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制確保港童疫苗夠用
高永文：有餘額才服務非本地兒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內地「黑心疫苗」引起內地家

長恐慌，有內地家長在社交網

站建議帶兒童來港注射疫苗。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表

示，過去一兩年非本地兒童在

本港母嬰健康院注射疫苗的人

數非常少，衛生署亦有機制確

保本地兒童有足夠疫苗注射，

確保服務不會影響到本港兒

童。衛生署則表示，有需要時

會考慮暫停非本地兒童接種疫

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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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志剛）
醫院進行手術時，需以沖洗液不斷
消毒、清洗傷口。基督教聯合醫院
引入全港首套新一代自動化污水處
理系統，有助提高手術效率，減低
醫護人員受感染風險。
基督教聯合醫院手術室資深護師梁
德輝日前表示，醫院進行手術時，需
不斷輸入沖洗液消毒和清洗傷口，再
用電力抽吸裝置抽走產生的污水，但
這類傳統裝置容量有限，一般只可收
集4公升污水，涉及大量沖洗液的手
術，例如關節、骨科或涉及腹腔和腸
道手術，動輒產生5公升至15公升的
污水，往往要中途暫停手術，人手更
換容器，影響手術流暢性；醫護人員
倒走污水期間，亦有機會打翻或面臨
感染風險。

聯院去年4月引入新系統
梁德輝說，聯合醫院去年4月引
入新系統，包括兩部消毒機和排水
機。每部消毒機可收集24公升污
水，醫護人員只需將消毒機與排水
機接合，便可自動將污水排走，同
時將容器清洗妥當，過程只需6分
鐘。新系統又配備電動升降鹽水
架，方便調節水壓，更設有煙霧過
濾系統，抽走使用手術電烙器產生
的氣體。

梁德輝表示，醫院使用新系統
後，手術期間毋須人手更換容器，
提高手術流暢性，有助節省時間提
升效率，同時避免醫護人員打翻或
受感染，去年4月至今，共有155個
手術使用新系統，預計明年可處理

155個至200個手術。他補充，須大
量清洗的手術當中，以腹腔手術為
例，最多產生15公升污水，新系統
容量絕對足夠。至於新系統成本，
聯合醫院只稱涉款達六位數，但不
便透露價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馮健文） 雖然香港特區
政府預計於下個立法年度
才能完成固體廢物徵費法
例的草擬工作，不過為讓
工商業界及機構為未來收
費作好準備，以及實踐惜
物減廢，環境保護署早前
推出為期18個月的《惜
物．有「計」》約章計
劃，有近 120 個機構參
與。根據早前公佈的計劃
第一季廢物棄置量顯示，
大學及大專院校一組的廢
物棄置情況較嚴重，每間
每日平均棄置量高達6.64
公噸。
根據 2014 年 數 據顯

示，工商廢物自2005年起大幅增加30%；工商廢物
佔整體固體廢物的比例，亦由2005年的27%，增至
2014年的34%；而根據一些本地大學及大型機構所
作的初步評估，日後每年的垃圾收費支出，可達數十
萬甚至數千萬不等，因此減廢既能保護環境，也可節
省開支。
環境局局長政治助理區詠芷指出，政府推出惜物

．有「計」約章計劃，就是希望參與機構能透過量度
及計算自身所產生的廢物棄置量，因應實際情況對症
下藥，從源頭減廢，機構亦可為未來實施的廢物按量
收費，及早作好準備。
她透露，現時有119個本地商場、酒店、大學及大

專院校、政府部門及其他相關機構包括醫院等，簽署
約章，他們會按重量或容量兩種方式，提交廢物棄置
量。
據去年10月至 12月第一季統計顯示，商場方

面，每間平均每日的棄置廢物量為6.13公噸，平均
每平方米產生0.22公斤垃圾。酒店方面，平均每間
每日棄置量為2.05公噸，平均每間客房棄置3.79公
斤垃圾。
至於政府部門及有關機構，每間每日平均棄置1.95

公噸垃圾，每名員工每日平均棄置2.36公斤。大學及
大專院校一組，每間每日平均棄置量達6.64公噸，每
名學生及員工每日平均棄置0.44公斤垃圾。

自動排污水免倒瀉 手術新系統減感染 院校「大嘥鬼」每間日均棄6.64公噸

■基督教聯合醫院引入全港首套新一代自動化污水處理系統。 岑志剛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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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麗玲(右)表示，近年愈來愈多人茹素。
鄺慧敏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鄺慧敏) 綠色生活、可持續
飲食文化興起，茹素的人也愈來愈多。現時素菜不
限於傳統羅漢齋，還會用焗、煎炸等方式烹調，引
入東南亞風味，令素菜一樣可以色香味俱全。有素
食餐廳表示，近年營業額上升兩成至三成，因應素
食文化漸受歡迎，首次引入辣素菜，希望打破外界
對素菜的偏見，吸引更多市民吃素。
已成立12年的素之樂向來不只向餐廳、醫院、酒

