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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相伴詠釿韻芝返港
9歲心宇有望下周出院 入境處醫局3人留泰支援

聖多馬小學洗手水含鉛超標3倍

泰警尋黑衣女 懸紅增至65萬

病人院外失救亡 北嶼醫院：溝通失誤一款十字奶含菌超標
一名男子本月初於北大嶼山醫

院外暈倒，竟要約20鐘才被送
院，最終不治。院方昨日公佈時
序報告，指保安經理當日收到通
知後1分鐘已趕到現場，並要求

控制中心通知急症室醫護人員到場，
惟雙方溝通出現偏差，當值護士誤以
為病人會由地下電梯大堂附近送上1樓
急症室，最終該名病人經過20分鐘才
送抵急症室。院方表示，高度關注事
件，已將個案交由死因庭跟進並安排
改善措施。

4時46分 保安一分鐘後趕至
報告指出，一名途人本月8日下午4

時46分到北大嶼山醫院一樓大堂，要
求保安人員協助一名於松仁路巴士站
附近不適的男士。保安人員隨即趕赴
現場，並以對講機通報保安控制中
心。一分鐘後，正在保安控制中心內

當值的保安經理接報後趕抵松仁路現
場協助，並以對講機要求保安控制中
心人員通知急症室醫護人員到場協
助。保安控制中心人員接着致電急症
室當值護士，惟雙方溝通出現偏差，
導致當值護士誤以為病人將會由地下
電梯大堂附近被送上一樓急症室，僅
通知其他醫護人員準備隨時接收病
人。
下午4時48分至4時51分期間，保

安控制中心人員應保安經理要求再次
致電急症室，但急症室電話未能接
通。該院支援部同事運送擔架床到現
場協助，保安經理及保安控制中心人
員亦曾要求一名駐守急症室的保安人
員向急症室醫護人員轉達求助的訊
息，但訊息未能有效傳遞。直至4時
52分，保安經理發覺病人情況轉差，
於是召喚救護車；3分鐘後，一輛救護
車途經現場，保安經理見狀立即截停

救護車，救護員立刻下車為病人進行
心肺復甦及體外心臟去顫。

4時56分 急症室才知需派人
然而，該院急症室人員於 4時 56

分始才得悉需要派出醫護人員到
場，當值護士便安排緊急救援隊帶
同急救儀器出動，原本被召喚的救
護車亦於兩分鐘後到場加入救援。
及至5時 06分，救護車始接載病人
抵達急症室，醫護人員隨即在搶救
室繼續急救病人，並在情況初步穩
定後將他送往瑪嘉烈醫院繼續接受
治療。
報告指出，該院備有《處理在非病

房範圍及醫院鄰近範圍有人昏倒的指
引》，是次事件顯示雖然職員希望盡
快提供協助，但在應付突發醫療求助
事故過程中卻有未盡完善之處，例如
保安控制中心人員與急症室當值護士

之間溝通出現偏差，以致急症室未能
第一時間派出緊急救援隊，及後保安
控制中心與駐急症室保安人員聯絡急
症室時亦一度出現困難。
北大嶼山醫院表示，已安排一系列

改善措施，包括加強部門員工處理病
人要求緊急醫療協助的培訓及演練；
設立保安控制中心與急症室通話的電
話專線；提高員工警覺與溝通技巧；
檢討現行保安人員通知急症室及召喚
救護車的指引等。該院又對事件中病
人離世深感難過，已聯絡病人家屬，
詳細交代時序報告的內容，並再次向
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醫管局表示，已收到時序報告，會

督促北大嶼山醫院盡快實施報告內各
項建議，並向事件中病人的家屬致以
深切慰問。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昨日亦表示，得悉醫管局已接納報告
的調查結論及所提出的建議。他希望
醫管局總部及各聯網醫院能從今次事
件中汲取經驗及教訓，避免日後再有
類似事件發生。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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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民主黨主
導組成的「食水苦主大聯盟」，昨日到民建
聯總部示威，聲稱由特區政府成立的獨立調
查委員會，「難以追究官員和承建商的責
任」，並要求民建聯支持立法會引用特權
法，調查鉛水事件。民建聯其後發表聲明，
強調民建聯在事件發生之初已公開表明要求
徹查事件原因，及根據調查結果追究相關人
等或政府部門的責任，又認為「大聯盟」在
調查委員會未公佈調查結果前，以及在沒有
提出任何理據下，對委員會的能力諸多懷疑
是無的放矢，對委員會極不公道。
民建聯在昨日的聲明中指出，在追究責任

