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瑪嘉烈男職員涉非禮3女護
受害人稱臀部被人用敏感部位觸碰 院方報警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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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天氣轉
冷，又是流感開始肆虐的季節。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聯同衛生署署長陳漢
儀及醫管局主席梁智仁等人，到觀塘社區
健康中心視察2019/20年度政府防疫注射
計劃的推行情況，並即場接種疫苗。陳肇
始表示，目前流感病毒處於基線水平之下，
屬於低位，但每年都會出現冬季流感高峰
期，一般為1月至4月，衛生防護中心會不
斷監察。她重申，接種疫苗後約需兩星期
才能產生保護作用，因此呼籲市民特別是
目標群組在流感季節來臨前盡早接種，保
障健康。
陳肇始指出，每年1月至3月或4月是
香港慣常的冬季流感高峰期，除了長
者、兒童及長期病患者等高危人士外，
健康人士也可能因感染流感而引致嚴重

併發症。為鼓勵更多市民接種流感疫
苗，從而達到疾病防控的目的，行政長
官於剛公佈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多項措
施，加大學童接種疫苗的力度。

21校試用噴鼻式疫苗
陳肇始指出，今季「學校外展疫苗接
種先導計劃」已轉為恒常項目，以涵蓋
更多小學，政府會以先導形式將到校外
展服務擴展至幼稚園和幼兒中心，目前
共有432間小學與711間幼稚園/幼兒中
心報名參加，佔全港總數逾65%。政府
亦會以先導形式在21間學校試用噴鼻式
減活流感疫苗，以研究該種疫苗的接受
程度及可行性。
2019/20季度的「疫苗資助計劃」已
率先於本月9日展開，資助合資格群組

接種疫苗；「政府防疫注射計劃」及
「院舍防疫注射計劃」亦已於前日展
開，為指定人士提供免費疫苗接種。陳
肇始呼籲市民特別是醫護人員、6個月至
未滿12歲兒童、50歲以上人士、孕婦、
智障人士及領取傷殘津貼人士等目標群
組盡早接種疫苗。

陳肇始表示，每年的流感高峰期均
會為醫療系統帶來壓力，政府已於今
年提早召開跨部門會議以作準備；衛
生署已於去年開始將流感疫苗接種計
劃的資助範圍擴大至涵蓋50歲以上人
士，醫管局亦持續不斷增加病床與人
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葵涌聖公
會仁立小學及九龍城北京安老院爆發上
呼吸道感染個案，分別有20名學童及22
名長者「中招」，其中安老院的爆發個
案中，有一名病人離世，其他人則現時
情況穩定。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已視察
涉事的學校及安老院，接受醫學監察。
在安老院的個案，涉及10男12女院

友，年齡介乎61歲至99歲。他們自本月
4日起出現發燒、咳嗽和流鼻水等上呼吸
道感染病徵。全部人均已求醫，8人需入
院，當中4人經治療後已出院，一名病
人已離世，其他病人現時情況穩定。其
中19名受感染院友的呼吸道樣本經化驗
後，證實對副流感三型病毒呈陽性反
應。

至於涉事的小學，有10男10女學童
染病，他們年齡介乎6歲至10歲。染
病的學童自上月11日起出現發燒、咳
嗽、流鼻水和喉嚨痛等上呼吸道感染
病徵。全部人均已求醫，其中4人需入
院，經治療後已出院。所有病人現時
情況穩定。5名受影響學童的呼吸道樣
本經化驗後，證實對腺病毒呈陽性反

應。
衛生防護中心呼籲市民，接種季節性

流感疫苗，保障個人健康；雙手一旦染
污，應使用梘液和清水以正確方法洗
手；高危人士在這些地方逗留時可考慮
佩戴外科口罩；及保持均衡飲食、恒常
運動及充足休息，不要吸煙和避免過大
的生活壓力。

小學安老院爆上呼吸道感染 42人中招

流感迎高峰
接種要趁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年愈
來愈多野生動物在市區邊陲位置的垃
圾桶覓食，對附近居民造成滋擾。漁
農自然護理署近月推出3款新型垃圾收
集設施，在現有垃圾桶基礎上增加上
蓋、腳踏開關及圍欄等裝置進行改
良，主要用於防範野豬及猴子「偷
食」，使牠們減少落山覓食。新型垃
圾桶自7月起進行首階段試驗，涉及8
區共40多個試點。署方指目前效果正
面，會繼續測試垃圾桶的耐用性。
漁護署發言人介紹，新型垃圾桶是漁
護署與香港理工大學合作研究改良，避
免垃圾桶被野生動物撞倒或爬進桶內搵
食。每個垃圾桶成本約1萬元。
3款垃圾桶中，主要預防野豬的大型垃

