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患有末期危疾的 「打工仔」 有望提早領取強積金。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管理局建議政府修改強積金條例，若僱員身患末期危疾，只
餘下不足一年的壽命，只要獲發由一名註冊醫生或中醫師簽發的證
明書，可全數提取強積金款項。

本報記者 李家祺

末期病人可提早領強積金
需持中醫或西醫證明書

中秋金多寶巨獎八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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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彩十大一注獨中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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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賽馬會

頭獎獎金（$）

86,112,100

70,962,580

65,235,750

61,711,125

60,224,375

59,028,690

58,188,295

57,415,588

56,990,395

55,906,115

攪珠日期

2012年1月31日

2003年9月12日

2011年3月26日

2006年9月28日

2007年12月22日

2011年7月5日

2003年6月3日

1992年2月11日

2006年1月24日

2006年1月5日

婦人染破傷風危殆

有積金局委員透露，罹患未期疾
病僱員提取強積金的規限應 「宜寬不
宜緊」，利用強積金款項治病更能造
福 「打工仔」。亦有議員認為，修改
法例需時，預料最快明年實行。

積金局董事局昨日通過 「提取強
積金權益檢討工作小組」的建議，建
議政府修改《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日後若僱員罹患末期疾病，而壽
命只餘下一年，只要獲發一名西醫或
中醫簽發的證明書，即可全數獲取戶
口的強積金款項，不用等待六十五歲
的退休年齡即可提取款項用來治病。
同時，局方又建議，容許達至退休年
齡或符合提早退休的僱員，可選擇以
一筆過或分階段形式提取強積金，並
賦權予局方就自願提取強積金的安排
訂明最低標準，包括提取的次數及款
項。

九成諮詢人士支持建議
積金局發言人表示，局方於去年

十二月就提早提取強積金權益進行為
期三個半月的公開諮詢，諮詢人士包
括強積金受託人、專業及業界團體、
工會、監管機構及公眾人士。直至今
年三月尾，共收到二百八十多份意見
書。發言人指，當中有九成回應支持
容許僱員退休時，可分階段提取強積

金權益，或因患上末期疾病提早提取
權益，又指局方會將有關建議提交政
府，並期望與政府、業界以及醫療界
緊密合作，商討執行細節，以便制定
修訂法例建議。

有 「提取強積金權益檢討工作小
組」成員透露，今次建議涉及修改強
積金法例，需要公眾及社會廣泛討論
，期望政府盡快 「開綠燈」通過法例
。他又指，讓身患末期疾病、壽命僅
餘不足一年的僱員，提早提取強積金
的規限應 「宜寬不宜緊」，若僱員只
是盡早提取款項治病，措施可使 「打
工仔」受惠。他又透露，不擔心會有
人亂發醫生證明書，提早提取強積金
，認為局方相信醫生的專業操守，可
作為措施的 「把關者」。

料法例通過需時十個月
工聯會候任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表

示，歡迎積金局向政府提出建議，認
為身患末期危疾的僱員，要等待六十
五歲後退休才提取強積金已失卻意義
，建議可讓僱員盡早提取強積金治病
，更能令僱員受惠。他又指，不擔心
有人會濫用機制，相信醫生的專業判
斷，但他認為，由於建議涉及修改法
例，需要經公眾諮詢及立法會商議，
估計法例通過需時最少十個月。

【本報訊】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一宗破傷風個
案，女患者於九月六日因頸部僵硬和出現普遍性的肌肉痙攣
入住廣華醫院，臨床診斷為破傷風；兩日後因發熱和呼吸窘
迫，轉送深切治療，目前情況危殆。這是衛生防護中心本年
接獲的第三宗破傷風呈報個案。

女患者四十三歲，過往健康紀錄良好，但大腿有一道舊
傷。她最近沒有外遊，起病原因調查仍在進行中。

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表示，破傷風患者通常會因上下顎
和頸部肌肉攣縮而感到疼痛，身軀有時亦會受影響，產生普
遍性的肌肉痙攣。嚴重者不能下嚥或張嘴。破傷風一旦影響
幫助呼吸的肌肉組織便可令病人迅速死亡。

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勞永樂表示，本港的破傷風疫苗
注射計劃基本上很完善，但注射疫苗後只可減低感染的可能
性，將病情的嚴重性降低，但不能完全確保不受感染，市民
亦有機會因 「打漏針」增加染病機會。若傷口被污染，患者
應注射破傷風針及血清加強劑，減低惡化機會。他解釋傷口
深處的氧氣不足，令細菌容易孳生及產生毒素，通常傷口被
泥土污染及在戰爭中受傷，最易感染破傷風。