的問題上，民建聯自鉛水事件發生之初已公
開表明要求徹查事件原因，並根據調查結果
追究相關人等或政府部門的責任。因此，民
建聯絕不認同「大聯盟」的「行動聲明」中
有關「我們期望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不要
再保護政府和承建商的利益」的指控。
就該「行動聲明」又指稱，「獨立調查委

員會亦難以追究官員和承建商的責任，實在
令人擔心委員會不能抽出實際負責人和提出
懲處。」民建聯認為，該獨立調查委員會，
由法官及前廉政專員組成，具備法定的調查
權力，能勝任調查工作。「大聯盟」在調查

委員會未公佈調查結果前，以及在沒有提出任何理據
下，已對委員會的能力諸多懷疑，實屬無的放矢，對
委員會極不公道。

不排除提引特權法調查追責
民建聯續指，目前有3個委員會或專責小組，包括
有關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就鉛水事件進行調查。「我
們相信有關組織的調查工作會比立法會調查更快、更
深入。不過，民建聯會密切關注上述組織的調查進展
及結果，如有需要，民建聯亦不排除提出引用《立法
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就鉛水事件進行調查，追究
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鉛水風波引
起學界也關注校內食水安全情況，位於深水埗
的聖公會聖多馬小學早前自行安排校內食水化
驗，結果發現在6個樣本中，有一個來自課
室、未經過濾的樣本化驗出每公升含鉛量達
43.2微克，超出世衛標準逾3倍。該校校長譚
先明昨指出，校方亦已抽驗跟超標水樣本屬同
一水箱的中央廚房食用水，要視乎結果再作應
對措施。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則表示，局方會與
該校保持緊密聯繫，採取適當跟進工作，並會
於日內更新食水健康資料予全港學校。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本月初自行安排校內食水化驗，抽
取教員室及校務處的茶水間、操場飲水機等6個位置的
水辦檢驗。其中未有安裝濾水器的1A課室樣本，驗出每
公升含鉛量高達43.2微克，較世衛標準的10微克高出逾
3倍；據悉學生通常用該處的水洗手，並不會飲用。其
餘5個有安裝濾水器的樣本，含鉛量均低於標準。

與廚房同水箱 未安排學生驗血
譚先明昨日於記者會上指，該校設有中央廚房，校方
並已檢驗當中的食用水，預計下星期有結果，但無論如
何，均會在廚房加裝過濾裝置。該校訓育主任何大根補
充指，因該中央廚房與超標水樣本屬於同一水箱，午膳
供應商去年9月起使用該處食水烹煮逾500名師生的午
膳，故在確保廚房食水安全前，午膳供應商已承諾會從
廠房運送午膳飯盒。譚先明又指，校方暫未決定會否安
排學生驗血，亦未向水喉承辦商跟進一步行動，但會與
教育局及校舍建築師保持密切聯繫。
該校昨已將事件的通告上載至校網，通知所有家長，
並會張貼告示提醒學生不可直接飲用未經過濾的食水，
又指家長可因應情況，安排學童自備適量的食水回校；
另會於月底和家教會商討情況，及於9月2日舉行家長

會。

教局擬為全港學校更新食水資料
吳克儉昨回應指，知悉該校已啟動一系列應變措施，

包括將加強教導學生不可飲用未經過濾食水、增設過濾
裝置與處理午膳安全等，局方會與該校保持緊密聯繫及
作適當跟進。他未有回應會否為全港中小學驗水及為全
港學生驗血，但強調政府早前成立的調查食水含鉛量超
標專責小組正跟進鉛水事件，而局方亦會於日內更新食
水健康資料，發送予全港學校。
被問及是次事件會否引起學校恐慌，吳克儉指，現時

只有一間學校通知當局洗手用水含鉛超標，校方稍後會
再作進一步化驗，若重驗後仍有食水含鉛超標的情況，
局方將尋求衛生防護中心等專業支援。
另外，理工大學上月底委託為該校Z座、賽馬會創新

