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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第15/097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8月22日

頭獎：—
二獎：$1,101,350 （2.5注中）
三獎：$42,930 （171注中）
多寶：$46,52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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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0伙新屋工程招標暫緩
待3鉛水報告出爐再討論 再5邨證無鉛8童「中招」

員工追討遣散費 爆劍橋指示「虐」老洗澡

鄧家彪促公僕5天工作一視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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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今年5月揭發大埔
運頭街的劍橋護老院將院友推到露天平台脫光衣服等
候洗澡，全城譁然。該院事後稱對涉事員工作紀律處
分或解僱，其中一名負責替院友洗澡的護理員遭劍橋
以犯嚴重錯失為由即時解僱。該名護理員入稟勞資審
裁處追討約10萬元代通知金、遣散費或交替式的長期
服務金，案件昨日首次提堂。

官：唔可以只埋怨護理員
審裁官指公司沒有恰當的行政管理，「唔可以只埋
怨護理員，營運者責任都好大。」
申索人張玉瓊（65歲）於1991年3月已開始於劍橋
護老院任職護理員，近年被調派與另一名姓黃（譯
音）的護理員同負責替不能自理的女院友洗澡。直到
醜聞揭發後，張於5月26日被即時解僱，而黃則沒有
被解僱。院方指張的作為屬嚴重錯失，故不發放代通
知金、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
張在庭上指出，3樓的室內地方有男、女廁，男廁

空間較大，男院友可在內洗澡。但女廁的空間狹小，
雜物又多，只可用作如廁，若要洗澡便需到露天平台
的浴室，而該浴室每次只能容納1人洗澡。審裁官胡
周婉文隨即質疑，「一次得一個入到去，點解要推晒

出去（平台），未入去又要除晒衫？」張稱，公司的
指示是每次推5名長者出去。

公司死撐「咁多年都冇事」挨批
裁判官批評，該護老院沒考慮到室內、室外的浴室
分配的適合性，不明白護老院為何有此安排，即男士
可在室內洗澡，女士卻要在戶外洗，「點解唔調轉？
夏天好多男士赤裸上身都冇問題，但女士唔得。」被
告公司代表、前大埔運頭街院舍院長蔡女士回應稱，
「我唔知，運作咗咁多年一直都冇事。」官即斥責
道：「即係公司從未發現有問題，直至有傳媒揭
發，……常識嚟㗎啫！」「將心比心，如果妳係院友，妳
都唔鍾意俾人除晒衫啦！妳自己都係女士，應該知道
點保護女性身體。」
審裁官又質疑為何沒有即時解僱另一名負責洗澡的

護理員，蔡院長稱不清楚。審裁官要求公司下次提堂
時解釋。雙方昨經調解後未能達成和解，案件押後至
下月17日再提堂，排期審訊。
大埔運頭街劍橋護老院，於今年5月26日被傳媒揭
發在露天平台脫光長者衣服，輪候洗澡，致長者「全
相」暴露於人前，院方遭全城譴責虐老、嚴重損害長
者私隱及尊嚴。院方事後發聲明致歉，指已辭退其中

一名涉事員工及處分其他員工，又稱之後已改善情
況，同類事件絕對不會再發生。社署調查後於6月16
日拒絕該院舍二三樓的續牌申請，而牌照原於本月31
日到期的1樓分院，則獲批准更改圖則繼續營運。

■劍橋護老院醜聞揭發後裁員遭追薪。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港府實
行公務員5天工作周已有近10年之久，
但卻非每名公務員均享有此項福利。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聯同數名政府公
園遊樂場管理員工會代表，昨日在政府
總部門外遞交請願信，要求當局全面檢
討及推行5天工作周。
工會副主席周羚華批評當局「搬龍
門」，罔顧前線基層公務員的需要。鄧
家彪促請當局一視同仁，為仍未實行5

