓，全盤改革外判服務的監管

制度，提升服務質素，挽回市民對公共醫療

系統的信心。

加強監管外判 防黴菌事件重演
馬來西亞當局昨天正式確認在法屬留尼旺島

發現的飛機殘骸，屬於馬航ＭＨ370 航班客

機，這是自該航班失聯一年多來，首次有確鑿

證據證實其已經失事墜毀。馬航班機雖已墜

毀，但失事原因仍然是一個謎，馬方需要繼續

調查真相，並合情合理地解決善後賠償問題，

以告慰遇難者在天之靈及撫平家屬的心靈創

傷。

對於證實發現該客機殘骸，中國政府高度重

視。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對包括154位中國乘

客在內的239位機上人員遇難，表示痛心和哀

悼；同時，也要求馬方認真履行有關承諾，繼

續調查客機失事原因，全力做好善後相關工

作，切實保障乘客家屬的合法權益。自去年3

月8日馬航MH370航班失聯以來，機上兩百多

人的下落，一直牽動着世人的心。中國、馬來

西亞等多個國家都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進

行全面搜索。可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

茫茫皆不見」，直到最近，才由印度洋的法屬

留尼旺島當地海灘清潔工，偶然發現了屬於

MH370的殘骸，證實該客機已經墜毀解體。不

過，馬航客機為什麼會失事，真相至今還是一

個謎。飛機殘骸的首次被發現，只是有實際證

據顯示了飛機墜毀這個人所共知的事實，但飛

機為什麼會嚴重偏離航線？飛機是否被機長或

其他人劫持？飛行過程中發生了什麼事情？飛

機最後的墜落地點在哪裡？乘客遺體散落何

處？許多疑團都尚未解開。這些都需要馬來西

亞當局繼續進行全面而周密的調查。只有找到

飛機主體殘骸，對事實真相有了科學的結論，

才能算是給遇難者家屬一個完整的交代。

馬方需要充分理解遇難者家屬這一年多來親

人不知所終的悲痛心情，有責任繼續做好與他

們的溝通及服務工作。從日前中國遇難者家屬

與馬航駐北京辦事處的溝通情況看，馬航方面

顯然是準備不足和處理不當。按道理說，馬航

應該一直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當收到發現疑

似MH370殘骸消息時，就要提前做好與家屬溝

通的準備，一旦有確切的結果，就應該第一時

間組織家屬作說明，不應該出現面對家屬的質

疑，卻一問三不知的混亂情況。至於善後賠償

問題，馬方更要高度重視，應該及早按照國際

民航的有關規定及慣常做法，與遇難者家屬進

行溝通，給予合情、合理的賠償。

徹查馬航失事真相 撫慰遇難者家屬

A5 重要新聞

宋楚瑜加入「兩個女人戰爭」
國民黨：絕不畏戰 民進黨：謹慎以對

儘管宋楚瑜過去有「台灣省長」光環，深耕基
層數年，但從國民黨出走以後，除2000年

「總統」選舉有出彩表現，到2012年時，得票率
尚不足3%。此間學者分析認為，無論是宋楚瑜
還是洪秀柱要在「三強」鼎立中贏得「大選」都
很困難，未來就看宋楚瑜的後勢如何發展。如果
在2016「大選」的最後關頭，宋楚瑜的氣勢仍在上
升、甚至大幅超過洪秀柱的話，那末泛藍選民很可
能會出現「棄保」（棄洪保宋）效應，這是宋楚瑜
唯一可以勝選2016的機會。「香江文化交流中心」
主席江素惠認為，沒有「棄保」效應的話，宋楚瑜
要勝出難乎其難、甚至可說是奇蹟。而洪秀柱的選
情，亦會因此受到影響。

宋倡組「聯合政府」
昨日一早，宋楚瑜打着象徵親民黨的橘色領

帶，在眾人陪同下乘車抵達記者會現場。在長達
七頁的參選書當中，宋以「跨出這一步、一起找
出路」為題，闡述了包含「反課綱」爭議、經濟
低落、藍綠惡鬥等在內的台灣8年來發生的政治和
社會問題，並提出自己的參選宣言和競選承諾。
宋楚瑜提出，2016「總統」選舉，「不是誰打

敗誰！」，而是務實的面對未來的趨勢與挑戰。
他說，2016年的「總統」，最需要的不是「完全
執政」，因為過去已經證明，完全執政就等於完
全腐化，台灣需要的是「聯合政府，務實執
政」。「放下個別政黨的虛榮與私心，尋求所有
政黨的合作，整合政府各單位的決策與執行步
調，統合『中央』與地方，一起為台灣未來一整
個世代，打下成長茁壯的基礎。」

