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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衛生防護中心昨日開始推出醫管局公院急症
科參與監測計劃，在網上公布四種傳染病在公立醫院的求診
數字，以提升監測傳染病在社區傳播的情況。昨日首次公布
的監察結果顯示，流行性感冒過去四周的求診個案上升大約
一成，其他傳染病的求診個案變化不大。

在新推出的 「急症科傳染病症狀監測系統」下，衛生防
護中心會從公立醫院急症科收集監測數據，匯集成每周報告
，逢星期二公布，四類症狀組別包括流行性感冒病類症狀組
、手足口病症狀組、急性腸道傳染病症狀組和急性結膜炎症
狀組。

根據網頁資料顯示，流行性感冒病類症狀組由上月初的
平均每周二百二十二點六宗，升至上月底的二百四十七點三
宗，升幅約一成一。至於其他組別變化不大。手足口病症狀
組上月初的比率是零點五至零點六宗，上月底是一宗，急性
腸道傳染病則由上月初的九十七點九宗微跌至上月底的
八十九點七宗，急性結膜炎症狀則由十一宗微升至十一
點五宗。

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表示，新系統能加強現有的傳染病
監測系統，並能及時向大眾發出健康警報。

急症科數據參與傳染監測

【本報訊】一名來港公幹英籍漢，在西環干諾道西的下
榻酒店倒斃房間內，其公司同事因無法聯絡他，昨日到酒店
了解揭發事件，警方調查後認為事件無可疑，不排除病發猝
死，真正死因有待剖屍檢驗，屍體由仵工舁往殮房。

客死異鄉的英國男子（四十七歲），在大約一星期前，
因公事抵港，入住干諾道西一五二號一間酒店，但公司同事
在數日前，發覺他沒有再出現，起初不以為意，及後覺得情
況有異，於是到其下榻酒店了解。

昨晨八時許，同事到達酒店拍門但沒人應，聯絡職員後
啟匙入房，赫見該名洋漢在房內昏迷，叫拍俱無反應，立即
報警求助；救護員到場檢查，證實已死亡毋須送院。警員封
鎖現場調查，初步認為事件無可疑，正了解事主有否身體長
期病患，稍後會安排法醫剖屍檢驗死因。於下午二時左右，
仵工到場舁走屍體。

英漢來港公幹暴斃酒店

公主道爆水管 馬路成澤國
【本報訊】何文田公主道昨日清晨有地底水管爆裂，水

如泉湧並夾雜沙泥，附近馬路頓成澤國，警員到場封閉路面
，並通知水務署派員到場搶修。

現場在公主道往紅隧方向近培正道，據悉，出事的水管
直徑八吋，初步估計因為老化問題突然爆裂。事發昨日清晨
六時許，因該條水管爆裂，路面積水逾吋有如澤國，馳至汽
車需要慢駛。警員接報到場，一度將中線及慢線封閉，以便
水務署人員搶修；受封路影響，往紅隧方向交通受阻，初步
估計現場道路，可趕於今日重開。

涉禍輕鐵列車為615號線，由元朗往屯門，車長在意外中並無受傷，但有
十六名男女乘客受傷，需要送院敷治，另一傷者為泥頭車男司機（五十餘歲）
；大部分傷者僅碰撞手腳或頭部，傷勢輕微，但有兩人傷勢較為嚴重。

兩車頭損毀 輕鐵衝前10米
昨日上午十一時五十分，一輛泥頭車沿青山公路洪水橋段馳至路口燈位，

在左轉入田廈路，有一列輕鐵列車駛至，兩車車頭狂撞，發出猛烈響聲，泥頭
車車頭毀爛，男司機受傷被困車廂；輕鐵列車的車頭亦損毀，並衝前十多米始
停下，幸沒有出軌，然而車廂內大批乘客猝不及防，無論站立或坐着，有多人
失平衡跌倒，部分撞傷頭部及手腳，驚叫聲此起彼落，情況相當混亂。

消防處接獲報告，出動多輛救護車到場救援，同時派出一輛流動救援醫療
車到場，即場了解傷者情況，安排分流處理，部分傷者需消防員與救護員抬出
車廂。經過即場包紮及敷治，最後有十七名男女傷者，不少屬長者及小童，分
別送往屯門醫院及博愛醫院敷治。