天工作周的政府部門作出檢討。
政府於2006年始實行5天工作周，但

不少部門的前線公務員至今仍未受惠，
包括康文署公園管理員及食環署小販管
理隊等。
在九龍城任職公園管理員逾30年的譚

先生稱5天工作周商討已久，惟「到我即
將退休之時，亦遲遲不見推行」，批評當
局拖延推行進度，「雖然曾要求遞交草擬
輪更表，但其後卻刻意調離同事，導致

場地人手不足，令更表不可實行。」
根據當局規定，部門實施5天工作周

必須恪守4項基本原則，包括不涉及額
外人力資源；不減少員工的規定工作時
數；不削減緊急服務；及在星期六維持
一些必需的櫃台服務。
工會副主席周羚華表示，部門常以4

項原則為由，就算工會多次遞交建議當
值表以供參考，亦被一一拒絕，認為當
局「搬龍門」，罔顧前線基層公務員的
需要，「我都想有家庭樂，但工作如
此，令我難以兼顧。」

鄧：3年無人覆 當局應正視
鄧家彪表示，早在3年前已接觸康
文署及民政事務總署等部門，商討推
行5天工作周，但一直得不到回應及
跟進，要求公務員事務局一視同仁，
保障及關注基層公務員的權益。
他續說，當局常以人手不足為由，

遲遲不推行有關措施，但事實上「至
2014年4月，在162個公園管理員職位
數目中，還餘45個職位空缺」，質疑
當局有意拖延聘請人手的進度及轉行
外判制度，促請當局正視問題，並為
至今仍未實行5天工作周的部門作出
檢討。

■■鄧家彪聯同數名工會代表鄧家彪聯同數名工會代表，，要求政府全要求政府全
面檢討及推行面檢討及推行55天工作周天工作周。。 趙虹趙虹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位於灣仔軒尼
詩道、被評為三級歷史建築物的同德大押至今
已迄立80年，但業主決定清拆重建為商業大
廈，古物諮詢委員會將於下周開會再次討論同
德大押的歷史評級。有民間團體收集大批市民
聯署，希望爭取保留該歷史建築。古諮會主席
林筱魯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同德大押
的業主堅持清拆重建，唯有將其列為古蹟，才
有望停止拆卸。
林筱魯表示，已聽到市民提交的意見，古諮

會將於下星期初召開特別會議，重新檢視同德
大押的保育價值及再次討論其歷史評級。他續
說，反對純粹因為社會壓力而將該建築物改評
為一級歷史建築，因為評估保育價值的基礎不
可隨時更改。
林筱魯承認，古物評級制度有如「無牙老
虎」，但強調並非古諮會本身。他表示，評級
制度欠法律效力，若非法定古蹟的建築物，即
使被評為一級、二級或三級歷史建築，業主都
可申請拆卸或改建。他指出，同德大押的業主
堅持清拆重建，唯有將其列為古蹟，才有望停
止拆卸。

林指推保育需尊重私有產權
林筱魯又形容，保育發展與私有產權猶如兩

條大柱，「為建築物進行保育諮詢時，就好像
將兩條大柱互相對撞。」他認為社會關注保育
是好事，但期望民間力量持續支持而非「起哄
式」的處理。他亦希望推動歷史建築保育的同
時，需尊重私人擁有歷史建築的私有產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特區政府昨日公佈5條屋邨的食水水辦檢驗報告，結果全數

含鉛量符合世衛標準。因應公屋食水含鉛事件仍未解決，房委會招標小組昨日開會後決定暫緩

兩份工程合約，待水務署專家報告、鉛水問題的承建商調查報告及剩餘公共屋邨驗水報告下月

出爐後再作討論。兩份工程合約涉及沙田碩門邨第二期公屋、及天水圍橋昌路 / 梅窩銀礦灣

東、西區居屋共3個項目，約6,200單位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楊佩韻）
位於中環昃臣道8號的舊立法會大
樓，下月 7 日將會有個「新身
份」，正式成為特區終審法院新大
樓，並於當日上午9時啟用。新大
樓內將設有兩個法庭、一個登記
處、一個律師專用休息室、一個記
者室、4個會議室及法官辦公室等
設施。新大樓啟用後，市民若要向
終院提交法庭文件，應前往新大樓
地下登記處。

