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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 繼早前香港基督教
服務處觀塘幼兒學校的一個熱水煲驗出含鉛量超標10
倍後，教育局昨日公佈新一批38間幼稚園驗水結果，
其中位於西營盤的仁濟醫院郭子樑幼稚園一個恆溫熱
水器水辦，亦驗出每公升13微克含鉛量，超標0.3
倍。該校其餘兩個水辦均符合標準。校方指該熱水器
供全校學生飲用，已即時停用。教育局將安排全校
122名學生於本周六抽血檢驗，並會再抽驗校內食水
檢驗。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表示，新一批38間幼稚園的食水

化驗工作已經完成，化驗結果顯示76個食水樣本當
中，郭子樑幼稚園的恆溫熱水器食水樣本驗出有每公
升13微克含鉛量，超標0.3倍。其餘75個食水樣本均
符合世衛標準。截至昨日，當局已抽驗了94間幼稚
園，共計兩間學校出現鉛超標情況。

教局將安排122學生驗血
水務署上周四在郭子樑幼稚園抽取了3個食水樣本，

除熱水器，其餘兩個取自廚房內部供水系統的樣本均
符合標準。該校校長黃玉英昨日表示，該熱水器於

2007年購入，一直供教職員及學童飲用，校方已即時
停用，現階段會改為提供樽裝水予學生飲用，亦已向
家長發通告解釋事件。
她又表示，衛生署將為全校122名學生於本周六下午

驗血，政府亦會再抽驗校內食水。
該校有家長指出，現時有不少食水含鉛量超標，故

並不擔心。有家長則直言，擔心孩子長期飲用含鉛食
水或影響腦部發展，期望校方盡快安裝濾水器或提供
樽裝水等。
針對驗血安排，教育局指因醫院管理局的驗血容量

有限制，故當局將集中為正於受影響幼稚園就讀的學
生及在該校工作的懷孕或授乳婦女抽血及安排檢測血
鉛水平。局方會與有關學校緊密聯絡，就抽血安排提
供適切支援；當醫管局發出驗血結果後，衛生署會透
過幼稚園發信通知有關人士及家長的結果。
發言人補充指，若發現有人血鉛超出參考值，衛生

署會作適當跟進，包括為他們進行鉛暴露評估，安排
學生進行初步發展評估；超標的教職員，即懷孕或授
乳的婦女則交由醫管局跟進。另有關人士需於指定時
段內覆檢全血鉛。

又有幼園熱水器水辦含鉛超標

工聯批港鐵索償「一言堂」
婆婆跌穿頭等一年得一句「不接納」促公開第三保細則

社署：機構同意撥款平均分配

香港的商場及港鐵的扶手電梯近期發生了多宗「炒
電梯」事件，令人關注電梯安全。現年44歲的

湯女士今年7月底於港鐵太古站往月台期間，因扶手
電梯突然急剎而跌坐在電梯中間，頭部及手腳受傷。

傷者批港鐵非以乘客安全為先
然而，意外發生後至少 5分鐘才有職員到場，
「職員來到一連問了我幾個問題，但我還在流血，
感覺他們並非以乘客的安全為先，而是以責任為
先。」
湯女士表示，不少途人路過時不慎觸碰到傷口，以
致「傷上加傷」。從事旅遊業的湯女士昨日展示其腳

部受傷的圖片時指出，受傷位置事隔10多天仍未消
腫，因其工作需要站立，至今仍未能復工，「醫生說
我的骨膜受傷，現在還不能上班，走路還會痛。」
現年71歲的何女士2013年8月底於太古站乘扶手電
梯時，前方一位長者不慎踏空，結果殃及池魚，害她
滾下樓梯頭破血流，「血在兩個洞湧出來，背部全是
瘀血。」康復的數個月內，她寢食難安暴瘦逾20公
斤，兒子更要辭去工作專心照顧她。該次受傷亦令她
腰骨移位，不能長時間站立，「如今在街上站一小時
已經不行了。」
何女士苦等一年，終接獲港鐵書面回覆，指涉事電
扶一切正常，港鐵已履行職責，毋須負上任何法律責

任及賠償。何女士不滿，認為港鐵在事件中有疏忽之
嫌。

郭偉強：平均年僅14宗成功索償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港鐵的索償機制不

清晰、索償成功率偏低，「過去3年，平均每年僅14
宗個案能成功索償，受害者往往靠填寫索償表格，被
動地等港鐵回覆。」他指出，所有證據及記錄全部掌
握於港鐵手上，賠償的準則亦不公開，建議港鐵公開
賠償指引及交代第三者保險的範圍細則。
他又表示，港鐵應全面檢討近日頻頻發生的故障事

