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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肝癌是香
港癌症第三大殺手，但早期肝癌症狀卻不明
顯，60%病人確診時已進入中或晚期。根據
醫管局數字，每年約有1,800宗新症，平均
逾1,500宗死亡個案。香港肝癌及腸胃癌基
金會指出，去年出現一種名為「樂伐替尼」
（Lenvatinib）的一線標靶藥物，其存活期
不遜於傳統標靶藥物，並有效控制病情，令
腫瘤縮小及維持生活質素。基金會宣佈推出
資助計劃，幫助有經濟困難的肝癌患者免費
服用新藥，名額70個，申請者須持有香港
身份證，家庭資產不超過40萬港元，並在
醫管局轄下醫院接受治療。
香港肝癌及腸胃癌基金會榮譽秘書、香港
大學內科學系內科腫瘤科臨床副教授邱宗祥
昨日於記者會上指出，過去10年為晚期肝
癌患者治療的一線標靶藥苦無進展，只有一
種藥物可供選擇。

存活期為舊藥10倍
他續說，由日本研發、獲美國食品及藥物
管理局(FDA)認可作為治療肝癌的一線標靶
藥物「樂伐替尼」成為一大突破。他引述自己
有份參與、去年於世界權威醫學期刊《刺針》
發表的國際臨床研究發現，954名肝癌患者

分別接受樂伐替尼或傳統標靶藥治療後，前
者能針對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受體及成纖維細
胞生長因子受體等多個靶點，使藥物能從多
角度阻截腫瘤的信號傳導通路和血管生成，
比傳統藥物更有效抑制腫瘤細胞的生長。
研究並指，新一代標靶藥物不僅在整體存

活期上比傳統藥物延長1.3個月至13.6個
月，無惡化存活期中位數亦由3.6個月延長
至7.3個月；疾病進展時間中位數由3.7個月
延長至 7.4 個月；腫瘤縮少病人比例由
12.4%提高至40.6%，當中更有個案是腫瘤
在造影檢查上完全消失。
邱宗祥指出，新藥能有效延緩患者身體機

能惡化，包括癌症帶來的疼痛、腹脹和營養
吸收轉差等，能維持病人的生活質素。
基金會創辦人及主席潘冬平指出，新一代

標靶藥已於香港註冊，但仍未納入醫院管理
局藥物名冊及關愛基金，令肝癌患者經濟負
擔沉重，因此基金會宣佈推出「樂伐替尼藥
物資助計劃」，接受持香港身份證，家庭資
產不超過40萬港元，並在醫管局轄下醫院
接受治療的肝癌患者申請，同時須公立醫院
醫生轉介信。
申請獲批核後，受助者可於聖雅各福群會惠

澤社區藥房領取免費藥物，直至停藥為止。

肝癌新藥免費用 團體資助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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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
翔）聲稱能「格價」找出平價
機票及酒店的網站近年大行其
道，但消委會檢視有關網站
後，發現即使同一航班，經不
同格價網站尋獲的「最便宜」
價格，仍可相差近1倍。經這
些格價網站轉接到購票站時，
部分機票的價格會較格價網站
顯示的為高；有些甚至顯示機
票已售罄；又或者有關票價選
項根本不存在。
消委會檢視的6個格價網站

均為「搜尋引擎」，即網站會
按消費者輸入的目的地、時間
等資料，免費為用戶搜尋最合
乎要求的航班，以及最便宜的
機票，再由消費者自行轉接至
所選取的第三方網站購買機
票。
是次測試於今年1月及2月

進行，按相同的搜尋條件於每
個網站最少實測搜尋50次，
搜尋範圍包括約20次短途、
18次中途及13次長途航班。
差距最大的是預訂今年7月

由香港前往濟州的來回機票，
6個網站的搜尋結果中，最高
及最低的票價分別為4,102及
2,081元，相差近1倍。
6個格價網站顯示的票價，

都出現與購票網站的實際價格
不一致，格價網站「Google
Flights」最常見這問題，出現
該 問 題 的 次 數 比 率 高 達
41.5%。而且，票價往往與購
票網站有明顯差價。