舊立法會「變身」
終審法院新大樓

「低頭族」增 讓座有難度特區政府昨日召開跨部門記者會交代屋邨食水含鉛檢
驗結果，並指早前抽取來自秀茂坪南邨，黃大仙上

邨、藍田邨、碩門邨一期及油麗邨共5個屋邨、逾400個
食水水辦檢驗，結果含鉛量悉數符合世衛標準。房屋署
署長應耀康會上表示，希望在9月內完成2005年後落成
的公屋，之後再為其他未驗水的屋邨進行檢查。
他續說，啟晴邨已安裝了由天台水箱直駁至各層的臨
時供水系統，而榮昌邨及牛頭角下邨等鉛水超標屋邨亦
會於8月尾、9月內完成相關工程。他又說，目前為受影
響的屋邨居民派發兩款樽裝水，分別為4.5公升及0.8公
升，前者已派發約35萬樽，後者則已派發約111萬樽。

承建商分期安裝濾水器
同時，各涉事承建商將分期為屋邨安裝濾水器。有利
建築有限公司昨日起為牛頭角下邨第一期進行安裝；中
國建築（香港）有限公司計劃在本月26日為啟晴邨及紅
磡邨第二期安裝，剩餘的6條屋邨則預計在8月尾至9月
初開始安裝工作。
房委會招標小組主席、房委會公屋食水質量控制問題
檢討委員會主席張達棠昨日出席另一個場合時表示，水
務署專家報告、鉛水問題的承建商調查報告、剩餘公共

屋邨驗水報告均會於下月初公佈。小組認為3份報告內容
重要，故決定暫緩兩項招標程序，待報告出爐後才再討
論。應耀昌回應暫緩招標一事時表示，目前發現的10個
食水含鉛超標屋邨，牽涉4個總承建商，當中部分亦有入
標上述3個房屋項目，但拒絕進一步透露詳情。

4「鉛童」3歲以下
醫院管理局質素及安全總監區結成昨日又公佈，當局

早前抽驗了284個血液樣本，包括212名兒童、12名孕婦
及21名哺乳婦人，結果8個兒童樣本含鉛量超標，含鉛
量介乎每100毫升含5.06微克至9.11微克鉛，高於標準的
5微克，他們分別來自牛頭角下邨、紅磡邨及葵聯邨二
期。超標者有4人年齡為3歲以下，1人為3歲至6歲，另
外3人為6歲至8歲。
另外，月初一名65歲有長期病患、居於深水埗榮昌邨

榮俊樓的男病人感染退伍軍人症，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監測及流行病學處主任程卓端回應指出，當局在其家中
抽取水樣本化驗後，發現病人家中水龍頭有退伍軍人症
病菌外，該樓宇水箱亦有相關病菌。當局將為大廈天台
水箱消毒，並會更換單位水龍頭，稍後會再抽驗水樣
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鉛水
事件導致人心惶惶，食水含鉛關注組
昨日聯同啟晴邨及紅磡邨二期約10名
成員前往涉事承建商之一的中國建築
公司總部請願，要求對方增加人手，
以縮短為兩邨居民安裝排鉛濾水器的
時間。另外，民建聯觀塘區議員顏汶
羽促請當局在安裝濾水器後再為受影
響屋邨驗水，確保食水符合飲用標
準，居民方可信任政府。
昨日參與請願的啟晴邨居民梁先生

表示，雖然現時在每層已安裝了供水
系統，惟供水系統有時間限制，當遲
於晚上9時回家便不能夠取水。他又指
大部分街坊每天至少需要走「四五次
取水」，批評此舉令居民疲於奔命。
食水含鉛關注組召集人梁婉婷表

