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食物安全中心一項食物中
含懷疑致癌物質 「氯丙二醇脂肪酸酯」 的
研究顯示，市民經常食用的餅乾、食油及
油脂、零食、中式餅食的含量，為十四類
受化驗食物中的前列。食安中心雖然推算
市民攝取的氯丙二醇脂肪酸酯仍不足以構
成影響，但依然建議市民保持均衡飲食，
避免過多進食含該類物質的食品，尤其是
精煉食油，因在化驗中發現近年流行的葡
萄籽食油含該類物質的平均量高達每公斤
一千二百微克，為各類樣本之冠。

餅乾含疑致癌物最高
專家稱屬慢性毒素 籲均衡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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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含氯丙二醇脂肪酸酯化驗結果

名稱

早點穀類食物

麵食

餅乾

肉類及其製成品

家禽及其製成品

魚類及其製成品

果仁

食油及油脂

臘腸及香腸

小食

麵包

中式餅食

乳酪製品

湯類

資料來源：食物安全中心

#數值：微克／每公斤

樣本
數量

20

20

25

30

15

15

15

20

15

25

35

20

15

20

平均值
#

7

53

440

19

23

77

0

390

75

270

120

270

17

12

最低
含量#

0

0

50

0

0

0

0

0

0

9

0

0

0

0

最高
含量#

43

210

560

280

160

280

0

2500

490

1000

410

1200

230

61

食物安全中心昨公布一項肉類、乳酪及肉類製品
含硝酸鹽及亞硝酸鹽調查報告，五百個抽查樣本中，
一個來自澳洲的芝士樣本被檢出含量超出規定的一點
四倍，中心已要求進口商即時停售及回收有關產品。

長期服用增患癌風險

硝酸鹽及亞硝酸鹽有防腐作用，過往廣泛應用於
醃製肉類和乳酪中，部分鮮肉檔亦有添加，防止生肉
變壞，但長期服用該等化學物質會增加患癌風險，且
會使葡萄糖六磷酸去氫酵素缺乏症患者出現 「正鐵血
紅蛋白血症」，嚴重者可致命，而根據《食物內防腐
劑規例》，已全面禁止在新鮮、冰鮮及冷藏肉類添加
硝酸鹽及亞硝酸鹽，而醃製及乳酪食品含量亦不能超
過百萬分之十，否則一經定罪，可判罰款五萬元及監
禁半年。

食安中心今年八月和九月於超市、雜貨店、食肆
及街市等零售點共抽取五百個新鮮、冰鮮、冷藏鮮肉
，以及火腿、煙肉、點心、燒味、乳酪和罐頭等肉奶
類製成品進行化驗，結果在一個澳洲進口芝士樣本檢
出含有百分之二十四的亞硝酸鈉，超出法例規定的一
點四倍。

中心發言人表示，亞硝酸鹽是低毒性物質，一般
情況下食用超標的芝士不會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不
過中心隨即就該樣本作出跟進，包括要求有關商戶停
售及銷毀有問題食品、發出警告信及通知澳洲有關當
局；如發現涉事商戶恢復出售同樣產品，會再抽取樣
本化驗。

一款澳洲芝士亞硝酸鈉超標

【本報訊】曾前往沙特阿拉伯王國的一名男子，早前出
現發燒、咳嗽及呼吸困難，一度被懷疑染上新型冠狀病毒，
被送瑪嘉烈醫院治療，及後抽取鼻咽分泌及咽喉樣本化驗，
證實對該病毒呈陰性反應，虛驚一場。

該名五十九歲男子，患有長期病患，於上月九日前往沙
特吉達，其後曾到麥地那及麥加，本月一日返港。病人於逗
留沙特阿拉伯王國期間，並沒有接觸野生動物，而其外遊同
行者及家居接觸者沒有出現病徵。

該名病人前日返港後，出現發燒、咳嗽及呼吸困難情況
，被送往瑪嘉烈醫院急症室治療，其後被安排入住隔離病房
，及後抽取鼻咽分泌及咽喉樣本化驗，證實對該病毒呈陰性
反應，但目前仍留院治療，情況穩定。

沙特漢證非染新型冠狀病毒

【本報訊】記者夏盧明報道：聖雅各福群會推出藥物資
助及病人關顧計劃，幫助患有神經內分泌腫瘤的夾心階層病
人，首階段資助總額為一百萬元，協助二十位病人進行兩期
的口服多激酶抑制劑治療，平均每人可獲五萬元資助。