店等批發素食材料，更設立餐廳提供素點心及私房
菜等。該店昨日於糖廠街市集擺檔，以酸辣粒粒
雞、素食拼盤作招徠。該店負責人蔡小姐表示，該
酸辣雞是全港首間推出辣素菜的店舖，把由大豆纖
維製成的素雞配上酸辣調味料而製成。
她指出，以往無製造商想到研發辣素菜，市面上

也沒有相關食材，故她們早前特地與外國生產商合
作，開發新式素菜。另一負責人劉麗玲補充指，冀
新式素菜打破外界對素食「好悶、好油、好唔健
康」的概念，希望讓市民知道素菜不但更健康，而
且菜式亦十分多元化。
糖廠街市集由太古地產及社企Honestly Green合

作，以可持續飲食文化及綠食生活為主題。Honest-
ly Green創辦人梁幗婷表示，數年前日工作關係得
悉本港有農夫進行有機耕作，便開始舉辦市集為農
夫提供銷售平台，同時邀請初創餐廳參加，讓餐廳
利用本地農產品設計新菜式，令市民更了解本港農
業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鄺慧敏) 部分市民
天生對雞蛋、牛奶敏
感，也許連朱古力、
餅乾等也不能進食。
本身亦有食物敏感的
80 後 女 生 林 均 蔚
(Bonnie)為了讓敏感人
士食得開心，毅然辭
去燈光工程工作，去
年底以六位數字積蓄
開店，引入英國及歐
美的無致敏原食品，為食物敏感人士帶來福音，希
望他們都可滿足口腹之慾。
現年27歲的Bonnie去年 11月以六位數字開辦
「Nutri Alley」，銷售無雞蛋、奶類、麩質、芝士
等食品。
一向有味精及色素敏感的Bonnie，每次進食有關

食物後會心跳加速及口渴，但兩年前一次用餐後出
現嚴重敏感，更因頭暈、頭痛入院，之後便出現創
業念頭，希望引入一些敏感人士都可進食的食品，
令敏感人士都可以「食好嘢」。
Bonnie表示，作為一間初創企業，入貨、宣傳及

找客人是最困難，曾試過與10間外國公司商討合
作，但被9間公司拒絕她，但慶幸有同是初起步的
外國公司願意互相合作，才成功引進有關產品。

辣素菜首現市集
打破「悶」偏見

「敏感女」開食店幫「同路人」

高永文昨日出席活動時表示，會密切留意會否有
大批內地兒童來港打針，但他強調母嬰健康院

為非本地兒童注射疫苗的數量設有限額，加上衛生署
可要求疫苗供應商按情況需要增加疫苗比例，故不會
影響本地兒童。

無證據指港疫苗數量不足
至於私人市場方面，他表示沒有限制內地人到私人

醫療機構接種疫苗，但會密切監察有關情況，又強調
現時沒有證據顯示本港的疫苗數量不足。
衛生署表示，母嬰健康院優先服務本港兒童，有

餘額時才會服務非本地兒童，署方會密切監察情
況，有需要時更會考慮暫停非本地兒童接種疫苗服
務。

胡定旭：不會爭相南下接種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顧問、前醫管局主席胡

定旭認為，一向都有內地兒童來港接種疫苗，內地亦

一直有相關攻略，加上內地兒童多找本港私家醫生接
種疫苗，故不會對香港疫苗供應造成壓力。
不過他承認，這會增加私家醫生的工作量，不過相

信仍能應付。他又認為，事件不會如內地人來港搶購
奶粉一樣爭相來港注射疫苗。
他又認為，內地人使用大量金錢帶兒童來港注射疫

苗，顯示內地人對香港疫苗及醫護人員有信心，亦是
香港人成功的地方，值得自豪。
胡定旭又透露，內地生產疫苗的廠商需獲牌照，也

只能把疫苗賣給持牌人如醫院，當局正調查有問題疫
苗是否在生產、售賣、運輸或儲存層面出錯，如在供
應鏈上出錯，會盡快作出補救。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表示，如果能夠以正規渠