樓、何文田學生宿舍、紅磡學生宿舍及大學樓檢測水
質，結果發現何文田宿舍熱水鍋爐的水質樣本含鉛量超
過世衛標準。校方指已將有關結果通知宿舍員生，並在
宿舍內所有茶水間提供蒸餾水。另校方已設立由暫任副
校長（校園發展及設施管理）高贊明領導的專責工作小
組，調查事件起因及跟進補救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 泰國警方繼續調查曼谷
爆炸案，並根據四面佛附近的閉路電視片
段，正尋找一名案發時身穿黑衣的女子，
促請對方盡快與當局聯絡。警方又將懸紅
金額由前日的 200 萬泰銖(約 43.4 萬港
元)，增加至300萬泰銖(約65萬港元)。
泰國官員及警方高層昨日在四面佛對面

的商場外舉行宗教悼念儀式，副總理翁素
萬到場對死難者致哀。為防範再遭襲擊，
警方昨早在儀式舉行前派警犬到場搜索，
確保沒有爆炸品。一名婆羅門祭司首先向
受損的四面佛灑聖水，其他官員其後陸續
致祭，佛教、基督教、印度教、錫克教及
伊斯蘭教的領袖及代表均有出席。

局長改口稱或有兩人涉案
目前尚未有組織承認是次爆炸案的責

任，警方發佈的消息亦相當混亂。當局早
前強調調查方面取得許多進展，認為爆炸
案涉及一個至少有10人的「龐大組織」，
甚至策劃了一個月，但當地警察局長昨日
改口稱可能只有兩人涉案，重申暫無證據
顯示與國際恐怖組織有關，「很明顯施擊

者是希望令外界對政府存疑、破壞民眾的
信心、令遊客卻步，不敢再到泰國」。
曾接載黃衣疑兇的的篤篤車司機表示，疑兇

看來不像泰國人，他未有與司機交談，只遞上
以英文書寫的地址，要求前往市內公園。
另外，泰國民族電視台(Nation TV)前日

派出攝製隊，到四面佛案發現場重演案
情，更派一名職員換上黃色T恤，扮成炸
彈狂徒，結果遭現場民眾及許多網民狠批
麻木不仁。民族電視台隨即道歉，主席阿
迪沙格表示考慮處分負責的職員。
前晚 6時，該台攝製隊到重開的四面
佛，重演炸彈狂徒犯案經過，現場民眾目
睹後，紛紛指罵他行為惡劣可怕，警方亦
要求扮成疑犯的男職員離開現場。民族電
視台主播當晚稍後在電視上宣讀道歉聲
明，電視台主席阿迪沙格承認有關拍攝計
劃「沒考慮公眾的感受，以及對死者不
敬」，指會考慮懲處涉事人員。總理巴育
昨日透露，泰國在緝捕爆炸案疑犯上，已
指示副手「在借用臉部辨識科技等設備上
與美國合作」，不過他堅持泰國有能力緝
兇，不必與美國調查人員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物安全中心昨日公佈，在橫
頭磡樂富廣場百佳超級市場抽取的一款十字牌純鮮奶，發現該樣
本每毫升的總含菌量為2.6億個，超出標準8,600多倍。中心指，
如有足夠證據會提出檢控，並呼籲市民停止飲用該款鮮奶，業界
如有售賣有關批次的產品，亦應停止出售。
食安中心昨日公佈，中心驗出含菌量超標的產品為236毫升
的十字牌純鮮奶，盒面上「此日期或之前食用」的日期為
2015年8月22日。中心透過恒常食物監察計劃，從橫頭磡樂
富廣場百佳超級市場抽取了該款牛奶的樣本進行檢測。結果顯
示，樣本每毫升的總含菌量為2.6億個。根據《奶業規例》，
經巴士德消毒進行熱處理後的奶類，每毫升不得含有多於3萬
個細菌。
中心已知會有關商戶有關的違規事項，並指令有關商戶從所
有分店將受影響批次的產品停售及下架。如有足夠證據，中心
會提出檢控。中心亦會通知業界有關事件並聯絡生產商。「總
含菌量超出法例標準，顯示產品的衛生情況欠理想，但並不表
示會引致食物中毒的情況。雖然如此，為審慎起見，已購買受
影響批次牛奶的消費者，應立即停止飲用該產品。業界如有售
賣，亦應停止出售。」中心會繼續留意事件，並採取適當跟進
行動。調查仍然繼續。