【本報訊】財政司司長前任政治助理葉根銓本月初出
任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機構傳訊）。他表示，工作上
最大分別，是過往僅限與數名官員共事，現時工作團隊則
多達六萬人，但對新工作仍充滿信心，並對主席胡定旭連
任表示歡迎。

隨着新政府換屆，財政司司長前任政治助理葉根銓曾
表明不會留任。他昨與傳媒茶敘時表示，新工作與政助一
職的最大分別，是醫管局工作團隊，包括各醫院醫護人員
可多達六萬人，但以往工作則只是與數位官員共事。他又
笑言，以往求診時，跟醫生會面時間少之又少，但由於工
作關係，現時不時與醫生會談。

傳媒出身的葉根銓在報業從事多年，曾在《明報》、
《經濟日報》任職，專門負責政治和港聞。二○○七加入
香港賽馬會，任職公共事務經理，至二○○八年獲邀加入
政府，擔任財政司司長政治助理。

財爺前政助過檔醫管局

【本報訊】馬會標榜為史上最強的六合彩中秋金
多寶將於下周二攪珠，如十元一注獨中頭獎，估計可
捧走高達八千萬元，成為六合彩歷史以來最高金多寶
獎金，幸運兒可以過富貴中秋。

今年六合彩中秋金多寶將於九月十八日晚上九時
十五分截止投注。馬會在今次撥出六千萬元金多寶金
額，是六合彩史上最巨額的一次，如十元一注獨中，
頭獎獎金估計可達八千萬元。現有的金多寶頭獎派彩
紀錄是二○○三年的端午金多寶，當時每五元一注派
彩五千八百多萬元。

歷史上最高的一注獨中六合彩獎金出現在今年一
月三十一日，高達八千六百萬。如果在中秋時節有幸
運兒一注獨中八千萬，他將很有可能成為六合彩第二
高的頭獎獎金。

馬會記錄顯示，跑馬地藍塘道投注站及中環士丹
利街的投注站各售出兩張中秋金多寶頭獎獎券，而跑
馬地藍塘道投注站的兩票更在同一年售出，這兩間投
注處可稱得上是中秋金多寶的最幸運投注站。馬會統
計歷年中秋金多寶的攪珠結果，發現號碼七號最為幸
運，共被攪出九次；九、十五、二十八、四十則攪出
七次。

巨獎當前，為方便顧客購票，各場外投注站於九

月十七及十八兩天，分別提早於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及
十一時開始服務。電話投注和互動投住服務時間在十
七日為早上十時四十五分到下午五時十五分，在十八
日則提早到早上六時半，晚上則延遲至九時十五分。

【本報訊】記者夏盧明報道：中
大醫學院在沙田威爾斯醫院設立全港
首個一站式遺傳病門診服務中心，提
供諮詢、風險評估及基因化驗服務，
檢查包括先天性缺陷、發育障礙、復
發性流產等與基因異變有關的疾病。
門診下星期正式投入服務，初步每星
期診斷四名病人。

醫院管理局年初報告指，遺傳科
服務需求量將不斷上升，預期臨床學
家的未來工作量會持續增加。因此，
中大與美國貝勒醫學院攜手合作，為
中大教授及醫管局醫生提供臨床遺傳
病學訓練，並在威爾斯醫院設立全港
首個一站式遺傳病門診服務。

中大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院長陳
偉儀表示，門診採用先進的基因晶片

檢驗方法，該方法相比傳統核型分析
，可額外檢測超過一百種已知嚴重的
基因疾病，另外，基因解像度提升五
十倍，檢查報告可在二至七天取得，
比傳統檢查的十四至二十一天快。

陳偉儀說，一站式服務的優勢是
將評估、諮詢、診斷在同一門診內完
成，目前是香港首間，好處是所有基
因變異疾病都可以在門診檢測，不需
要分科去不同門診，門診將在下星期
正式投入服務，第一個星期診斷四名
病人，診費為一千元再加化驗費，化
驗費因項目不同而異。市民可致電二
六三二六四一二預約和查詢。中大醫
學院婦產科系教授梁德楊表示，預計
在門診投入服務後，胎兒檢查的數量
會增加。

遺傳病中心每周診四人

【本報訊】一名五十七歲本身有長期病患的男子，確診
感染退伍軍人症，現時情況危殆。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日
表示，該名男病人於本周二起出現發燒及呼吸困難的病徵，
同日入住伊利沙伯醫院，其後情況轉差，昨日轉往深切治療
部接受治療。他的尿液樣本對退伍軍人菌屬菌種血清型第一
型抗原體呈陽性反應。他最近沒有外遊，其家居接觸者沒有
出現病徵。這是衛生防護中心今年接獲的第二十三宗退伍軍
人症呈報個案，去年有十七宗。