道，在正規防疫部門使用正規產品，內地市民便應在
內地接受疫苗注射。
他續指，不應該因擔心疫苗會產生副作用而不接種

疫苗，而現時亦無證據顯示疫苗效力下降會產生更多
毒性。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陳敏婷） 「我不想
錯失這個機會」，新來港少女魏健萍(Mag)為適
應在港生活，每天閱報學習繁體字，又痛下苦
功練習廣東話。熱愛音樂的她遇上勞工處展翅
青見計劃與柏斯琴行等合辦培訓營業員，二話
不說立即投考，從此立下在港推廣音樂的志
向。另一名持高級文憑畢業的少女黃嘉敏
(Crystal)原本擔心沒有大學學位影響前途，報考
展翅青見後信心大增，決心在會所管理行業方
面發展。
23歲的Mag3年前在內地完成主修音樂的高

中課程之後來港，來港後因經濟問題無法升
學，投身社會，先後於便利店、超市及工廠等
工作，「的確不太需要說話，但與社會很貼
近。」剛來港時，她聽不懂廣東話也看不懂繁
體字，於是每天閱報，「看不明白就主動問，
用心聽回答」，又反覆練字，「是難的，但我
很喜歡寫字」，樂天與孳孳不倦的性格讓Mag
漸融入香港生活。
年多前，Mag於港鐵上看到勞工處展翅青見
計劃與柏斯琴行及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合辦
的「音樂推廣大使」培訓計劃，被廣告展現的
活力吸引，上網查找資料後，她的音樂夢「死
灰復燃」，更於招聘日舉行前兩次到訪會場地
點，「做好點準備，怕當日迷路或遲到」，最
終成功報考，接受6日半的職前培訓後上班，

擔任營業員，月薪9,000元至1萬元。

難忘助結他賽選手漏夜換線
每天於音樂聲中工作，Mag與顧客分享她對

音樂與樂器的知識。某天晚上9時多，Mag在
琴行收到一名母親來電，指兒子明天要參加結
他比賽，豈料因練習太多，6條弦線全都斷
掉，曾致電多間琴行求助，惟回覆同是「收工
在即，無法幫忙」，Mag得知情況後爽快答應
對方「幾夜都等」，最終成功幫忙對方換線，
母親非常感激，「她道謝時緊握我手，原來我
這個小舉動會帶來如此大的意義。」
Mag去年11月獲公司頒發「優質服務獎」，

又將於月內晉升為高級營業員，目標日後再升
三級至分行經理。
在港土生土長的21歲少女Crystal，完成活動
及推廣市場學高級文憑後對前路感迷茫，認為
沒有大學學位影響在市場的競爭力，「無經驗
又唔請」，結果透過展翅青見加入會所工作行
列，於珀麗灣擔任會所助理。
經歷9個月的在職培訓，Crystal由起初沒有

自信、漫無目的，蛻變成可以帶領住戶參與義
工團，由統籌至實踐獨力負責，更獲安排代表
公司參賽。她說短期內會再進修相關課程充實
自己，未來希望與更多社福機構合作，帶領住
戶幫助更多有需要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陳敏婷） 負責珀麗灣會
所展翅青見計劃收生及培訓工作的啟勝管理服務有
限公司助理會所經理徐凱瑩形容，相比酒店服務，
會所工作猶如「少林寺」，需要良好應變力；但她
認為考生心態比能力重要，又難忘曾有對外招聘的
員工因「制服唔靚」而辭職。
徐凱瑩指出，會所服務的架構簡單，沒有龐大

支援，每名前線員工都需要即時解答住戶的各種
問題，故此猶如闖入「少林寺木人巷」。她說青
年投考時大多未有目標，但經過鼓勵後都可以慢
慢說出心中期望，「不用說話很叻，經鼓勵後願
意說話也可以，有人真是完全連介紹自己都說不
出來。」

曾有外聘員工嫌「制服唔靚」辭職
她又說，珀麗灣由於地點偏遠，較難招聘員
工，與勞工處合作推出展翅青見計劃後解決問題，
又稱讚學員大多比較有心發展；她舉例指，難忘曾
有對外招聘的員工因「制服唔靚」，即日請辭。
展翅青見計劃與工聯會職業再訓練中心合作，

與柏斯琴行合辦的「音樂推廣大使」培訓計劃將於
下月7日舉行招聘日，至於與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
司─珀麗灣合辦的「會所助理培訓計劃」並將於5
月25日舉行招聘日。徐凱瑩表示，學員5天半工
作，需輪班，月薪1.1萬元，另加交通津貼，工作
滿一年有一個月薪水的約滿酬金。

新來港少女「展翅」尋回音樂夢

會
所「
木
人
巷
」
考
驗
學
員
應
變

■■CrystalCrystal（（左一左一））帶領住帶領住
戶做義工戶做義工。。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MagMag（（中中））去年去年1111
月獲公司頒發月獲公司頒發「「優質優質
服務獎服務獎」。」。 陳敏婷陳敏婷攝攝

■Bonnie是位敏感人士。
鄺慧敏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