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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水邨添欣安 水辦超標2倍
2011年落成公屋驗水完成 民建聯促為有需要居民驗血

張建宗晤菲勞工部長 商外傭福祉

《食安令》仍生效 禁售兩款台「麻油」

精神科護士不足
夜更1：23侍病人

啟晴喉焊料含鉛 與申報物料不符

外傭團體請願促加薪至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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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亞洲
移居人士聯盟昨日向勞工處請願，要求將
外傭最低月薪調升至4,500元，同時將每
月膳食津貼提高至1,600元。聯盟指出，
過去17年外傭平均每年僅獲加薪14元，
不擔心會因此影響飯碗，因現時水平難以
令外傭應付生活所需開支，亦無法在港有
尊嚴地過活，批評在港工作深受歧視。聯
盟稍後會約見勞工處談判，並於下月13
日遊行爭取應有權利。勞工處至截稿前未
有回應。
港府去年將外傭最低工資調高100元至

4,110元，同時宣佈外傭膳食津貼增加44
元至964元，但有外傭組織認為加幅未能
令外傭有尊嚴地在港過活。約40名亞洲移

居人士代表昨日帶同橫額向勞工處請願，
批評本港外傭在過去17年只合共獲加薪
250元，即平均每年加薪14元，認為有關
薪酬難以令外傭應付生活所需開支。

要求膳食津貼升至1600元
聯盟又指，兩年前已要求當局提高外

傭月薪至最低4,500元，同時將每月膳食
津貼提高至1,600元，惟政府未有理會。
聯盟認為，4,500元月薪屬合理水平，否
則難抵通脹，亦相信同樣受通脹之苦的僱
主會明白外傭苦況。
聯盟發言人Eni Lestari指出，外傭在港

深受歧視，若不獲續約就需即時離港，其
後需再付5,000元申請費，加重外傭到港

工作負擔。另外，現時法律不准外傭在外
留宿，如有發現會被遣返甚至列入黑名
單，對部分獲僱主批准及尋求個人私隱的
外傭並不公平。加上現時外傭工時過長，
只要僱主一聲令下就得工作，法例未有規
定外傭的標準工時。
另一發言人Sringatin稱，雖然法例規
定僱主可以免費膳食代替膳食津貼，但僱
主提供的膳食種類及分量不獲規管，即使
提供膳食津貼，亦有僱主禁止外僱使用家
中電器及爐具煮食，令外傭被逼在外用膳
或以即食麵為生，有關情況持續惡化。她
指出，若津貼能調升至1,600元，外傭每
月除32元主餐外，亦可購買其他食物補
充營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水
含鉛超標，全城關注鉛從何來。工程
界立法會議員盧偉國昨日在一個電台
節目上表示，即使銅管需加入一定的
重金屬焊料做接駁，但食水含鉛量超
標不一定是焊接物料出問題。他認為
政府現階段可做的是為市民安裝濾水
器，並要求當局先說明哪種類型的濾
水器符合規格與保養維修的安排。
本身是公屋食水質量控制問題檢討

委員會委員的盧偉國表示，目前房署
正積極調查食水品質控制，建議調查
應聚焦於物料規格及總承建商所提供
資料的準確性，並釐清各持份者在施
工期間的各自責任，當工程的各個環
節都做好其本分時，便可令市民安
心。

指科學上食水未能做到「絕鉛」
盧偉國續說，國際標準要求食水完

全不含鉛，但目前科學上未能做到完
全無鉛。對於有屋苑食水除了含鉛量
超標，尚含有其他重金屬。他又指。
檢驗食水中不同重金屬，採集樣辦的
方法都會不同。

出席同一節目的食水苦主大聯盟主席尹兆堅
批評，政府不應以「擠牙膏」方式公佈消息，
應將事件暴露在陽光下讓公眾安心。他感到政
府的策略是希望淡化事件，故查找源頭進展緩
慢。他又說，當局仍未有水喉配件的檢驗消
息，亦未有就喉管出問題作危機管理。他表
示，會就政府的疏忽為受影響的市民取回公
道，但估計追討賠償道路漫長。

