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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肝男疑導管染菌入血
非開腹後縫合位所致 不認為威院有疏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食
物安全中心昨日公佈，九龍塘又
一城食肆「八月花」抽取的一個
豉油雞樣本，被檢出含過量凝固
酶陽性葡萄球菌，中心會繼續跟
進事件，如有足夠證據，會提出
檢控。另外，中心昨日又接獲台
灣通報指當地「驛統企業有限公
司」，三批懷疑含非食品添加物
級二氧化氯的冷凍刀削麵曾出口
到香港，呼籲市民不要食用。
中心發言人表示，九龍塘又一

城食肆「八月花」抽取的一個豉
油雞樣本每克含36萬個凝固酶陽
性葡萄球菌。根據法例，食品如
每克含有超過一萬個凝固酶陽性
葡萄球菌即屬不滿意，可產生引
致食物中毒的腸毒素，常見的症
狀包括噁心、嘔吐及腹痛，或有
腹瀉。中心已知會有關食肆負責
人有關檢測結果，並已指令停止
出售豉油雞及檢討有關食品的處
理程序。

台三批刀削麵含二氧化氯
另外，台灣當局通報三批懷疑

含非食品添加物級二氧化氯的冷
凍刀削麵，製造商都是「驛統企
業有限公司」，其中產品「冷凍
刀削麵」及「冷凍五穀刀削麵 」
的有效日期都是今年12月9日，
每 包 重 600 克 ， 產 品 批 號
09.12.2015， 至 於 產 品 批 號
22.06.2016的「冷凍刀削麵」亦同
樣懷疑有問題，有效日期都是明
年6月22日，每包重200克。

中心呼籲市民不要食用有關批次的產品，
亦已聯絡涉事進口商，並指令將有問題食品
停售，亦會封存所有餘貨，並追查有關產品
的分銷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鉛水風波
繼續擴散，位於黃大仙、校齡30年的浸信會
天虹小學早前將7個樣本交往政府認可的化
驗公司進行飲用水化驗，結果其中3個樣本
的含鉛超出世衛標準，最高超標1.4倍。
驗出超標的3個水樣本，來自該校教員室
兩部裝有濾水器之飲水機經過濾的水樣本，
含鉛量分別達每公升15微克及24微克，高
於世界衛生組織建議飲用水質的標準0.5及
1.4倍；另一個位於小食部清潔用熱水機，則
為每公升18微克，含鉛量超標0.8倍。世衛
標準是每公升含鉛量低於10微克。
校長朱子穎在學校網頁的家長通信中表

示，雖然是次化驗結果顯示，學生飲用水均
達標，但校方對事件極為重視，將停用上述
3個含鉛超標的飲水機，同時會更換教員室
濾水器濾芯及繼續做含鉛化驗。
此外，校方亦已與學校午膳供應商達成協

議，只使用達標的水源，為學生進行校內煮
食；學校將向全體學生講述校方的措施，提
醒學生切勿飲用未經妥善處理之食水，鼓勵
他們自備飲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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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早前威爾斯親王

醫院一名中風死者捐出多個器官，豈料發現死

者患有腎癌，瑪麗醫院遂即「煞停」一宗已經

開腹、準備換肝的手術，原接受換肝的46歲病

人李先生其後出現細菌入血，目前情況危殆。

香港大學外科學系主任盧寵茂解釋，末期肝病

患者的心肺功能較差，即使輕微流血，亦可導

致情況轉差。他又估計源頭是由導管感染，而

非開腹後縫合位所致。

多名醫管局醫生昨日召開記者會交代事件。盧寵茂表
示，李先生近日情況明顯惡化，院方為其血液種

菌，發現血液出現感染，相信因受到導管的細菌感染，並
非因手術直接導致。他表示，任何導管都有感染風險，惟
末期肝病患者身體狀況一般較差，尤以肝臟特別容易受影
響，強調今次手術並無任何疏忽問題。

未到不可逆 停植「癌」肝正確
盧寵茂稱，捐贈者有癌症或傳染病是器官捐贈的禁忌，
認為停止移植的決定正確。他說，今次接受肝臟移植病人
的手術，未到「不可逆轉階段」，雖然病人已經開腹，但
未切斷肝臟與身體相連的血管，因此可以叫停。他又形容
事件屬不幸，指日後再發生相同情況，亦會即場放棄移植
有癌症的器官。
盧又不認為威爾斯親王醫院在事件中有疏忽，指對方已
跟足程序為器官進行多項檢查，但由於腫瘤的位置問題，
超聲波未能及時驗出。對於日後是否需要更詳細檢查捐贈
者的器官，盧寵茂解釋，檢查並非百分之百準確，若檢驗
到是假陽性，可能會影響器官捐贈。

病人命危 排頭位等肝救命

香港曾進行不同血型的器官移植手術先例，盧寵茂指院
方曾考慮為李先生進行此手術，惟正常情況手術須準備3
星期，認為不適用於今次急性情況，病人現只可接受傳統
活肝或屍肝移植，院方已將他列為器官捐贈中O型病患者
的首位。
瑪麗醫院肝臟移植組副顧問醫生戴永釗表示，威院在當