聖雅各福群會企業拓展（協作）經理岑智榮表示，現時
政府關愛基金對服用多激酶抑制劑的病人作有限度資助，未
能惠及夾心階層，但患神經內分泌腫瘤病者在過去一段時間
倍增，故該會推出資助項目，接受家庭資產額介乎三十萬至
一百萬元的患者申請。

多激酶抑制劑售價非常昂貴，每一療程藥費達二萬五千
元，如取得聖雅各福群會的資助，即可免費接受兩個療程。

外科專科醫生盧寵猷醫生表示，經內分泌腫瘤個案在近
幾年間上升一倍，加上其病徵不明顯，容易與其他疾病混淆
，導致延醫。一旦不幸確診患上胰腺神經內分泌腫瘤，最先
考慮的治療方法為外科手術，包括部分切除及全部切除；部
分病人亦可接受化療或區域性治療。不過，若腫瘤太大或已
擴散，病人可能未必適合接受手術，需改用藥物控制病情。

瑪麗醫院內科腫瘤科醫生梁澄宇說，研究顯示口服多激
酶抑制劑，能有效延長病人無惡性存活期約半年，生活質素
亦有所提升，是胰腺神經內分泌腫瘤治療的一大突破。與其
他藥物一樣，口服多激酶抑制劑會導致一定副作用，包括腹
瀉、噁心、乏力、嘔吐、暈眩及手足症候群等，但均可利用
不同方法紓緩，減輕病人不適。

【本報訊】記者夏盧明報道：六十歲的義肢勇士
馮錦雄去年首次參加毅行者，雖然天氣惡劣，但他心
懷 「當你想放棄，不如再行多一步」的信念，最終用
了二十九個半小時完成了全程。今年他再戰毅行者，

立志在二十六個小時內完成，將 「老者不弱，殘者愈
強」的正能量帶給一眾殘障人士。

一百公里山路高低跌蕩，對一個健全的人來說，
要走畢全程已非易事，對於左膝半呎以下、腳長和腳
踝因車禍被切除的殘障人士馮錦雄來說，更是一個超
乎想像的挑戰。

「走下去，就行了。」去年馮錦雄抱着堅定的信
念參加的毅行者，雖然平時有做開運動，但卻從來沒
有走過這麼長的路程，這對他來說是一個怎樣的挑戰
呢？

最終馮錦雄和太太以及兩名義肢矯形師組成了隊
伍，風雨無阻的進行頻密的行山操練，甚至在放工途
中都行山操練。太太的鼎力支持，使他堅持了下來，
不同於其他殘障人士，馮錦雄在訓練和比賽中都沒有
使用枴杖，但是他卻是 「手中無杖、心中有杖」，太
太就是他心中最可靠的枴杖。

到底殘障人士行山比正常人困難多少？馮錦雄頗
輕鬆地說： 「難三分之一吧」。他解釋道，義肢不像
腳掌能全部着地，遇到有突出的石頭時，因為受力面
積小，身體很容易失去平衡摔倒，所以較正常人要多

費氣力來維持平衡。
去年毅行者活動當日，他經歷了反覆無常的天氣

、遍地泥濘的山路，不但耐力發揮至極限，小腿亦長
滿了水泡，但他和隊員都沒有放棄，沉着應對一項又
一項挑戰，最終在二十九個半小時走畢一百公里，今
年他捲土重來，更希望能在二十六小時之內完成。

謝廷駿父兄組隊參加
菲律賓人質事件中殉職領隊謝廷駿的胞兄謝志堅

，今年首次與爸爸謝漢明及胞弟謝志恆一起組隊參與
毅行者。謝志堅表示，毅行者的精神，猶如人生一樣
，面前的環境雖不可預測，但只要本着一個信念，繼
續堅持走下去，最終定必可完成！

樂施毅行者籌委會主席陳智思表示，今年 「樂施
毅行者」將於本月十六至十八日舉行，約四千八百名
男、女健兒，將組成一千二百支四人隊伍參與。目標
是籌得港幣三千萬元的款項，以支持樂施會在世界各
地推行的扶貧救災及倡議項目，協助貧窮人脫貧自立
。活動起點為西貢北潭涌，終點設於元朗保良局賽馬
會大棠度假村。

