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歲童離奇不治 威院欠交代
母批事隔多月仍無醫療報告 麥美娟促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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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標準工時委員
會將於周日（24日）完成第二階段公眾諮詢。
委員會主席梁智鴻表示，工時政策對不同行業
及職業均可能帶來影響，呼籲市民在諮詢期完
結前踴躍發表意見，供政府參考。
標準工時委員會將於本周六於跑馬地禮頓山

社區會堂舉行最後一場地區諮詢會，市民可透
過電話或網上登記出席。

標時周六最後地區諮詢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監警會秘書
長朱敏健任期將於明年
1月2日屆滿，有傳媒
引述消息指，經甄選後
決定聘請已退休的海關
前副關長俞官興(見圖)
出任秘書長。消息又
指，工作小組考慮了多
項因素，包括俞官興的
工作履歷、管理經驗等，認為他是合適人選，
預計政府最快本月底前宣佈。
消息指，監警會去年12月委託獵頭公司招
聘，並由主席郭琳廣、兩名副主席張華峰、謝
偉銓等組成的工作小組甄選，工作小組考慮多
項因素後，欣賞俞官興紀律部隊出身，有豐富
管理經驗，認為他是合適人選。
監警會發言人表示，負責處理招聘秘書長的
專責小組，定期向委員會報告招聘進度，由於
招聘過程尚未完成，現階段未有資料公佈。現
年57歲的俞官興1981年於香港大學畢業，隨
即加入海關擔任見習督察。他出任助理關長期
間，負責執行「限奶令」及打擊水貨客，2014
年2月晉升為海關副關長，今年年初退休。

俞官興傳接任監警會秘書長

嘉順苑屏欣苑
最平7.45萬首期上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市民苦候多時
的新一期居屋沙田嘉順苑及元朗屏欣苑，昨日
終於公佈價單，最便宜單位售價149萬元，最
貴單位亦只需要327萬元，市值折扣率約75%
至77%，合資格者可於本月25日開始揀樓。換
言之，若綠表申請者「借盡」樓價95%，最低
只需付7.45萬元首期便可上車。

最貴單位盛惠327萬元
房委會新一批居屋大圍嘉順苑及天水圍屏欣

苑，合共供應2,657個單位，將於下周一開始
揀樓。房委會昨日在網上公佈價單，屏欣苑提
供多達2,409個單位，單位面積介乎376呎至
574呎，最便宜單位位於C座1樓，只需要約
149萬元，每平方呎3,900元，最貴單位售價約
316萬元，位於A座32樓，呎價為5,550元。按
現時同區私樓售價比較，折扣率約七五折。
至於嘉順苑248個單位，單位面積介乎445

呎至449呎，售價由244萬元至327萬元不等，
最便宜單位位於一樓；最貴單位則位於30樓，
呎價由5,484元至7,328元不等，按現時樓價換
算，折扣率大約七七折。新居屋原本以私樓市
價七折發售，由於樓價累積跌幅逾10%，導致
實際折扣減少，意味着申請者變相賣貴。
房委會與指定銀行或財務機構提供優惠按揭

貸款，容許綠表及白申請者，分別申請95%及
90%按揭。換句話說，若綠表申請者「借盡」
樓價95%，最低只需付7.45萬元首期便可上
車。新一期居屋收到52,820份申請表，超額申
請13.4倍，其中綠表佔4,122份。房委會5月已
經攪珠決定申請者揀樓次序，合資格者可於下
星期一開始揀樓，預計今年6月及9月入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職
工盟轄下港九拯溺員工會前日發
起救生員全港罷工行動。工會發
言人郭紹傑昨日在電台節目上承
認，參與罷工行動人數較以前
少，但仍死撐這是因為許多前線
員工對罷工一天成效感到無力。
工會計劃於下月發起連續3天罷工
行動，包括8月7日「全民運動
日」，希望以罷工作為與康文署
談判的「利劍」。
受港九拯溺員工會罷工影響，

前日康文署轄下至少4個泳灘暫停
救生服務及12個泳池只能局部開
放。郭紹傑昨日表示，當日約400
人參與罷工行動，人數較以往
少，是因為近日多名康文署官員
到泳池、泳灘呼籲救生員堅守崗
位， 施加無形壓力，「有救生員
表示，罷工一天成效不大，所以
不參與。」
他表示，工會曾多次與康文署

交手，但該署並沒有給予時間
表、路線或任何中間方案解決人
手編制問題，批評康文署不合理
及沒有誠意。他又說，救生員壓
力爆煲、迫於無奈才罷工，希望
市民諒解。

郭紹傑指出，近年不斷有新泳池落成，康
文署增加人手亦不足以應付工作。為了令該
方正視工會訴求，工會計劃在下月5日至7日
3天再罷工，要求康文署改善救生員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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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件的麥美娟本月8日曾聯
同死者家屬舉行記者會，批評