另外，他更提出了6點承諾，包含「開城無
私、化解對立」、「凝聚共識、權責相符」、
「民主制衡、責任政治」、「聯合政府、務實執
政」、「勤政親民、關懷民生」、「建立兩岸永
續和平發展架構」。

泛藍分裂從未勝選過
對於宋楚瑜正式宣佈參選，中國國民黨主席朱

立倫當日對外表示，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宣佈參選
2016年「大選」，國民黨亦絕不畏戰，一定全力
以赴，團結所有可以團結的選民。
他直言，根據過去的經驗，任何泛藍分裂從來

沒有勝選過，必須要團結所有泛藍力量與全民支
持，和平不到最後關頭，絕不放棄和平，合作不
到絕望時刻，絕對不中止合作，國民黨會盡最大
的努力。

蔡英文：以最好陣容面對
而民進黨對宋楚瑜參選表示尊重，並稱會謹慎以

對、步步為營。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則表
示，祝福宋楚瑜，對整個選局，民進黨都有在觀
察，也有掌握情勢發展，在選戰後續的過程中會謹
慎面對，會以最好的陣容及最佳的政策來面對。
據資料顯示，現任親民黨主席的宋楚瑜生於

1942年3月16日，湖南省湘潭縣客家人，曾任
「台灣省長」。1999年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後，於
2000年創立親民黨並擔任黨主席。分別於2000年
（「總統」）、2004年（「副總統」）、2012年
（「總統」），參與三屆台灣「大選」，但皆以
敗選告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綜合報道）台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昨日上午召開記者

會，宣佈參與明年2016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這是年逾73歲的宋楚瑜第4度參

選，也是他第3次角逐台灣地區領導人之位。儘管還未正式領表，但宋楚瑜的「參選

宣言」，令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國民黨候選人洪秀柱之間「兩個女人的戰爭」，增

添變數。尤其對於原本形勢就不樂觀的洪秀柱，可以預期這將是一場硬仗。

宋楚瑜歷次參選得票率
2000年
政黨 無黨籍 國民黨 民進黨
競選搭檔 宋楚瑜、張昭雄 連戰、蕭萬長 陳水扁、呂秀蓮
得票率 36.8 % 23.1 % 39.3%

2004年
政黨 國民黨 民進黨
競選搭檔 連戰、宋楚瑜 陳水扁、呂秀蓮
得票率 49.89% 50.11%

2012年
政黨 親民黨 國民黨 民進黨
競選搭檔 宋楚瑜、林瑞雄 馬英九、吳敦義 蔡英文、蘇嘉全
得票率 2.77% 51.6% 45.63%

洪秀柱：難表尊重 愈戰愈勇

藍委李鴻鈞挺宋 棄選「立委」
香港文匯報訊 在親民黨

主席宋楚瑜昨日宣佈參選台
灣2016「大選」的同一天，
中國國民黨籍「立委」李鴻
鈞決定，要幫忙宋楚瑜打這
場選戰，為其打拚；如果國
民黨要開除他的黨籍，他表
示坦然接受。
中通社報道稱，宋楚瑜昨

日上午宣佈參選2016年「大選」，曾經加入親民
黨的李鴻鈞同日下午舉行記者會表示，他從政16
年來，在台灣「立法院」看到兩次政黨輪替，但
是16年來台灣沒有進步；身為從政一分子，要冷
靜面對判斷這個問題。
李鴻鈞說，國民黨7月19日正式提名洪秀柱參

選以來，他一直冷靜思考；如今看到老長官、老
朋友宋楚瑜正式宣佈參選2016「大選」，他認為

很多理念都符合未來台灣走向，可以解決長期台
灣困境與內耗。

稱若除黨籍會接受
儘管已獲國民黨徵召參選新北市新莊區「立

委」，但李鴻鈞表示不會參選「立委」，而會用
更多時間來幫忙打選戰；甚至只要國民黨在新莊
推出的候選人符合地方需求，也會全心幫忙輔
選。
至於是否退出國民黨，李鴻鈞說，這時候說要

退黨，是非常強硬的說法，也要談點感情，因此
他不主動退黨；但如果國民黨要開除他的黨籍，
他表示也會坦然接受。而是否重回親民黨，他說
會順其自然。
國民黨秘書長李四川則表示，如果李鴻鈞決定退

黨，會尊重他的決定，國民黨會依黨規辦理。至於
接下來是否還會有人退黨，李四川說「沒有」。

■李鴻鈞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福州
報道）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正式表態參
選，使2016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呈
現三足鼎立趨勢。台灣師範大學政治
研究所曲兆祥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專
訪時稱，儘管宋對藍綠選情皆有影
響，但顯然對洪秀柱的衝擊遠大於蔡
英文。