中年漢染退伍軍人症命危

【本報訊】為防再有人違規興建骨灰龕，行政會議已經批
准，將大埔馬屎洲納入發展審批地區草圖規管，連同鹽田仔等
共四個島合共超過一百○七公頃的土地中，大約一百公頃土地
劃為 「非指定用途」地帶，除了農業用途外，其餘任何用途或
發展均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批准，以凍結發展。

城規會於去年九月制訂鹽田仔及馬屎洲發展審批地區草圖
，經諮詢公眾後，今年七月十三日修訂草圖，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於本月四日核准該草圖。草圖覆蓋鹽田仔、鹽田仔東北
面一個小島、馬屎洲及洋洲合共四個小島，位於吐露港，是船
灣海南面邊緣一部分。馬屎洲與鹽田仔之間有連島沙洲，但只
在潮退時，兩島才會連通。

防止違規興建骨灰龕
鹽田仔的東端擁有清楚展露岩脈群的岩岸，並可看到 「大

埔海組」與 「淺水灣組」的火山凝灰岩之間的不整合現象，連
同地質公園所在的馬屎洲水茫田、連島沙洲及水茫田東北面一
個細小的圓形地區，屬於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一部分。

城規會指出，由於過去數年曾有人涉嫌在馬屎洲的水茫田
，違例進行地盤平整工程及闢設私營骨灰龕，破壞該區的天然
植物及景觀，引起公眾關注，所以有必要管制該區的發展，以
加強保護該區的天然美景和地質價值。

根據鹽田仔及馬屎洲發展審批地區草圖，整體規劃意向是
保育該區具有高景觀及地質價值的地方、保護該區獨特的景貌
，以及保持該區的鄉郊自然特色。

一百點四二公頃土地劃為 「非指定用途」地帶，遍布該四
個小島，主要包括鹽田仔的東北沿岸地區及中部、東北面小島
、洋洲及馬屎洲，但不包括水茫田及水茫田東北面一個細小的
圓形地帶。 「非指定用途」地帶並涵蓋三門仔新村、聯益漁村
和附近建有一些村屋及住用臨時構築物的地區。

至於原先在馬屎洲違規改建私營骨灰龕 「遠福園」，地
政總署於今年四月收回土地，並在現場豎立 「政府土地」告
示。

【本報訊】積金局修改條例後，
病人罹患末期疾病，只要由一名註冊
西醫或註冊中醫簽發證明，即可以此
為由提早全數提取強積金。相關法例
亦訂明，末期疾病是指病人的剩餘預
期壽命不足十二個月。對於診斷病人
的死亡期，中西醫都認為難以確診，
但相信業界有專業操守，條例不會被
濫用。

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認為，要醫
生預測病人的死亡期不合理， 「醫生
不是神仙，點可能預測病人是否十二
個月後死亡？」楊超發贊同積金局允
許危疾病人可以提早拿回強積金，用
於治療費用，但他指現時的醫學不斷
進步，即使是末期癌症，也不能斷定
剩餘壽命。他又認為，現時已有一定
的條例監管醫生的專業操守，不擔心
有人會濫用。

醫學會會長謝鴻興表示，確診病
人的死亡期不易，他原則上同意末期
病患應取回強積金，但對醫生是否需
要負上相關責任表示關心。他指積金
局在諮詢時並未提及醫生若診斷出錯
的相關責任，日後會留意相關的條文
細節。

香港中醫師公會會長關之義承認
判斷病人的死亡期有困難，但認為判
斷只供參考，不擔心被濫用或追究責
任。關之義歡迎積金局承認中醫師的
專業資格，但他認為當局要註冊醫生
或中醫簽發證明，只是參考作用，他
認為業界會憑專業診症，如實判斷，
不會亂開證明。如果病人在十二個月
後未身故，關之義也不擔心當局會追
究醫生責任， 「政府很開明，如果日
後加入相關責任條款，相信會諮詢業
界，定出客觀標準」。

病人壽命難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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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夏盧明報道： 「二○一二台灣咖啡葡
萄節」開幕禮昨日於荷里活廣場舉行，主辦方將於今明兩
天舉辦一系列的台灣旅遊推廣活動，包括台灣咖啡品嘗、
特惠三日兩夜住宿連機票台灣農莊遊、 「打工換宿遊台」
招聘會等。

台灣觀光協會主任王春寶表示，今年觀光局的目標為
吸引一百萬人次港澳遊客到台旅遊，直到八月底，到台旅
客總數已突破四百七十七萬，其中港澳遊客數目達到六十
九萬三千人次，較去年同期增加近三分一。