政府昨日公佈5條屋邨的食水化驗結果，
除了欣安邨食水樣本被驗出鉛超標；其

餘4個屋邨食水樣本均通過檢測，包括彩德邨
（82 個水樣本）、沙田坳邨（53 個水樣
本）、油麗邨第五期卓麗樓及雍麗樓（35個
水樣本）、油麗邨第六期油麗商場（4個樣
本），及善明邨（49個樣本）。政府指已經
完成檢驗所有2011年起落成的公屋。

喉焊位含鉛 與牛下邨同承建商
房署署長應耀康表示，欣安邨水喉燒焊位

置初步發現水管焊接位含鉛。欣安邨的承建
商以及喉管工程承辦商分別為有利建築有限
公司及明合有限公司，兩間公司同樣承辦早
前被驗出食水含鉛超標的牛頭角下邨。另
外，政府會為邨內8歲以下兒童、孕婦及餵母
乳媽媽驗血，並即時為受影響大廈的居民提
供樽裝水，設置水箱等臨時供水措施。
應耀康表示，早前被驗出鉛水超標的7條屋

邨，總承建商均同意由天台駁臨時水喉到每
一層。其中啟晴邨、葵聯邨二期及榮昌邨，
本月中至下月初會陸續啟用。至於安裝濾水
器，各總承建商亦會在差不多的時間，由各
總承建商為住戶分批安裝。

臨時供水系統會測菌及重金屬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表示，受影響屋
邨全面更換喉管牽涉數以萬計住戶，須與承
建商從長計議，並考慮建造業的承受能力，
料初步會先更換屋邨公共地方的喉管，強調
目前最重要是為受影響居民提供安全及方便
取得的食水。應耀康補充，在樓宇設置臨時
供水系統後，會進行食水測試，檢驗細菌及
重金屬含量以作質量保證。
張炳良又指出，由行政長官成立的獨立調

查委員會在物色法官擔任主席人選一事上已
大致選定，但仍須行政會議通過，當局會在
適當時候公佈，強調委員會有法定權力，可
傳召證人及有裁決權；現時雖正值暑假，但
行會可隨時召開特別會議。

再多12人「中招」1名1歲童超逾倍
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區結成昨日亦公佈

最新一批共292個驗血結果，共有12人血鉛
超出每百毫升5微克的標準，介乎5.39微克
至10.4微克，分別來自榮昌邨、啟晴邨及葵
聯邨二期。當中包括9名兒童，其中1名1歲
兒童被驗出每百毫升血含10.4微克，超標逾
倍；另有1名孕婦的血鉛達每百毫升含5.4微
克。另兩名餵哺母乳的婦女，血鉛含量分別
為每百毫升 5.55 微克及 6.4 微克。當局表
示，東區醫院會加入協助為受影響居民驗
血，令目前提供驗血服務的醫院增加至 4
個。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出席一個場

合時表示，受食水含鉛影響而登記接受血液
檢查的屋邨居民已逾 2,500 人，目前為約
1,200名居民進行檢查，未來還有逾千名居民
排期接受血液檢測。他表示，雖然醫管局已
調動人手抽血、將部分血液送往外國化驗，
及引入手提式檢查儀器等，但驗血總數的流
量都仍然受到一定限制。
另外，民建聯成員昨在居民大會向出席的

房屋署代表遞交請願信，促請當局盡快全面
為欣安邨各住戶抽驗食水。民建聯社區幹事
張子賢表示，欣安邨居民由2011年入伙至今
已有4年時間，居民十分擔心身體健康受到
影響，尤其擔心影響其子女的健康及智力發
展，促請當局要求承建商安裝濾水器，並定
期更換濾芯直至更換喉管工程完成為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港府昨日公佈馬鞍山欣安邨成為第八個食