藍營基本盤可能失守
據最新民調指出，洪秀柱落後蔡英

文25%，而民進黨發言人鄭運鵬此前
也表示，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若參選，
10%支持度將來自先前未表態選民，
蔡英文、洪秀柱料各被拉走一部分選
票。對此，曲兆祥坦言，一直以來的
選情都對國民黨非常不利，藍綠間民

調差距頗大，宋楚瑜的出現恰恰

填補了中間選民的「空當」。鑒於去
年底「九合一」選舉中，藍營基本
盤甚至「鐵票倉」都出現失守狀
況，宋楚瑜以泛藍身份吸納對國民
黨執政感到失望的藍營選民，將成
為可能。

但選舉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他認
為，宋的最終得票率仍存在很大的
「彈性空間」。宋在早期參選時畢竟
有過高達40%的得票率，不排除當初
選擇他的人，會繼續成為他的支持
者。不過，一旦宋在接下來的幾個月
中，表現令人失望，那麼選票自然就
流失了。

此外，曲兆祥還指出，從宋的競選
文宣來看，聽得懂所謂「聯合政府」
的民眾並不在多數，大部分人的理解
只停留在超越黨派之爭，打破藍綠對

決的層面。「最終有多少民眾買單，
尚不清晰，要到12月才會產生化學反
應」，因此他預判，屆時選民料出現
「棄保效應」，最終在宋楚瑜和洪秀
柱之間作出選擇。

藍委「跳船」料爆連鎖效應
而宋宣佈參選後也出現第一波效

應，即藍委李鴻鈞宣佈退黨投橘，令
國民黨「立委」選情雪上加霜。「國
民黨就像一面牆，現在掉了第一塊
磚，今後或許還有第二塊或第三
塊」，認為李鴻鈞事件料引發連鎖效
應的曲兆祥稱，國民黨目前正遭遇前
所未有的內外危機，一
不小心很可能在「大
選」後的「立委」席次
上「土崩瓦解」。

宋衝擊洪選情遠大於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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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宣
佈參選2016「大選」。國民黨「總統」
參選人洪秀柱表示，對宋楚瑜的參選很
難表示尊重，但不論面對任何艱難的環
境，也會愈戰愈勇。而國民黨望能啟動
國親溝通協調機制，在宋楚瑜正式成為
參選人前扭轉時機。

指宋與泛藍理念漸行漸遠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洪秀柱競選辦公

室聲明表示，宋楚瑜第三次參選「總

統」乃意料中事，雖然宋楚瑜曾經對台
灣作出努力，但近十餘年來言行舉止已
背離故「總統」蔣經國的精神，與泛藍
理念漸行漸遠。而洪秀柱面臨困境，對
她而言已習以為常，有十足的信心突破
困境，贏得勝利。
洪秀柱表示，宋楚瑜是她的長輩、老

長官，宋楚瑜的選舉經驗豐富、參選過
多次，對他的參選很難表示尊重，但也
不必表示遺憾。她認為，台灣社會不喜
歡政治人物不問是非、只問藍綠，在她
個人心中根本沒有藍綠之分，從初選開
始再三表示參選是為台灣找一條正確的
道路，給人民美好生活，尤其給年輕
人、下一代希望，衷心期盼能夠做到這
一點。
她更表示，外界認定這是一場艱難選

戰，而她一向是在逆境中求生活、求發
展的人，她有必勝的信心與決心，不會
受到任何人參選或事物的影響，更衷心
期盼所有中道與正道力量能夠團結起
來，為台灣未來、為台灣的命運打一場

聖戰。不論面對任何困難，她一定會愈
戰愈勇贏得最後的勝利。她也呼籲參選
的朋友，不要有過激的言論或批評，台
灣社會需要更多向善、向上的力量。
另外，被詢及宋楚瑜宣佈參選是重演

2000年「總統」選舉藍營分裂的狀況？
洪秀柱不予置評。而對於國民黨籍「立
委」李鴻鈞宣佈準備退黨要跟隨宋楚瑜
的腳步，洪秀柱表示遺憾。

國民黨盼啟國親溝通機制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林德福

表示，宋楚瑜宣佈參選對洪秀柱絕對會
有衝擊，建議國民黨應盡速啟動國親兩
黨溝通協調機制，在宋楚瑜尚未到「中
央選舉委員會」正式登記參選人前，看
看能否有轉機。他更說到，雙方同屬泛
藍陣營，支持者不樂意看到泛藍分裂，
高層部分應該多協調、溝通。但他也認
為，宋楚瑜很有智慧，畢竟還沒到「中
央選舉委員會」登記，在此之前都有機
會。

■洪秀柱表示，不論面對任何艱難的環
境，也會愈戰愈勇。 中央社

■■宋楚瑜昨日舉行宋楚瑜昨日舉行
記者會記者會，，正式宣佈正式宣佈
參 與參 與 20162016 「「 大大
選選」。」。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