日（25日）下午2時完成摘除死者肝臟後，將死者交由泌
尿科醫生檢查，結果發現死者腎臟有1.5厘米腫瘤後，隨
即告知瑪麗醫院。負責是次肝臟移植手術的港大肝膽胰外
科及肝移植助理教授陳智仁即時暫停手術；到當日下午3
時半，醫院化驗結果確定腫瘤為癌後，因當時仍未切去已
開腹病人的肝臟大血管，可維持其肝功能，加上擔心捐贈
者的癌細胞有機會傳至病人身上，故決定終止手術，為病
人止血及縫合傷口。
有參與手術的瑪麗醫院肝臟移植組顧問醫生陳詩正稱，

需要換肝的李先生目前情況危殆，其家人及醫療團隊均希
望可替病人進行移植。由於本港器官捐贈數量少，陳冀這
事件不會拖垮本港器官捐贈數量。

太太無意究責 只盼尋肝救夫
患有肝衰竭的病人李先生現情況危殆，其妻子指昨晨獲

醫生通知，指丈夫陷入肝昏迷狀態，未來兩日是關鍵時
刻，如果成功換肝可有七成機會康復，現要與時間競賽。
李太哭訴，自上周得悉丈夫未能換肝後，她的情緒陷入崩
潰，對方術後曾一度清醒，亦以身體語言表達失望。她
說，家人現時無考慮追究醫院的責任，期望有O型血的人
願意捐肝。
病人權益協會幹事彭鴻昌表示，今次是罕見的不幸事

件，相信醫護人員已盡力救治病人，但他促請醫院檢視現
有程序，盡量減低類似事件發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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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換肝落空，李太含淚呼
籲有心人捐肝讓他續命。

◀盧寵茂（右二）表示，病人
近日病情明顯惡化，估計源頭
是由導管感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
聯合國早前公佈快樂世界2015報
告，香港在158個國家及地區中，
排行第七十八位，港人的愁緒帶
到工作上。有團體於香港、新加
坡、印尼及泰國，進行一項《工
作快樂程度》調查，結果發現香
港有逾六成打工仔不快樂。上述
地區中只有新加坡的僱員對現時
工作快樂程度較滿意，有51%人
感到快樂。令近半數的香港僱員
不快樂的罪魁禍首，是不滿意工
作待遇。

逾六成人擬一兩年內轉工
求職公司集團JobsDB於今年5月

至6月間，針對包括香港在內的亞
洲4個地區，進行工作快樂程度調
查。在香港成功訪問了2,398名僱
員，發現造成打工仔愁眉不展的首
三位因素依次為，「不滿意薪酬、
福利及獎金」、「不滿意工作環
境、公司文化和聲譽」及「與同事
或老闆關係惡化」。
有逾八成受訪者表示，轉工是明
智的決定。
調查又發現，有逾六成人計劃

於今年或未來一兩年轉工。「不
滿意薪酬、福利及獎金」、「收
到更好的工作機會」及「不滿意
現職公司的發展前景及培訓計
劃」成為三大轉工原因。4個地區

中，只有新加坡的僱員不把薪酬
及福利列入轉工的三大考慮因
素。JobsDB總經理饒志文表示，
「不能因此而推斷新加坡的薪酬
與福利較其他地區好。」
另外，良好的人際關係亦可以令

一眾僱員開心工作的因素。有超過
六成受訪者認為，與上司及同事保
持關係良好會令自己感到快樂。饒
志文提醒，求職者在申請工作時應
主動搜集公司資訊，以評估該公司
是否符合其性格，入職後也要盡力
投入公司的環境和文化。

三成多人對求職厭煩
雖然超過一半人打算短期內轉

工，但饒志文說，相對於其他地
區，港人轉工的比例是4個地區中
最低；約四成受訪者表示，擔心失
去工作上的安全感或年資；逾三成
人則對求職流程感到厭煩，此因素
為香港獨有。
饒志文建議，僱主應適時給答覆

求職者，「不要常常叫求職者回家
等消息，一等便等兩個星期，適時
答覆求職者也可提升公司形象。」
他又建議求職者不要擔心求職過程
繁複而放棄搵工，不少僱主會主動
於求職網站尋找合適的人，「求職
者可以定期更新自己的網上履歷，
現在失業率低，僱主請人不容易，
有時候更會主動出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標準工時委員會
資方代表劉展灝昨日在電台節目表示，工時長問
題的根源是本港勞動力明顯不足，訂立超時補水
制度亦解決不到員工健康問題，又認為本港僱員
超時工作問題不太嚴重，不適宜設立會影響到整
個營商環境的標準工時。
標準工時委員會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的報告推

算，全港有72.8萬名打工仔工時偏長，僱員每周
工時中位數逾50小時，超時5小時，當中逾70%
無償加班；劉展灝認為，數據反映本港超時工作
問題不太嚴重，加上訂立標準工時會影響整個營

商環境，故認為不適宜設立全港性的標準工時。
但他認為過往的僱傭合約不清晰，故需要立法規
定僱傭合約，必須訂明工作時數及超時工作安
排，以保障僱員權益。
對於有部分工會不滿工時太長，擔心影響員工