威院醫護人員斷症馬虎，懷疑把梁
凱晴的嚴重或罕有病症誤為腸胃
炎、嘔損食道醫治，導致凱晴最終
失救死亡。威院當日回覆傳媒查詢
時指， 病人臨床診斷為肝硬化、肝
脾腫大及脾臟功能亢進引致血球減
少，但病因有待進一步檢查確定。
協助死者家屬的麥美娟昨日與凱

晴家屬，約見新界東醫院聯網總監
熊志添、兩名兒科血科醫生、兩名
小兒外科醫生等多名曾治療凱晴的
醫生，查詢事件進展。
對會面本抱有期望的凱晴母親會

後表示失望，認為事件發生後一直
毫無寸進，院方亦未有作出任何承
認，「現在也沒有向我們提供（女
兒的）醫療報告時間表。」

不向家屬交代 速向傳媒報料
麥美娟指出，過往協助同類求助

個案均可在短時間內獲院方提供醫
療報告，沒有想到是次個案遲遲不
得要領，「我們手上到現在也未有
任何一份有關凱晴的具體實際報
告」，諷刺院方遲遲不肯向家屬提
供資料，日前卻竟可向傳媒提供一

份詳盡的醫療資料。
她解釋，月初揭露事件後，有傳

媒向威院查證事件，獲醫院發言人
回覆一份有關凱晴的完整、詳盡的
求診時序表，「我們過去多番追問
醫院欲拿取醫療報告，也不曾拿到
一份如此詳細的資料。」
她續說，當時發言人更回覆傳媒

指，凱晴臨床診斷為肝硬化，但過
去均沒有醫生作診斷解釋，不明白
該院為何向傳媒作此番解釋。
麥美娟及家屬在會議期間曾作多

番追問及查詢，一名兒科醫生回應
指，懷疑凱晴肝硬化，熊志添亦回
覆指醫院內部存在溝通問題。

威院：盡快診治 並無延誤
威院回覆本報查詢時指，醫生早

前基於超聲波檢查，懷疑病人有早
期肝硬化，而臨床檢查亦顯示病人
肝脾腫大及脾臟功能亢進引致血球
減少，但病因有待進一步檢查確
定，強調院方昨日與病人親友會面
時，解釋醫生當時已因應病人臨床
情況進行多項檢查及治療，亦有安
排跨專科會診，就其臨床徵狀，盡
快為病人提供適切診治安排，並無
延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年僅5歲的梁凱晴懷疑因威爾斯親

王醫院斷錯症，錯失最佳診治時間，今年3月急救失敗離世。凱

晴母親昨日在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陪同下，約見多名醫院代

表跟進事件，會後指對會面感到失望，指院方未有作出任何承

認。麥美娟促請院方盡快提供醫院報告，以查明真相。

■■麥美娟促請院方麥美娟促請院方
盡快提供醫院報盡快提供醫院報
告告，，以查明真相以查明真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管局昨日就公立醫院
私家診症收費發出新指引，統一私家症收費水平收費，
按病情複雜程度劃分為4級，住院病人收費由680元至
2,780元不等，門診新症收費由680元至2,160元。另
外，日後因為私家病房爆滿而入住公眾病房的私家症病
人，會統一按私家病房水平收費，不再只收每天100
元。新指引於今年9月1日起生效。有病人組織支持統一
公開收費，但擔心不同階層市民所獲得的服務分別。食
物及衛生局回應指，新指引旨在增加收費透明度，絕不
會影響服務質素。
醫管局私家診症服務，主要由瑪麗醫院及威爾斯醫院
提供，並與本港兩間大學醫學院合作。鑑於不同公立醫
院就私家症收費各有不同，以往曾引起爭議，醫管局與

大學醫學院成立小組檢討，近日就新指引達成共識。
根據新指引，不同醫生或教授職級所收費用，將按病

情複雜程度統一劃分為4級，考慮包括有否嚴重併發
症、涉及複雜治療程序等，住院病人收費由680元至
2,780元不等，門診新症收費由680元至2,160元。
現時有公立醫院私家病房爆滿時，私家症病人可按公

眾病房每天100元收費入住公眾病房。日後各公立醫院
私家症病人，在私家病房爆滿而需要入住公眾病房時，
住院收費會統一按私家病房水平計算，每天收費由約
3,700元至逾5,000元不等。公立醫院醫生看私症門診時
間，亦限於每周最多一節，即約4小時。

陳肇始：列明收費增透明度

醫管局表示，希望收費架構和準則能更清晰，又指私
家服務收入會用於醫院運作，醫管局醫生不會得到額外
收入。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昨日出席活動時回應
指，公立醫院私家病症一向有收費指引，新指引只是列
明私家症各項收費，增加透明度，令收費更清晰，絕不
會影響公立醫院服務質素。

病人組織關注整體服務水平
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釉認同有關做法，他指醫療

服務收費必須公開透明，如果涉及私家醫生無法提供的服
務，則有必要統一各公立醫院私家症收費。不過，他關注
公立醫院醫生收私家症會否影響整體服務水平，不希望私
家症制度令公立醫院服務對不同階層市民有分別。