部分票源含黑客票
消委會指出，部分格價網站的票源包

括黑客票（Hacker Fare），即以不同
的單程機票拼湊而成的來回機票，這種
機票的價格特別低廉，但消費者須留
意，這類機票有機會違反使用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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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護士協
會代表昨晨與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
會面一個多小時，商討公立醫院醫護
人手不足及薪酬待遇等問題。協會形
容會面氣氛和平，引述梁栢賢指局方
正着手檢討不同職系的薪酬架構，研
究如何以行政措施，改善前線的津貼
挽留人手，但未有具體時間表，局方
未來一兩個月會重開資深護師及顧問
護師職位，提供晉升機會。
護協主席、立法會衛生服務界議員
李國麟指，護協會上要求局方落實增
聘護士人手方案、釐清護士編更準
則、回復2000年前實施的登記護士及
註冊護士薪級表，重設16.5%現金津貼
取代現行的定額津貼，又要求重設跳
薪點等，並向持有專科資歷的護士，
額外給予一個增薪點。
他引述醫管局指會檢討津貼方式，
但未有具體時間表。未來一兩個月有
機會加開顧問護師和資深護師職位，
提供晉升機會，實際名額有待當局公
佈，不過李國麟強調當局若將部分護
士升職，應再增聘初級護士，以達到
由有經驗人士進行臨床督導的效果，

而非只加職位但人手維持不變。

下年度招聘2270護士
醫管局發言人會後發聲明表示，會

跟進護協的建議檢討護士的薪酬水
平，如回復薪級表等建議。發言人又
透露，由於獲得政府撥款支持，醫管
局會給予已考獲專科資格的註冊護士
額外增薪點，詳情可望盡快公佈。
醫管局 2018/19 年度目標是招聘

2,230名護士，現時已招聘超過2,400
名，較目標為多。下年度的目標是
2,270人。發言人又表示，會大幅增加
資助登記護士進修註冊護士的名額，
數目將較現時增五成。
翻查過往數字，2018年醫管局資助

100名登記護士進修為註冊護士，若增
加五成，即下年度將再多50名登記護
士獲資助。
聲明指出，2019/20年度會增加晉升

職位以挽留人手，包括增設350名資深
護師，加強病房資深人員比例及夜更
支援，並會增設10名顧問護師；額外
新增200名病房文員，加強文書職務支
援。

醫局資深顧問護師職位將重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結婚是
人生大事，不少準新人為追求完美婚
禮，到海外舉行婚禮或拍攝婚紗照，留
下難忘的回憶。消委會平均每年接獲十
多宗與海外婚禮或婚照有關的投訴，有
投訴人花約3萬元購買冰島婚紗攝影套
餐，因攝影師一再更改行程，令拍攝景
點由7個減至4個，還未兌現承諾使用
航拍機，最終竟改以key相取代，攝影
公司拒絕退款，投訴人需循小額錢債審
裁處追討。
另外，有投訴人在韓國的攝影公司完

成婚紗攝影後，該公司倒閉，消委會將
個案轉介至當地部門跟進，最終因為攝
影公司已清盤，投訴人未能討回已拍攝
的婚照。
消委會去年共接獲的海外婚紗攝影投

訴12宗，2017年13宗，2016年15宗，
今年1月至2月已接到3宗。消委會建
議，如選擇到外地註冊結婚，消費者應
先主動了解當地合法婚姻註冊的手續、
相關部門的辦公時間、收費及所需證明
文件，並先向律師或專業人士查詢當地
婚姻註冊是否受香港法律認可。
如拍攝婚紗照，消費者應確認拍攝地

點的位置及開放時間，在計劃行程時亦
要考慮天氣及交通等情況，預留充裕時
間作準備。消費者於選擇服務時宜多作
比較，參考親友的口碑和經驗或考慮由
當地親友代為籌辦細節。

海外婚攝投訴多
航拍相變key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曾有著名電
影的橋段是家中傢俬在巫師控制下群起攻擊
主人，在智能家居時代，這些電影橋段或成
現實。消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主席陳錦
榮表示，隨着科技發展，很多家居電器及智

能用品，都能透過互聯網遙控，形成「物聯
網」，外地已曾有黑客惡意入侵控制「物聯
網」的案例，消委會提醒消費者，慎用這些
智能裝置，設定最高安全及私隱度，沒必要
時關掉裝置的定位、攝影、錄音等功能。

2016年，曾有黑客以惡意軟件入侵「物聯
網」，建構一個「殭屍網絡」讓黑客透過網絡
操控有關裝置，黑客之後以有關裝置，要挾
一家互聯網管理公司，數個知名的社交網站
包括Twitter及reddit等亦受影響。也有一款
為保護兒童而設計的智能手錶，黑客可輕易
利用程式漏洞，獲得儲存於裝置內的個人資

料，發出惡意匿名電話或追蹤物主的位置。
消委會提醒消費者，購買及使用智能產品

時，定期更改密碼及調整私隱設定，並要了
解產品製造商過去有否牽涉欺詐、盜竊或各
種違法行為，選擇信譽良好的製造商；在沒
有需要的情況下，關掉裝置的拍攝鏡頭、收
音及定位追蹤功能。