水鉛超標屋邨。港府昨日舉行跨部門記者會公佈5個屋邨水辦，結果欣安邨3

座大樓有5個水辦鉛含量超標，最嚴重是每公升含鉛量達31微克，超出世衛

標準兩倍。當局下一階段將會為2005年至2010年落成的公屋進行驗水，涉

及逾27條邨、合共逾100幢大廈，由新至舊起進行。另外，民建聯代表昨晚

出席政府在欣安邨舉辦的居民大會上，要求當局盡快為欣安邨全面驗水及為

有需要的居民驗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短
短一個月之內，政府驗出本港8條公共
屋邨的水辦含鉛，甚至出現超標數倍
的情況，不少人關注既然本港有法例
規管水喉接駁質素，到底鉛從何來？
有傳媒昨日引述消息指政府已詳細檢
驗啟晴邨及葵聯邨二期逾百個水喉焊
接位，發現大部分含鉛。另外，有房
委會轄下檢討小組的成員懷疑有人出
示文件證明焊料無鉛，但施工時卻用
另一款焊料。
有傳媒引述消息指出，房屋署拆除

啟晴邨及葵聯邨二期逾百個焊接的接
駁位，包括水錶房喉管、走廊供水喉
管，及水掣接駁位，並交予水務署進
行化驗，結果驗出大部分零件均含
鉛，且超標情況嚴重，懷疑是焊接時
有焊料滲漏，繼而污染食水。
葵聯邨二期及啟晴邨的食水系統均由

水喉承判商何標記負責鋪設，其中葵聯

邨二期的水管焊接位一直只是在快速測
試中，初步顯示有含鉛，但消息指今次
是政府首次在詳細檢驗中確認。
有房委會公屋食水質量檢討委員會成

員認為，公屋鉛水事件反映不只個別樓
層或單位有問題，屬於「系統性問
題」。他又認為，可能過去數年有不少
工程面對建築工人短缺情況，可能用上
違規手法，例如使用含鉛的燒焊物料，
以達節省時間及金錢的目的。

探討監管承建商用料程序
該消息又指，房委會檢討小組有成

員懷疑有人向房署申報時，提供到文
件證明使用的物料無含鉛，但在真正
施工時，未必有使用無鉛物料。檢討
小組會探討如何確保承建商向房署提
交的物料測試樣本與最終施工使用的
物料脗合，並會檢討房署批出合約、
監管興建及地盤檢查的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物安
全中心昨日提醒業界，去年中心因應
「台灣劣質豬油」事件而採取的預防性
措施，包括發出的三道《食物安全命
令》，以及全面禁止所有台灣生產的食
油進口及在香港出售的指令，至今仍然

有效。中心發言人指出，中心接獲投訴
指有商戶售賣從台灣進口在該地生產的
芝麻油，中心已聯絡有關進口商「價真
棧有限公司」跟進事件。
有關出售的芝麻油為「長青黑麻油」，

由台灣長青油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

食用期限為2017年5月14日、每瓶淨重
217毫升；另一款為「長青胡麻油」，生
產商、食用期限及淨重同上。中心發言人
指出，根據進口商提供的資料，「長青黑
麻油」及「長青胡麻油」的進口量分別為
3,120瓶及1,920瓶，其中1,097瓶黑麻油

及731瓶胡麻油已出售予其轄下零售點，
餘貨則仍存放在其倉庫。
中心發言人表示，該兩批芝麻油不是

《食物安全命令》下禁止在本港供應的食
品，但屬於仍然生效的行政指令下，禁止
進口及在香港出售的食油產品，因此業界
必須遵從中心的指示，立即停用及停售。
涉事進口商已自願停售及從其零售點回收
該批產品，並將所有餘貨分隔。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聶曉輝 )隨着人口老化加
劇，本港醫療負擔日益沉重。有調查發現，91%
受訪精神科護士認為各聯網的精神科護士人手不
足，當中不少更指無資深護師在精神病房內進行
臨床督導。調查又發現，受訪者的工作壓力指數
高達8.2分(最高10分)，工作滿足感及開心指數僅
得3.7分及3.6分。

平均比例逾1：12 遠低國標1：6
香港護士協會於上月14日至28日期間訪問了

775名醫管局精神科護士，當中59%屬九龍西聯
網。調查顯示，各精神科病房的平均病床佔用率
為85%，九龍東聯網佔用比率最高，達88%。調
查發現，所有精神科病房每更平均病人數量為46
人，平均護士人手為4人，比例逾1：12，其中夜
更比例更為1：23，與國際標準1：6有極大差
距，護協認為情況令人憂慮。
此外，平均護士對病人服務助理的比例為2：