件，「即使交給承辦商，港鐵也有責任再檢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何寶

儀） 港鐵4日內發生兩宗「炒電

梯」意外，慶幸沒禍及乘客，但

港鐵轄下逾千條扶手電梯卻故障

頻生，今年首7個月便有380宗

涉及港鐵扶手電梯的意外。有曾

受故障牽連滾下電梯的長者，苦

等港鐵調查一年仍沒有詳細交代

事件，只獲告知「不能接納你提

出的索償要求」。工聯會炮轟港

鐵的索償機制不透明、索償成功

率低，全因港鐵的「一言堂」決

定，要求港鐵向公眾公開第三者

保險範圍細則。

工聯宣傳爭標時中環派單張

亞視擬投30億重拍經典劇

客拒收仍致電促銷 專業體檢遭票控

爬棚抗議拖糧
工聯助3女工斡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 政府統計處
昨日公佈本港最新就業及職位空缺數字，今
年6月私營機構合共提供78,380個職位空
缺，按年減少1,340個，跌幅為2%；餐飲服
務業提供逾1.3萬個職位空缺成為行業之
首。同期本港總就業人數上升1.3%至279.05
萬人。與3月份比較，今年6月經季節性調整
後的就業人數及職位空缺分別下跌少於
0.05%及上升1.4%。
統計處數字顯示，今年6月調查涵蓋行業
的私營機構合共僱用279.05萬人，當中以進
出口貿易業的就業人數最多(48.44萬人)，其
次為專業及商用服務業（清潔及同類服務業
除外）佔28.19萬人；零售業及餐飲服務業
分別有26.99萬人及24.31萬人。
與去年同期比較，大部分選定行業的就業

人數均有所增加，當中以建築地盤工人
(16.4%)升幅最高，其次為人類保健服務業
(4.5% )；教育(3.5% )；清潔及同類服務業
(2.8%)等。製造業的就業人數則減少2.6%；
批發業及進出口貿易業亦分別減少1.9%及
1.5%。統計處表示，逾半數選定行業的職位
空缺數目較去年同期均有所減少，當中以建
築地盤工人跌幅最大(39%)，其次為製造業
(24%)；升幅最高的則為地產業(升11%)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文森）青衣美景花
園爆發工潮，45名工
人由今年5月至今遭
合共拖欠271萬元工
資，昨日罷工抗議，
更有3名女工爬到15
樓竹棚以示不滿。經
工聯會香港建造業總
工會介入斡旋下，該3
名合共遭拖欠31萬元
的女工收到5萬元支
票後返回大樓，餘下
薪金將於下月6日支
付。
負責工程的顧問公

司及大判今午開會商
討解決辦法。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昨日表示，
如會議無結果，會加入總工會、勞工處及工人代表一
齊談判，屆時若各方拒絕召開會議，工人或會再發起
更激烈的工業行動，工人同意有關建議，工潮暫時解
決。周聯僑呼籲僱主及承建商負起依時出糧的責任，
勞工處亦要多巡查，必須嚴懲惡意欠薪的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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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敏婷) 近日接連爆出多宗家
庭倫常慘劇，令人關注社區支援資源是否足夠。行政
長官梁振英於今年的施政報告宣佈撥款820萬元予全
港逾60多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張
國柱認為若將撥款平均分配，每間中心僅分得12萬
元，不足以招聘半名員工。有前線社工擔心人手未有
增加，工作量大增。社署回應指平均分配的安排是與
有關服務單位共同討論的決定。
勞工及福利局4月提交立法會財委會的文件指出，

當局會向全港65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及兩間位於東涌
的綜合服務中心合共撥款820萬元。張國柱表示，該
筆款項相當於可聘用15人，但若平均分配予每間中
心，則只能各自聘用0.23名社工，「連兼職都請不
到！」

社工憂「人手無增工作量增」
數名於非政府機構轄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工作的前

線社工表示，機構已表明該筆撥款會作行政之用，不
會增聘人手，擔心社署增撥資源的同時會提升對每間
中心服務指標要求，「到時人手沒有增多，工作量卻
增加，最終只會影響服務質素。」
據社署提供的2013年至2014年度數據顯示，社署

轄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平均處理596宗個案，由非政
府機構營運的則處理612宗。該數名前線社工指社署
只以每年的新個案總數統計指標要求，嚴重低估實際
工作量，「數之不盡的個案不只跟一年，例如兒童成
長期間要一直跟進；一個家庭同時存在多項問題亦只
作一宗個案計算。」
他們認為當局應以該820萬元撥款成立一條專責隊
伍，處理現時大量個案。張國柱坦言成立專責隊伍另
加配套合共要逾千萬元，覓地設置中心亦不易，但認
為惟「想做好就不應『縮數』」。
社署回應表示，今年6月曾與相關非政府機構及社