大批乘客失平衡墮地
其中一名輕鐵乘客古先生（約五十歲），當時正與妻子坐車往屯門區，撞

車後他嘴部受傷，其妻子亦腳部扭傷，需救護人員擔架床抬出列車。他表示，
相撞時聽到兩下撞擊巨響，車廂內大批站着或坐着乘客，紛紛失去平衡墮地，
驚叫聲不絕於耳情況混亂，幸消防員及救護車很快到場拯救。

警方事後封閉現場一段路面，調查意外原因，正了解是否涉及有人衝燈肇
禍，泥頭車稍後拖往驗車中心檢驗，涉禍列車經港鐵工程人員檢查後，駛回車
廠維修。

受事件影響，有四條途經現場路段的輕鐵路線，被迫暫停服務，包括610
、614、615及751線，期間港鐵需安排多輛接駁巴士，協助疏導受影響乘客。
在下午一時許，現場解封後交通恢復正常。

【本報訊】天水圍俊宏軒一單位昨晨 「煲燶湯」
火警，意外揭發獨留兒童在家事件。一名十二歲女童
開爐煲湯飲時睡着，以致廚房冒出濃煙險失火，幸有
保安員發現報警，由消防員破門撲熄。女童幸無受傷
，其任職清潔工在外上班的母親，因涉嫌疏忽照顧兒
童罪被捕。學童放復活節長假被獨留在家事件，已是
連續兩日第二宗。

險釀火燒屋驚魂的女童姓郭（十二歲），和父母
及胞姊一家四口，住在俊宏軒第七座一個單位，她在
區內一間小學讀六年級，胞姊（十五歲）讀中學。被
捕母親姓左（四十歲），是男戶主（約六十歲）第二

任妻子，從內地移居香港約一年。男戶主長期在上海
工作，平日僅得三母女在家。母親任職清潔工，平日
返工朝六晚八，工作時間相當長；女兒近日放復活節
長假期，她亦無暇相伴。

昨晨九時許，女童父母皆已返工，胞姊亦有事外
出，剩下她一人在家，她在廚房啟爐，打算煲熱湯水
飲用，期間卻被睡魔寵召，竟倒頭 「大覺瞓」，渾然
忘卻爐頭仍開着，結果煲燶湯冒出大量濃煙。

保安巡樓發覺起火
期間大廈一名姓李保安員（三十二歲）例行巡樓

，發覺該單位冒煙失火，因拍門無人應，立即報警求
助。消防員接報趕到，破門入屋撲救，迅速將火救熄
，廚房損毀輕微，但發現女童一人在家，她幸沒有受
傷，但懷疑涉及獨留兒童疏忽照顧。

警員跟進事件，聯絡正在外面上班的母親返家助
查，經了解情況後，以涉嫌疏忽照顧兒童罪將她拘捕
帶署，稍後准以保釋。

社會福利署發言人表示，有關今次個案，綜合家
庭服務中心會與警方聯繫，了解該家庭的福利需要，
提供適切服務。家長如未能照顧年幼子女，應事先安
排親友、鄰居等幫忙。

前日在葵涌葵福路一幢工廈，一名九歲女童被母
親獨留在單位內，因感到害怕報警，在附近大廈開工
的母親，涉嫌疏忽照顧罪被捕。

衝急症費用擬增至九萬
【本報訊】政府最快於本月內公布內地孕婦來港分娩配

額，並提高非本地孕婦衝急症室分娩的收費。有消息稱，醫
院管理局建議將衝急症室收費大幅增加一倍，達至九萬多元
，以收阻嚇作用，紓緩公立醫院的壓力，但對已預約登記個
案則傾向不加價。

據了解，醫管局經參考全港私家醫院分娩服務收費水平
後，就內地孕婦衝急症室收費加價，向政府提交數個建議方
案，包括由現時的四萬八千元增加一倍達至九萬多元。至於
已預約個案，考慮到現時三萬九千元的收費已經收回成本，
而且這類個案未對公營醫療體系造成重大衝擊，因此傾向維
持現時收費。所有建議有待政府研究是否再調整，暫無最終
決定。