智能裝置貼士防洩資料

消委會這次測試參考歐洲標準
EN16890 進行，當中硬度測

試，是將重12公斤的嬰兒模型俯臥床
褥上，測試口鼻下陷程度。
至於耐用測試是在樣本中央施以

1,000牛頓力度16小時後，測試能否
維持合格硬度。

千元貨最危 450元貨最妥
其中4款有安全問題，包括「0/3

baby」有機竹纖棉雙面彈簧床褥，售
價為990元，硬度、耐用度測試均不
合格，而且床褥上的標貼容易被嬰兒
扯脫，可能會蒙住嬰兒口鼻造成危
險。法國品牌「candide Seasonal
Mattress」，售價1,398元，耐用度不
足及標貼容易扯脫。「minimoto」太
空棉床褥，售價為690元，硬度和耐
用度均不合格。此外「C-Max」的空
隙過大，長度及寬度與聲稱的尺寸分

別相差12及16毫米。消委會早前將
測試結果交海關跟進。
海關於是在過去兩星期於全港多區

巡查，從3間連鎖百貨店及1間批發
商，檢獲該4款合共59張懷疑不安全
嬰兒床褥，海關提醒市民，要留意這
4款有潛在危險的嬰兒床床褥，或會
引致嬰兒窒息和夾傷。

海關檢59張問題床褥
根據《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
的規定，任何人供應、製造或進口不
安全的玩具或兒童產品即屬違法。首
次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10萬元和監
禁1年，而其後各次定罪則最高罰款
50萬元及監禁兩年。
同時，本港消委會聯同國際消費者

研究及試驗組織進行測試，選取兩組
共8款嬰兒床褥，包括3款彈簧床褥
及5款泡膠床褥，售價由450元至

1,398 元。按安全、承托表現、舒
適、耐用及方便度作評分。
兩組別獲評分最高的均為最便宜樣

本，彈簧床褥組別是宜家家居的獨立
袋裝彈簧嬰兒床褥，790元；泡膠床
褥組別亦是宜家家居一款索價450元
的床褥得冠。兩組別最貴的正是硬度
不合格的「0/3 baby」有機竹纖棉雙
面彈簧床褥和耐用度不合格的法國
「candide」，分別只有2分和3.5分。
消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組主席陳

錦榮表示，8款樣本透氣透濕評分僅1
分至3.5分，泡膠床整體表現較彈簧
床褥差；這容易滋生細菌及導致嬰兒
不適，建議廠家改進。消委會總幹事
黃鳳嫺建議消費者，挑選嬰兒床褥時
要確保床褥和床架之間空隙少於3厘
米，不可選用過軟床褥，應盡量選取

有可拆洗床褥套的產
品保持清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不少家長迎接新生命都選用貴價

嬰兒寢具，但最新一期消委會《選擇》月刊披露，4款嬰兒床褥不

符歐洲安全標準，其中3款硬度或耐用度不夠，嬰兒俯臥時有窒

息猝死的風險。另一款床褥的尺寸與聲稱相差逾12毫米，與床

架之間空隙過大，容易卡住嬰兒肢體甚至頭部。宜家家居索價數

百元的床褥，整體表現好過法國上千元名牌床褥。海關昨日公

佈，已在市面檢獲59張該4款不安全嬰兒床褥，提醒市民留意。

■確保床褥和床架之間
的空隙應少於 3 厘
米，以免卡住嬰兒■床褥不可太軟，以免嬰兒俯睡時緊貼口鼻影響呼吸，勿在嬰兒床邊放置軟身物件和寬鬆被鋪■若床褥套不可拆除，可鋪上床褥墊，並勤加

替換和清洗

■父母應多加留意嬰兒
的睡眠情況

■C-Max尺寸貨不
對辦，易夾住嬰兒

床褥硬度不足
有機會引致窒息：

■Minimoto
■Candide
■0/3 baby

４款問題樣本

0/3 baby

MinimotoCandide

C-Max

消委會消委會
溫馨提示溫馨提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肝癌及腸胃癌基金香港肝癌及腸胃癌基金
會推出新藥資助計劃會推出新藥資助計劃。。

■■消委會披露消委會披露，，44款嬰兒床褥不符歐洲安全款嬰兒床褥不符歐洲安全
標準標準。。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圖示硬度不足床褥更易導致俯睡嬰圖示硬度不足床褥更易導致俯睡嬰
兒窒息兒窒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下次攪珠日期：3月16日(星期六)

3月14日(第19/030期)攪珠結果

頭獎：$23,215,520 （1注中）

二獎：$305,240 （8注中）

三獎：$73,990 （88注中）

多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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