示，早於承建商公佈為居民免費安裝
濾水器前，不少居民已自行購買，冀
中國建築公司資助有關款項。
顏汶羽表示，歡迎部分鉛水影響屋

邨均於今個月安裝除鉛濾水器，他促
請當局在安裝濾水器後再為受影響屋
邨驗水，確保食水符合飲用標準，居
民方可信任政府。
他又要求當局放寛驗血資格，包括

入伙時未滿6歲、長者及長期病患
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一項調查發現， 即
使在政府及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大力宣傳讓座文化
下，近46%受訪市民卻認為有關文化變化不大；逾半
受訪者認為不讓座的原因是由於車上的「低頭族」只
顧使用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也有不少人認為香港人
缺乏公德心。
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在暑假期間舉辦「中學

生民意調查體驗工作坊」，約60名中學生參與在理大
導師指導下，設計「市民對香港讓座文化的看法」的
問卷，並在本月1日至10日期間透過電話成功訪問
400名市民，調查結果昨日公佈。
調查發現，有31.9％受訪者認為近年讓座文化有改

善，45.9％則認為變化不大。逾半受訪者認為不讓座
的原因是由於乘客普遍垂下頭使用智能手機或平板電
腦；34%認為香港人缺乏公德心；24%認為政府、港
鐵及巴士公司宣傳不足。

倡重點向「低頭族」宣讓座
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表示，其他地方

宣傳讓坐文化的做法，包括授權車長強制乘客讓座予
有需要的人士、在有需要的人士身上掛上識別牌等，
建議政府及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在日後推廣讓座文化
時，應考慮將「低頭族」作為重點宣傳對象，提醒他
們在乘車時多加注意自己周圍，並主動讓座予有需要
的人士，並鼓勵乘客在坐上「優先座」時，減少低頭
使用智能裝置，以免忽略有需要人士。

蘇錦樑：外資須遵守港法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警方近期打擊手機應
用程式Uber提供白牌車的行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蘇錦樑昨日強調，任何外資都要遵守香港法例，而
投資推廣署邀請Uber來港投資時，已向Uber解釋香
港相關行業情況。對於應否修例配合新發展，他指要
視乎情況，而商經局對修例配合美食車在港營運持開
放態度。
蘇錦樑昨日與傳媒茶敘時表示，香港歡迎投資者在

符合香港法例下運作業務，但強調任何投資者來港投
資，都要遵守香港法例。投資推廣署在引入外資時，
會向投資者提供香港各方面的資訊。在邀請Uber來港
投資時，已向Uber解釋香港相關行業情況。
被問到會否協助斡旋修改法例以配合新發展，他回

應說，所有投資都要配合香港法例，至於是否要在某
方面修例，則要因應香港情況。

上月通脹2.6% 與6月相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政府統計處昨日公
佈，上月份整體消費物價按年升2.5%，較6月份的
3.1%升幅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
後，上月份基本通脹率為2.6%，與6月份相同。政府
發言人指出，今年6月份的整體消費物價升幅較大，
是由於去年6月份政府提供的一次性電費補貼令比較
基數較低，而自同年7月份起已不再提供該補貼給住
戶所致。
在各類消費項目中，價格在上月份錄得按年升幅的類
別為外出用膳（4.4%）；住屋（4.3%）；食品（不包
括外出用膳）（4.3%）；電力、燃氣及水（1%）；雜
項服務（1%）；雜項物品（0.6%）名煙酒（0.4%）。
耐用物品及衣履的價格則分別錄得5.6%及2.9%的按年
跌幅。在交通方面，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較一年前同期下
跌0.5%，但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上升0.8%。
政府發言人表示，基本消費物價通脹在7月份維持
溫和。展望將來，鑑於環球通脹和緩、國際商品價格
偏軟，以及本地成本壓力溫和，通脹的上行風險在短
期內料仍會受控，當局會繼續密切留意通脹走勢，特
別是通脹對低收入人士的影響。

■■鍾劍華鍾劍華((中中))鼓勵鼓勵「「優先座優先座」」時時，，考慮將考慮將
「「低頭族低頭族」」作為重點宣傳對象作為重點宣傳對象。。 鮑旻珊鮑旻珊 攝攝

■■政府公佈政府公佈55條屋邨的食水條屋邨的食水
水辦檢驗報告水辦檢驗報告，，全數含鉛全數含鉛
量符合標準量符合標準。。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