香港產科服務關注組成員梁德揚認為，收費加價一倍後
，貼近私家醫院水平，相信對內地孕婦尤其是雙非孕婦，具
阻嚇作用。

他指出，雙非孕婦很多是只向私家醫院支付訂金，以取
得入境紙，但不會真的到私家醫院分娩，反而會衝公立醫院
急症室，三萬九千元收費加支付私家醫院的一萬多元訂金，
仍然便宜過到私家醫院分娩， 「你（公立醫院）唔收番私家
個價錢，其實係阻嚇唔到呢班人」，他稱。

不過他表示，若公立醫院明年落實全面停收內地孕婦，
對經濟能力有限的港人丈夫內地妻子家庭而言，在香港分娩
將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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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獎：0.5注中，每注派49,104,610元
二獎：2.5注中，每注派2,147,280元
三獎：121注中，每注派118,300元
多寶獎金：24,552,305元

【本報訊】日本進口食品又再發現含輻射！食物
安全中心昨日公布，一個在太古城Apita超級市場抽
取的靜岡縣綠茶葉樣本，經檢測發現含有微量輻射，
但評估認為就算是每日飲用十四克該款綠茶葉沖泡的
茶，也不會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商戶已自願停售和
安排退換受影響批次產品。

該綠茶葉的產品名稱為Tokan Maruko Yabuk Ta
Ban Cha（Green Tea），生產商是丸幸製茶株式會社
，來源地為日本靜岡縣，產品是四百克包裝，最佳食
用限期為今年七月二十九日，食安中心是於上周三即

上月二十八日，透過恆常食物監察計劃，從太古城
Apita超級市場抽取該綠茶葉樣本檢測。

檢測結果顯示，該樣本每公斤含十一貝可的銫
134 及十九貝可的銫 137，但沒有超出《食品法典委
員會》指引每公斤一千貝可的限值。

食安中心發言人稱，根據膳食暴露評估，即使是
消費量高的市民，即每天飲用大約十四克茶葉，從飲
用該款綠茶葉樣本所沖泡的茶，持續飲用一年，所接
受的銫134及銫137內輻射劑量，約為零點零零二四
毫希，遠低過接受一次胸肺 X 光檢查的輻射劑量即

大約零點零五毫希，故此不會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
食安中心已即時聯絡入口商暨零售商，該商戶已

自願停售和安排退換受影響批次產品，並設立熱線
28850331，供查詢退換有關產品的事宜。中心發言人
強調，飲用有關產品不會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但市
民如有顧慮，可選擇不飲用受影響批次產品。

鑑於日本去年三月發生地震後引發福島核電站事
故，食安中心自去年三月十二日起，加強在進口、批
發和零售層面對日本進口食品進行針對性的輻射檢測
。食環署署長亦於去年三月二十三日根據《公眾衛生
及市政條例》發出命令，禁止日本其中受影響的五個
縣，包括福島、茨城、栃木、千葉及群馬的若干鮮活
食品、奶和奶類飲品、奶粉進口香港。命令至今仍然
有效。

爭執多次 澳男竟買兇殺人
【本報訊】澳門司警偵破今年一月黑沙環福海花園二手

車車行東主被殺案，拘捕兩名本地生意合夥人及一名 「刀手
」。涉案者疑與死者經營理念不同，多次發生爭執，最終動
殺機買兇殺人，令車行東主身中廿多刀慘死。司警調查時在
廣東省公安廳配合下揭發另一宗買兇殺人案，涉案者疑欠下
百萬巨債無力償還，前日下午計劃在台山區斬殺女債主，並
企圖縱火毀滅證據。司警根據線索前日分別在澳門三處埋伏
，追捕過程中有警員遇襲，三人最終落網，不排除仍有人在逃。

被捕三名男子分別姓葉，廿四歲，賭場帳房職員；姓鄧
，廿四歲，無業，均為澳門居民，該兩人為好友；疑行兇
「刀手」姓吳，廿八歲，河南人。各人分別涉犯罪集團、加

重殺人、縱火、抗拒及脅迫、禁用武器、非法入境、協助非
法入境等罪名被移交檢察院處理。

今年一月十日下午，黑沙環斜路 「車主國際汽車交易中
心」二手車行三十九歲姓倪男東主，被人在店內持刀亂捅，
頭、頸和腹部中廿多刀，倒臥血泊，其兄長返店發現報警。
倪某被送院搶救無效身亡。