健康，劉展灝認為即使訂立超時補水制度，亦解
決不到工會擔心的問題。他指出，工時長問題的
根源是本港勞動力明顯不足，有些厭惡性行業更
沒有人願意去做，他認為長遠應該認真探討是否
要輸入外勞，「有些工種的確是香港人不願意去
做，那是否應該讓外勞去做呢？」

標時委會資方：工時長因缺勞力

六成僱員不快樂 不滿待遇是禍首

■■饒志文饒志文（（左左））表示表示，，香港僱員對求香港僱員對求
職流程感到煩厭職流程感到煩厭。。 何寶儀何寶儀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長者社區服務券試驗計劃推行至
今兩年，有團體批評社會福利署對患者支援不足，聯同照顧者到
灣仔社署的辦公室外請願，促請當局增加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名
額。團體向署方代表遞交請願信後，與署方開會。工聯會立法會
議員鄧家彪引述署方消息指，預料10月立法會復會後，將提交撥
款申請，開展第二階段計劃，增加服務券名額。
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計劃第一階段於2013年9月展開，僅有29
間非牟利機構及兩間社企參與計劃。2,185名參與長者中，有近一
千名退出計劃，當中有288名長者因計劃找不到合適的服務提供

者而退出。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批評，現時照顧服務券提供的服務
未能配合長者需要，例如，部分長者需一星期5天的日間照顧服
務，但由於每人每月只獲逾6,000元的津貼，一般只夠支付3天的
開支。
鄧家彪特別提及，認知障礙症患者面對服務供不應求的情況，
「全港只有7間日間中心專門為認知障礙症患者服務，僅提供約
200個名額，有些病患需要跨區，有些地區甚不在服務範圍內。」
他稱，雖然政府沒公佈患者數目，但有研究指，現時有逾四成接
受日間護理中心服務的長者患上認知障礙症，人數眾多，照顧服
務僧多粥少。

家屬不滿申請手續繁複
居於屯門區的梁女士要照顧患有認知障礙症十多年的丈夫，她

批評，在向當局申請照顧服務券前，需終止原先的家居服務，出
現長達3個月的空窗期，「申請前要停止服務，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能批出。」她認為，當局應給予家屬及患者過渡期，讓患者獲
配社區照顧服務券後才終止原有服務。面對繁複的申請手續，她
決定放棄參與有關計劃。
鄧家彪與社署助理署長彭潔玲會面後，引述署方消息指，當局
正等待港大秀圃老年研究中心就第一階段試驗計劃的評估研究，
料於下月立法會復會後，提出展開第二階段計劃。他又說，署方
正邀請更多非政府組織加入計劃，使更多地區的長者能受惠。
社署回應指，第一階段的1,200張服務券在2014年4月已經
全數發出。社署會因應第一階段試驗計劃的經驗，聽取接受服
務的長者的意見，並參考研究結果，制訂第二階段試驗計劃的
實施詳情。

麥美娟促房協煞停偉景車位改浮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近30名青衣
偉景花園業主聯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
昨日到房屋協會辦事處外請願，要求當局立
即煞停更改固定車位為浮動車位的安排；有
業主質疑當局安排有違合約精神。麥美娟促
請房協聽取民意，否則不排除有進一步激烈
行動。

業主請願 批違合約精神
昨日，約30名偉業花園業主聯同麥美娟到
房協辦事處抗議及遞交請願信，要求房協正
視居民需要，煞停更改車位為浮動車位的安

排。車主謝先生稱，
大部分居民已表明反
對安排，但房協依然
故我推行計劃。他不
滿房協在諮詢不足
下，仍強行推行浮動
車位的做法感到氣
憤，「根據早年簽訂
的租約，已規定車位
為永久性，現時房協
所作的安排，明顯有
違合約精神。」他又
慨嘆「只要房協向錢
看，我們（居民）就
沒好過。」

業主委員會主席梁忠發直言，該安排事先
從沒諮詢居民，「零尊重」居民意見，更擔
憂若推行該計劃，外來人士及車輛經常進出
屋苑，或帶來盜竊等治安問題。
麥美娟認為，房協忽視當區居民的利益及

需要，批評當局「領展化，事事向錢看」，
不但沒理會外判管理公司無理加租的情況，
更在屋苑車位本身已供不應求，居民需輪候
月租泊位下，剝削居民的優先使用權利，推
行浮動車位安排，所以要求當局立刻叫停安
排，否則不排除日後聯同居民發動進一步激
烈行動。

■■麥美娟麥美娟（（左三左三））與一批偉景花園業主到房協請與一批偉景花園業主到房協請
願願，，要求煞停把固定車位改為浮動車位要求煞停把固定車位改為浮動車位。。 趙虹趙虹 攝攝

■鄧家彪（左三）批評，當局對認知障礙症患者的支援不足，僅
有7間日間中心專門為他們提供服務。 何寶儀 攝

鄧家彪促增長者服務券名額鄧家彪促增長者服務券名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