圾桶設有固定於地上的圍欄，防止被撞
倒，圍欄設有滾軸及較細小的開口，避
免野豬爬進桶內。另有一款大型垃圾桶
專門針對猴子，設有緊閉的上蓋及腳踏
開關，令猴子難以直接打開垃圾桶取得
食物。第3款新式路邊廢屑箱亦採用腳踏
式開關，側邊和後方均加設了槽位，方
便將廢屑箱穩固於燈柱或圍欄，以免被
野生動物推倒。
漁護署從7月起，開始在猴子和野豬

經常出沒的地區測試新垃圾桶，將其擺
放在村口、垃圾站及路邊等地方，收集
家居垃圾及普通垃圾。試點逾40個，遍
佈沙田、荃灣南區、中西區、西貢、灣

仔、九龍城及大埔等地區。署方曾派員到試點
觀察，發現動物翻開新垃圾桶覓食的情況減
少。漁護署會繼續測試垃圾桶的耐用性，並期
望進一步改良設計後再於明年1月增加試點。
對於近期關於野豬滋擾市民的投訴個案增

加，漁護署表示，署方目前已遷移約170隻野
豬至遠離民居的區域，並為35隻野豬進行避
孕。署方建議，市民遇見野豬時，應盡量保持
鎮定及與牠們保持距離，切勿挑釁和餵飼。

漁
署
推
3
款
新
垃
圾
桶

防
野
豬
馬
騮
「
偷
食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昂船洲發生
奪命工業意外。一名搬運工人在躉船甲板工
作時，被吊運中的一噸重凍肉擊中，並被撞
飛跌落3米深船艙底，爆頭重創，送院後證
實不治。
死者為40歲姓鄭男子，昨午(24日)3時許，

鄭和另外兩名工人在昂運路昂船洲公眾貨物裝
卸區一艘躉船上，將一批凍肉吊上躉船。
其間疑因風浪太大令躉船搖擺不定，鄭姓工

人被一包吊運中的約一噸重凍肉打中，猶如
「炮彈飛人」般飛墮船艙底，頭撼鋼板浴血，
在場工友見狀急忙報警，消防員到場將鄭救
起，救護員將他送院搶救，惜終告傷重不治。
警方經初步調查後，將案件列為工業意外。

遭一噸凍肉撞飛
躉船工爆頭亡

被捕54歲男子，在瑪嘉烈醫院任職
文員，平日主要負責文書工作。

至於3名疑遭非禮的女護士，分別23
歲、47 歲及 56 歲。消息指，本月 17
日，其中一名女受害人在工作期間，
發覺有人在她身後經過時，感覺臀部
被人故意用身體敏感部位觸碰，有被

非禮之嫌，但又未能確定對方是否故
意。
其後女事主向其他女同事提及其經

歷，有兩名女同事均表示由8月開始，
都有同一遭遇，且涉及同一名男職員。3
人因而懷疑遭該男職員非禮，於是向上
級投訴，要求跟進。

院方在得悉事件後，經與女受害人
商量，決定在昨日早上9時許報警處
理。警方接報後，立即派員展開調
查，即日將該名涉案男職員拘捕帶署
作進一步調查。案件目前交由深水埗
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六隊列作非禮案跟
進。
涉及在醫院內發生的非禮案，過往亦
時有發生。
今年5月13日在荃灣港安醫院，一名
34歲男護士涉嫌在一天之內，兩度在病
房內對一名女病人摸胸，該名男護士本
月10日已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被控
以2項非禮罪，他暫時毋須答辯，獲准
以1,000元保釋至11月21日再提堂，其
間不得騷擾證人。
另在瑪麗醫院，今年1月12日一名25

歲男實習醫生，涉嫌在醫院宿舍偷拍男
護士洗澡被捕後，警方發現其手機中有
數百張男士裸照，當中更有下體特寫
照，部分疑是偷拍男同事及男病人，此
外更有男病人疑曾遭該名實習醫生非
禮。案件目前仍在調查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瑪嘉烈醫院男職員涉嫌近月非禮多

名女護士，警方昨接獲院方報案，拘捕一名涉案男職員。初步調查

顯示最少3名年齡介乎23歲至56歲女護士受害，她們報稱在今年8

月至上周四（本月17日）3個月間，被同一名男職員借從身後經過

時，故意觸碰受害人身體敏感部位，警方將案件列作非禮案跟進，

正調查是否有其他受害人。

■陳肇始昨日聯同陳漢儀及梁智仁等人，到觀塘社區健康中心視察2019/20年度政
府防疫注射計劃的推行情況，並即場接種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圖為免受野豬滋擾的大型垃圾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瑪嘉烈醫院揭發男職員連環非禮3名女
護士案。 資料圖片