王春寶在介紹 「打工換宿遊台」招聘會時說，不少年
輕旅客擁有多方面的知識和才能，可以為休閒農莊提出許
多有創意、有活力，有時代脈搏的點子，或者提供更多專
為香港旅客設計的行程節目，有相關才能的香港旅客，可
以替不同農莊工作換取一星期至一個月不等的農場住宿，
相關招聘今日展開。

今日開始，亦有十家旅行社在荷里活廣場設攤，為香
港旅客提供最新的旅遊台灣資訊和優惠。消費者在今天即
可以報名領籌，在正午選購港幣一千一百九十九元的休閒
農莊住宿連機票雙人成行套票，加送暢遊二十家任選指定
遊樂場門票，限量一百套（二百人）。

【本報訊】衛生署指令持牌藥物
批發商賽諾菲安萬特香港有限公司，
基於品質原因，從市面全面回收
Typhim VI傷寒疫苗。該署至今未有
接獲與產品有關的不良反應報告。

批發商昨日通知署方，該藥的法
國生產商 Sanofi Pasteur S.A.表示，
Typhim VI產品出現數個不符合規格
的測試結果，均與抗原含量有關，有
可能影響疫苗的功效。生產商正調查

不及格測試結果的原因。
Typhim VI產品已供應衛生署診

所、私家醫生、私家醫院及藥房，亦
有轉口往澳門。Typhim VI用作預防
傷寒，屬醫生處方藥物，須在藥劑師
監督下才可在註冊藥房售賣。

該署已要求賽諾菲就事件的原
因提供詳細調查報告。批發商已設
立熱線九三一六七二一二解答相關
查詢。

問題傷寒疫苗回收

打工換宿遊台招聘今舉行

米埔自然保護區有新成員
啦！高大的身軀、亮澤啡棕的

毛髮、胸口和腳上幾圈易於辨認的白毛，十歲的牠顯得
雄姿勃發。牠是誰？不就是今年九月才來到米埔的雄性
亞洲水牛！牠害羞，但反應快，而且還不揀飲擇食。這
名適應力超強的新成員與其他兩名 「保育員」── 「小
米」、 「禾木」合作無間，將淡水沼澤打理得井井有條
，但新成員還沒有名字，世界自然基金會現向公眾誠徵
「靚名」，市民可在九月二十八日前把建議提交至基金

會的網站，勝出者不但能獲頒獎狀，更可和三名親友免
費漫步米埔自然保護區，探望獲名的水牛和牠的夥伴。

米埔水牛徵名

▲六合彩中秋金多寶攪珠將於下周二舉行
中通社

◀積金局董事
局昨日通過建
議 政 府 修 改
《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條例》
，容許身患末
期疾病的僱員
提早領取強積
金

資料圖片

▲首個遺傳病門診服務中心，可一站式提供諮詢、風險評估及基因化驗服務
。圖左起為梁德楊、中大醫學院院長及兒科講座教授霍泰輝教授、美國貝勒
醫學院分子與遺傳學系教授Arthur BEAUDET教授，陳偉儀

▲需全面回收藥品為Typhim VI（傷寒疫苗）（註冊編號：HK-36827）
的所有批次產品

最高 31 ℃
最低 24 ℃

大致天晴

澳 門
廣 州
北 京
天 津
濟 南
南 京
上 海
杭 州
福 州
海 口
台 北
首 爾
東 京

中國西部主要城市天氣預測

重 慶
成 都
西 安
昆 明
拉 薩
貴 陽

預測
明朗
天晴
天晴
天晴
天晴
天晴
多雲
天晴
密雲
多雲
驟雨
多雲
多雲

預測
多雲
驟雨
多雲
多雲
驟雨
天晴

最低
22
21
12
18
14
16
21
17
21
24
24
17
25

最低
19
18
13
14
9

10

最高
30
30
26
27
25
25
26
25
27
29
27
24
31

最高
29
26
26
21
21
23

馬尼拉
曼 谷
新加坡
悉 尼
墨爾本
洛杉磯
三藩市
紐 約
溫哥華
多倫多
倫 敦
巴 黎

法蘭克福

蘭 州
西 寧

烏魯木齊
銀 川

呼和浩特
南 寧

預測
毛毛雨
雷暴
雷暴
多雲

毛毛雨
多雲
多雲
天晴
天晴
驟雨
多雲
多雲
多雲

預測
驟雨
多雲
有雨
驟雨
天晴
多雲

最低
25
24
25
10
10
19
13
17
11
16
12
11
8

最低
10
4

14
10
7

18

最高
30
34
32
20
18
30
20
27
20
19
19
21
20

最高
22
19
19
23
20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