【本報訊】屯門青山公路與田廈路交界，昨晨發生泥頭車
與輕鐵相撞意外，兩車皆車頭損毀，輕鐵更衝前十多米始停下
，車廂內乘客東歪西倒，包括泥頭車司機及輕鐵乘客，共十七
人受傷送院，當中兩人傷勢嚴重。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包括
是否有人衝燈闖禍。

女童被獨留在家 開爐煲湯險燒屋

輕鐵與其他車輛相撞事件表

2011.08.09

2011.05.30

2011.05.08

2010.02.19

一輛私家車沿屯門亦
園路行駛時，被轉彎
馳至輕鐵攔腰狂撼，
女司機重創不治。
一列沒載客回廠輕鐵
，在龍門路攔腰撞向
一輛專線小巴，4名
小巴乘客受傷。
在天水圍天城路十字
路口，一列輕鐵遭貨
櫃車攔腰撞至出軌，
23 人受傷；車禍中
有架空電纜移位及路
軌損毀。
一列輕鐵在屯門鄉事
會路與的士相撞，並
引致附近3車相撞，
共4人受傷。

▲泥頭車與輕鐵相撞，兩車皆車頭損毀，輕
鐵更衝前十多米始停下
▼消防處出動多輛救護車到場救援，同時派
出一輛流動救援醫療車到場救治傷者

日進口綠茶含微量輻射

免除流產風險 每次檢查費八千

無創測唐氏症 中大首推
唐氏兒童有智力發育障礙和獨特的外觀，亦可能會有

先天性心臟病等結構異常。本港目前平均每八百名孕婦的
胎兒當中，便會有一個患有唐氏綜合症。現行的產前篩查
以孕婦年齡、胎兒超聲波掃描及孕婦血液激素測試為標準
，約百分之五的妊娠個案會被標籤為 「高風險」並轉介考
慮做入侵性的產前檢測。以往是用 「抽羊水」或絨毛取樣
，即抽取胎盤中的一些細胞樣本，進行檢測，但有一定風
險，大約百分之零點五至一的孕婦會引致流產。

中大醫學院李嘉誠醫學講座教授兼化學病理學系系主
任盧煜明，早前研究發現胎兒會釋放DNA到母親的血漿
。 「敏兒安 T21」以此研究為基礎，採用先進的 DNA測
序技術，直接從母親的血液樣本進行分析以檢測唐氏綜合
症，準確率達到九成九。孕婦懷孕十周即可以進行診斷，
收費約八千元，抽血後兩至三星期後會知道結果，內地或
本地孕婦均可接受測試。盧煜明提醒，一些極為特殊的案
例可能會導致結果誤差，如多胞胎等。

有望納公院常規服務
盧煜明表示，此技術在去年年底率先在香港和美國應

用於臨床服務，中大目前與幾間私家醫院已經進行合作，
在中大產前診斷單位、養和醫院、仁安醫院、浸會醫院及
一些婦產科醫療機構已經開始使用此項測試服務，但是受
理個案必須由婦產科醫生轉介，認為是高風險個案才會進
行測試。盧煜明亦透露，目前中大正積極與醫管局商討，
希望公立醫院將此檢查納入常規服務範圍，免費為高危孕
婦進行測試。

盧煜明指出，中大去年底才開始推出此服務，但他們
知道有私家醫生去年六月已經推出假冒服務，樣本並非送
往中大認可的化驗室。而據他們了解，有醫生已經進行二
萬個測試，更聲稱作研究用途，會考慮採取法律行動。他
們又提醒病人若有意接受診斷，須問清楚樣本是否送到中
大進行測試，若不是則有機會屬假冒。

【本報訊】中大
化學病理學系最近推
出一項名為 「敏兒安
T21」 無創性唐氏綜合
症產前服務，抽血即
可檢查嬰兒有否唐氏
綜合症，免除孕婦因
受入侵式檢測而流產
的風險。該服務每次
檢查費用約八千元，
中大表示正與醫管局
商討，希望公立醫院
將此檢查納入常規服
務範圍，免費為高危
孕婦進行測試。

▲何文田公主道昨日清晨有地底水管爆裂，附近馬路頓
成澤國

▲中大推出無創唐氏綜合症產前診斷，促醫管局列入免費服務項目 本報記者夏盧明攝

▲ 盧煜明介紹 「敏兒安T21」 無創性
唐氏綜合症產前診斷的臨床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