1，協會指考慮到病人服務助理只負責向病人提供
日常的起居照顧，絕對不能取代精神科護士的護
理工作，「去護士化」及「去全人護理化」的問
題仍然於醫管局的精神病房出現。
調查發現，91%受訪者認為各聯網的精神科護

士人手不足。如以聯網劃分，九龍東及九龍中受
訪者更全數認為各更人手均呈不足；港島東日更
及午更認為人手不足的比例同樣為100%，僅港
島西人手足夠與否的意見參半。此外，每名受訪
的精神社康護士每日平均需處理18個病人個案，
港島東、九龍東及九龍西分別高於平均數，後兩
區每名護士每日平均處理的病人個案數目更多達
23個。

早更午更均無資深護師督導
另一方面，大部分聯網均有逾半數受訪者指

早更及午更均無資深護師在精神病房內進行臨
床督導；所有港島西聯網的受訪者更稱早更沒
有臨床督導，護協形容「情況嚴峻」。人手流
失方面，66%受訪者稱過去6個月有精神科護士
離職或退休，當中只有10%受訪者指醫管局已
填補相關職位空缺；22%受訪者稱只填補了部
分空缺；其餘 34%受訪者均表示並無任何填
補。
護協指出，是次調查反映精神科護士人手不足

以應該服務需要，加上精神科病房各更的臨床督
導不足的問題，令護士工作壓力十分沉重。護協
認為醫管局應制訂合理的護士與病人比例及具彈
性的工作指標，同時制訂臨床督導比例，以及增
聘人手填補空缺。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聶曉輝 )勞工及福
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與菲律賓勞工與就業
部部長Rosalinda Dimapilis Baldoz率領的
訪港高層代表團會面。雙方就有關外籍家
庭傭工（外傭）的多項課題交換意見，包
括容許輸入外傭到港的政策背景及保留有
關政策的必要性、對在港外傭的勞工保障
和支援服務，以及雙方如何攜手合作加強
對職業介紹所的監管及提高外傭中介費用
的透明度。
張建宗在會面期間強調，香港特區政府
致力保障在港外傭的權益，外傭跟本地工
人一樣享有在《僱傭條例》及《僱員補償
條例》下的全面法定僱傭保障，並按由政
府訂定的「標準僱傭合約」享有額外保
障，包括「規定最低工資」提供的工資保
障及其他福利如免費膳食、住宿及醫療福
利等。若有勞資糾紛，外傭可向勞工處尋
求免費的諮詢及調停服務，或致電勞工處
的24小時電話熱線。
張建宗說：「為提高外傭對其權益的認
識，勞工處已從多個渠道加強有關宣傳及
教育工作。我們亦與外傭輸出國的駐港領
事館加強合作，以分享資訊及協調雙方的
工作。」他指出，當局已加強巡查職業介
紹所，並正為業界草擬實務指引。

提升中介透明度 防收非法費用
會面完結時，雙方重申會繼續致力加強
合作，以保障在港菲籍外傭的福祉。雙方
同意成立一個高層次的互訪計劃，讓兩地
政府的高層官員定期互相分享其在保障外
傭方面的最新政策及工作。雙方亦同意會
繼續緊密合作，以提高中介費用的透明
度，避免兩地的中介公司向外傭收取任何
非法費用。香港目前有約有17.8萬名來自
菲律賓的外傭，佔本港外傭總數的53%。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與菲律賓勞工與就業部部長會面。

▲亞洲移居人士聯盟昨日向勞工處請願，要求將外傭最低月薪調升至4,500
元。 記者郭兆東攝

■政府宣佈將會為2005至2010年落成的公屋
進行驗水。 記者曾慶威攝

■民建聯出席政府昨晚在欣安邨舉辦的居民大會，要求政府盡快為欣安邨全面驗
水及為有需要的居民驗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