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正式開展工作。委員
會主席兼委員陳慶偉法官（右二）及委員黎年
（右一）昨日視察沙田濾水廠和相關設施，及沙
田南食水配水庫，加深了解濾水過程和水質的測
試及監控。調查委員會委員其後參觀位於何文田
的政府化驗所，了解檢驗食水和喉管樣本的過程
和技術。
調查委員會秘書處已設立網頁（www.

coi-drinkingwater.gov.hk），以便日後向公眾發
放有關研訊的資料及與有關人士聯絡。

■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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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港人死者陳詠釿及彭韻芝的遺體已於昨日傍晚由曼谷運
返港。其中19歲死者陳詠釿的父親陳少華透露，女兒被爆

炸碎片擊中背部，送院後死亡。他指出，女兒出事當日曾告訴他
會到四面佛參拜，之後再與他聯絡，卻沒想到該短訊成為最後一
則通訊。陳少華接受《曼谷郵報》訪問時表示，曾多次到泰國旅
遊，認為泰國很安全，所以才讓女兒與朋友到曼谷旅遊。
陳少華任職新世界集團發展資產管理總經理，他於事發翌日
(本月18日)凌晨接到本港入境處通知女兒於曼谷發生意外，兩夫
婦立即乘最早航機趕到當地，並到殮房認屍。他認為泰國醫護
人員及官員已盡力協助女兒。

不用再做手術 心宇心情靚
另外，在曼谷協助港人死者家屬及傷者的醫管局東區醫院顧
問醫生梁啟城，昨早在當地醫院探望接受了3次手術的9歲女童
朱心宇。他表示，心宇的傷口癒合情況理想，已恢復感覺，對
她的情況審慎樂觀，返港後會再檢查，長遠要進行物理及心理
治療。朱心宇的父親朱景芬表示，心宇已退燒，院方建議今天
轉到普通病房，有望下周三出院。他指出，女兒希望盡快轉到
普通病房，有家人陪伴在旁，又指女兒知道不用再做手術，心
情較之前好。

朱日安送東院 盼回港見街坊
另外兩名傷者、朱日安夫婦亦於昨晚抵港，並由機場直接送

往東區醫院接受治療。朱日安表示，對不再受苦表示開心。他
又稱，並非不信任泰國的醫生，只是認為返港治療，溝通比較
容易，加上很多街坊都掛念他們，因此想盡快返港。
陪同二人返港的梁啟城表示，感謝入境處、消防處及機管局
的安排，讓病人從曼谷送返港並送到東區醫院的安排很順利。
他指出，病人會先接受初步評估，然後再送到骨科及內科病
房，他們情況暫時穩定，會盡快作出適合的治療，並會因應情
況安排他們何時接受手術。他又說：「病人也比較累，每一位
的情緒都不太穩定，我希望回港後各位能讓他們有多點空間，
盡快回復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在泰國曼

谷爆炸事故中兩名遇

難港人（陳詠釿和彭韻芝）的遺體，昨日傍晚已送

返本港，家屬亦已一同返港。6名受傷港人中，除

9歲女童朱心宇暫時仍未適合返港外，截至昨晚3

人已返港，另外兩人則不需入境處協助，稍後自行

返港。入境處署理高級入境事務主任湯詠兒昨日返

港後表示，入境處及醫管局分別派出7人及3人到

當地協助，現時仍有兩名入境處人員及一名醫管局

人員留在當地。她表示，留在當地的港人應留意人

身安全，有需要可致電入境處熱線求助。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聖公會聖多馬小學。。 小學概覽圖片小學概覽圖片

委員視察輸水設施

■靈車運載昨日送返港的陳詠釿和彭韻芝遺體。

■家屬陪同陳詠釿和彭韻芝遺體返港。

■朱日安送東院。 鄺褔強攝■朱日安太太亦於昨晚抵港。 鄺褔強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