工商資訊資訊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歐鳳仙

美聯集團全新據點開幕
提供一站式理財投資服務

■頒獎嘉賓與獲獎廚師合影

為誌新張之賀，特別請來美聯集團主席黃建業、美
聯集團副主席黃靜怡、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執

行委員會委員兼企業業務發展部總經理馬勵志、美聯
集團高級董事謝梓旻、經絡按揭轉介營運總監張顥曦
以及經絡按揭轉介高級副總裁曹德明共同主持開幕儀
式，並獲全港多間銀行代表到賀，一同見證。
黃靜怡致辭表示，該集團秉承「顧客為主 服務

為先」精神，一直致力實現為客戶「成就置富人
生」的承諾，業務以物業代理為基礎，進軍不同理
財範疇，現時旗下成員及聯屬機構的業務，已涵蓋
住宅及工商舖物業代理、海外物業、財富管理、測

量、物業投資、按揭轉介、移民顧問及信貸多個領
域。
美聯集團的按揭轉介業務迄今邁向20周年，已拓展

至超過50家合作夥伴，坐擁近35萬客戶數據，共處理
近9,500億貸款金額。經絡按揭轉介當日宣佈正式進駐
美聯集團位於港島核心地段的新據點，連袂集團眾多
成員機構，提供一站式置業、理財及投資服務，發揮
最大協同效應，全方位為客戶財富增值。黃靜怡表
示，經絡將繼續與各銀行合作提供最優質的按揭服
務，更完善運用多年來龐大數據，綜合市場資訊並深
入研究，以推進按揭轉介業務的發展。

由世界粵菜廚皇協會主辦，世界粵菜廚皇協會（香
港分會）承辦，資歷架構支持的「味之星．賞評」計
劃頒獎典禮，日前假尖沙咀東海薈隆重舉行，25位參
與賞評的大廚師榮獲「味之星」的頒授，彰顯粵菜大
廚的專業水平，逾百與會者來自飲食商會、工會的代
表和業界精英。
「味之星．賞評」有30多位香港粵菜名廚參與，施
展精彩廚藝，贏得由專業人士、政界人士、食評專家
組成的22位評委團的一致好評。
世界粵菜廚皇協會希望能夠為粵菜打造一個如「米
芝蓮指南」的粵菜專屬品評制度，建構一個有特色之
粵菜評級機制，發揮粵菜在國際及大灣區內之領導地
位。同時希望在建基香港的同時，一年內將此計劃推
展到大灣區，兩年內推展到全國乃至全世界。

另外，香港分會亦相當注重青少年廚師的培訓，希望
「味之星．賞評」計劃可以配合及支持青少年廚藝賽
事，推動多些青年人入行，鞏固他們在業內的發展。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發展的香港文化旅遊購物地
標「1881」為慶祝開幕十周年，今個秋日特意呈獻以
「Classics in Full Swing」為主題，在露天廣場中央設
置一個逾6米高的巨型音樂盒，立體呈現歐洲貴族的
經典。
音樂盒以維多利亞式設計，以西方象徵快樂及權威
的米黃色及藍色為主調，配上十隻各式各樣色彩班斕
的彩鳥，成雙成對，以歌頌「1881」十周年誌慶。音
樂盒內特意擺放一個木製鞦韆，遊客可置身音樂盒
中，一邊陶醉於悅耳動聽的音樂，一邊在鞦韆留影，
感受微涼秋意。「1881」更於指定周末於三樓花園平
台現場進行音樂演奏。
長江實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黃思行表示，

「1881」自2009年正式開幕，轉眼已十載，「1881」
除了定期的大型裝飾布置外，一直與場內不同著名品
牌合作，推出尊貴而又獨有的推廣禮遇。今次特別與
場內的瑞士高級製錶品牌——積家合作，為貴賓準備
兩小時、一對一的高級製錶大師課程，凡消費指定金
額即可獲得此等珍貴禮遇，機會難逢。

■美聯集團主席黃建
業、美聯集團副主席
黃靜怡、長江實業
（集團）執行委員會
委員兼企業業務發展
部總經理馬勵志、美
聯集團高級董事謝梓
旻，經絡按揭轉介營
運總監張顥曦以及經
絡按揭轉介高級副總
裁曹德明共同主持開
幕儀式。

「味之星．賞評」計劃頒授典禮舉行

■「1881」打造華麗經典音樂盒

為進一步實現助客戶「成就置富人生」的企業承諾，美聯集團業務不斷拓展，位於港島區

核心的全新辦公據點日前正式啟用。該集團旗下多個成員機構，包括經絡按揭轉介、美聯金

融集團、美聯移民顧問、美聯環球等紛紛進駐，攜手為客戶提供一站式綜合理財服務。

「1881」打造
華麗經典音樂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