聯商討額外資源的分配安排，出席者均同意平均分
配；房屋署亦已停止將可由其直接處理的房屋援助個
案轉介予福利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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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瑞士銀行早前發表的
《價格與收入》報告指出，香港打工仔全年工作時數位
列71個城市之首，普遍面對工時長的困擾，商討多時
的標準工時立法卻只聞樓梯響，勞資雙方仍未達成共
識。
工聯會昨日於中環向市民派發宣傳爭取標準工時的
單張，希望喚起更多打工仔對立法制訂標準工時的注
意。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昨日下午於中環環球大廈外向市民
派發傳單，講述標準工時立法的議題。權委主任唐賡批
評僱主經常將打工仔權益妖魔化，企圖製造煙幕，以增
加成本及經營困難為由剝削打工仔權益。不少市民主動
上前索取單張，認同應盡快立法制訂標準工時。權委促
請當局盡快立法訂立標準工時，並將以每天8小時及每
周44小時為基礎，超時工作應以不少於1.5倍的工資或
假期作補償。

■工聯會昨於
中環派發單張
宣傳標準工
時，不少市民
主動前來索
取。 文森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張雲正昨日
到訪社會福利署，親身了解該署的工作，並與該署人員會面。
他在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周達明陪同下，首先與社署署長
葉文娟及部門首長級人員會面，並欣悉該署一直秉持「以人為
本」的信念，致力為市民提供所需的福利服務。隨後，張雲正
與部門協商委員會及工會的代表會面，就員工關注的事宜交流
意見並了解更多有關前線工作人員面對的挑戰。
張雲正其後到訪柴灣社會保障辦事處了解該辦事處的運作。
他聽取辦事處人員講解辦事處如何在地區透過綜援計劃、公共
福利金計劃及緊急救濟服務，以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應
付基本及特別需要。
最後，張雲正前往西柴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該中心與柴灣
社會保障辦事處及一所母嬰健康院處於同一幢大廈內，以便為
市民提供一站式服務和及早識別有需要的人士。
張雲正得悉中心以「兒童為重、家庭為本、社區為基礎」的
方針，提供一系列預防、支援及補救性的家庭服務。張雲正亦
與中心同事交談，了解他們在推行綜合家庭服務的經驗，又讚
賞他們的努力及勉勵他們繼續為公眾提供優質、高效及專業的
服務以照顧不同人士的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亞視執行董
事葉家寶昨日透露，向通訊事務局重新申
請免費電視牌照，而新老闆亦會投放30億
元重拍亞視經典劇集並製作電視及電影。
他又表示，亞視亦已就股權轉讓一事去信
通訊事務局申請，期望一切進展順利。

葉家寶信續獲公司重用
對於盛傳他會調職，葉家寶稱未收到通

知，相信新老闆會繼續重用自己。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出席

一個場合時表示，相信通訊局會根據《本
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指南》、既
定程序及法例處理亞視的免費電視牌照申
請，需時多久則一概而論。他強調，通訊
局處理每宗申請時，會諮詢公眾意見，再
根據《廣播條例》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提交建議，讓其作出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繼香港寬頻
後，再有公司遭票控違反《個人資料（私
隱）條例》有關直接促銷的條款。香港專
業體檢集團被指在前客戶要求拒絕促銷電
話後仍致電對方，辯方則指早已將有關資
料納入黑名單及指示電訊公司攔截號碼，
不會再打出，惟系統在升級及維修期間失
效，強調漏洞非公司可控制。
案件排期至11月3日開審，控方將傳召
兩名證人，辯方則透露或傳召內地電話服
務中心負責人作供。
香港專業體檢集團有限公司遭票控「資

料當事人可要求資料使用者停止將個人資
料用於直接促銷」的控罪，控方透露公司
的前客戶早已透過口頭及電郵方式要求不
要再聯絡，但公司仍於去年7月28日致電
促銷。

稱系統升級致攔截失效
案件昨日於屯門裁判法院預審時，辯方
透露公司早已將有關人士的姓名、電話等
資料納入不會再致電的黑名單，又指示電
訊公司攔截名單上的號碼，惟系統在涉案
時段需要升級及維修，令攔截功能失效，
形容「可以做的已經做了」，是次漏網之
魚非公司可控制範圍之內。
新修訂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自
2013年生效後，目前有5宗檢控個案，一經
定罪最高罰則為監禁3年及罰款50萬元。月
初香港寬頻同被票控違反直接促銷的條款，
被裁定罪成罰款3萬元，成為首宗定罪個
案。另外，據私隱專員公署2014年至2015
年報指出，去年共有286宗有關直接促銷的
投訴。

■張雲正
（右）與
社會福利
署署長葉
文 娟 會
面，親身
了解社會
福利署的
工作。

■周聯僑指，如會議無結
果，會加入總工會、勞工處
及工人代表一齊談判。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