公院私家症統一分4級收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所謂「愛美之心，人皆
有之」，現時不少女士會投入大量金錢買護膚產品，只
求獲得雪白滑嫩的肌膚。不過，有皮膚科醫生引述臨床
個案指出，曾有年輕女士每天使用近十種護膚產品，4
周後面部皮膚質素差劣、刺痛紅腫，更變得寢食不安。
醫生認為，使用愈多護膚產品不代表對皮膚愈好，適當
簡易即可，否則適得其反。

護膚反傷膚 面腫又刺痛
養和醫健皮膚科中心皮膚及性病科專科醫生陳俊彥日
前指出，去年曾有一名年輕女子面部皮膚刺痛紅腫、寢
食不安求診，經診斷後確診為接觸性皮膚炎，「患者初
時獲處方類固醇藥物，一周後面部情況轉好，隨即獲處
方非類固醇藥物及保濕因子洗面膏，但兩周後面部皮膚
情況急轉直下。」
有見及此，陳俊彥要求患者攜帶所使用的護膚品覆

診，從中找出致敏源頭。陳俊彥說：「她覆診時手拿整
袋護膚產品，那時才知她過去4周內每天均使用八九種
護膚產品。」由於可能致敏源眾多，他勸患者停止使用
全部護膚產品，一個月後患者面部皮膚日益轉好。
陳俊彥續說，塗抹或使用愈多護膚產品不代表對皮膚

愈好，「塗得愈多，面部添加劑愈多。」他指出，現時
護膚產品選擇多，但並非所有產品適合每名使用者，估
計該診所每月診症中，約5%求診者為護膚產品引致的皮
膚過敏等。
若想自行測試未使用過的護膚品會否引致面部皮膚過

敏，陳俊彥建議市民先在手背、前臂內側、頸項等位置
早晚塗抹一次，如有關位置5天後沒有過敏反應，大可
放心塗抹於面上。

打造無菌環境 累子女患濕疹
除了塗抹愈多護膚品就愈好這個「美麗誤會」外，家

長亦可能隨時墮入子女應盡量避免接觸細菌、時刻保持
地方環境乾淨這個「愛的誤會」。陳俊彥指出，不少父
母為怕子女染病而講究乾淨清潔，但此舉反會令子女缺
乏接觸細菌或致敏源機會，從而導致他們長大後或患濕
疹。他指出，已發達國家及地區兒童患濕疹等皮膚炎數
字，較落後國家及地區多，認為父母不需要過於講究乾
淨並堅持「一塵不染」。

日用近十款護膚品 貪靚女變「豬頭」

■陳俊彥呼籲市民使用護膚品適可而止。 趙虹 攝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鍾昊華）香港重視社會平等發
展。平機會昨日公佈「平等機會意識公眾意見調查2015」結
果，顯示公眾對本港現時部分反歧視條例認識不足，只有
28%受訪者能夠正確指出香港已制定基於家庭崗位的反歧視
條例；9%受訪者指，過去一年內曾受到歧視或騷擾。平機會
主席陳章明表示，已因應公共場所支持母乳餵養、導盲犬出
入公共場所等議題，向政府作出建議，未來將與社會各界加
強合作。

調查揭市民對反歧視例欠認識
平機會於去年9月至11月，透過電話調查以及自填問卷調
查，分別訪問1,500名公眾，以及213名曾參與平機會活動的
人。報告指，雖然近70%受訪者對殘疾、種族及性別反歧視
條例有認知，但也有72%受訪者無法正確指出基於家庭崗位
制定的反歧視條例；近半數人不了解香港暫未制定保障新來
港人士身份、性傾向以及年齡歧視的條例，反映民眾對香港
現時反歧視條例認識不足。
結果顯示，9%公眾受訪者過去一年曾遭歧視或騷擾，其中
「年齡歧視」及「性騷擾」分別佔43%及27%，多數發生於
工作及求職期間。
陳章明表示，已就歧視問題開展工作項目，同時會加強宣
傳力度，加緊向各界推廣防止性騷擾的重要性。
結果並發現，98%受訪者指平機會是香港促進平等機會的機
構，對平機會整體認知度較2012年95%提升。平機會整體工
作表現評價中，公眾平均評分為6.3（10分滿分），而平機會
服務使用者則給予7.1分，較公眾為高。值得關注的是，公眾
反歧視態度綜合指數由2012年63分下降至62分，有所退步。

9%人過去一年曾遭歧視騷擾

何文田公主道一條地
下鹹水管昨午爆裂，大
量鹹水夾雜黃泥淹沒馬
路，北行車線頓變澤
國，有市民形容現場有
若「黃河」。受事故影
響，公主道北行交通嚴
重受阻，車龍一度遠至
紅隧收費廣場。水務署
接報派出員工到場關水
掣，至下午2時許鹹水
退卻，交通亦逐漸恢復
正常，但路面仍有大量
黃泥有待清理，有關部
門須封閉慢線進行搶
修。有市民在網上留言
形容現場有如黃河「感
覺似曾相識，像兒時看
飛越黃河那樣」，「滔
滔江水永不休……」有
網民更戲言「九龍塘已
歸入黃河流域」。

文：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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