團體推藥物資助關顧基層 六旬義肢勇士再戰毅行者

目前國際上對 「氯丙二醇脂肪酸酯（下稱 「脂肪
酸酯」）」的科學資料尚未有定論，但對其關注乃基
於這種物質在人體胃腸道消化過程中，可能釋出另一
種有毒的氯丙二醇。

食安中心發言人表示： 「現時雖然沒有資料顯示
氯丙二醇會令人體致癌，但卻有足夠證據顯示這種物
質令實驗室動物產生腫瘤，故國際癌症研究機構把氯
丙二醇列為第2B組物質，即或可能令人類患癌的物
質。另外，氯丙二醇亦會影響大鼠的腎臟、中樞神經
系統及雄性大鼠的生殖系統。」

發言人續稱，二○一○年，食品中污染物法典委
員會把 「脂肪酸酯」列為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
界衛生組織聯合食品添加劑專家委員會優先處理的項
目，以評估其毒性。食安中心作為指定的世界衛生組
織食物中化學物風險分析合作中心，遂在一一至一二
年間進行有關 「脂肪酸酯」的研究，以便向世界衛生
組織提供 「脂肪酸酯」在本地食物中含量的概況，及
評估其對本地消費者所構成的潛在健康風險。

抽驗十四類食品三百樣本
該研究集中檢測據報 「脂肪酸酯」含量較高的食

物。研究抽取十四類食品共三百個樣本。結果顯示餅
乾、食油和油脂、零食、中式餅食四類食品的 「脂肪
酸酯」平均含量，依次為每公斤四百四十、三百九十
、二百七十及二百七十微克，遠高於其餘的十類食品
（見附表一），其中食油和油脂類中的葡萄籽油的含
量更高踞各類食物之冠，平均值是一千二百微克，而
其中一個樣本的含量更高達二千五百微克。

中心同時採用○五至○七年香港市民食物消費量
調查的食費量數據，評估本地市民的 「脂肪酸酯」攝
入量。結果顯示，攝入量一般的成年人從膳食攝入
「脂肪酸酯」的分量為每日每公斤體重零點二微克，

而攝入量高的則為每日每公斤體重零點五三微克。
發言人說： 「專家委員會把氯丙二醇的暫定最高

每日可容忍攝入量定為每公斤體重兩微克。假設 『脂
肪酸酯』在成人胃腸道內會完全被水解及釋出有毒的
氯丙二醇，攝入量一般和攝入量高的成年人的氯丙二
醇攝入量分別相等於暫定最高每日可容忍攝入量的百
分之十及二十六，遠低於有關可容忍攝入量。」

他補充，根據研究結果，單從食物中攝取 「脂肪
酸酯」的分量而言，目前沒有充分的理據支持需改變
市民現有的基本健康飲食習慣，但市民應保持均衡及
多元化的飲食，包括進食多種蔬果，由於精煉食油據

報是氯丙二醇脂肪酸酯的其中一個主要來源，消費者
可減少進食油脂，以便進一步降低氯丙二醇脂肪酸酯
的攝入量。

市民應多吃低脂食物
對於食安中心認為現時市民攝取 「脂肪酸酯」的

分量，未足以產生構成對人體影響的氯丙二醇，香港
營養學會候任會長張智良亦表示，氯丙二醇是 「慢性
毒素」，並非急性， 「不是有一日食超過上限就會死
」，是以數月，甚至年計，每天進食超出上限方有致
癌風險。

他也謂，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將氯丙二醇列為 2B
組物質，即不排除對有人體致癌風險，認為市民毋須
恐慌，並呼籲市民多吃低脂肪食物，政府亦可為食物
生產商提供資源和資訊，如何可減低食物製造過程中
釋出氯丙二醇，譬如改變食物配方，或改變高溫處理
方式等。

【本報訊】衛生署呼籲市民不要購買或服用一種名為
「酷秀靶向減肥丸」的減肥產品，因為該產品含有未標示及

被禁用西藥 「西布曲明」及 「酚酞」，服後可能危害健康。
事件始於一名曾服用上述減肥產品的十八歲女病人，她

透過互聯網購入名為 「酷秀靶向減肥丸」服用，其後出現精
神問題，於十月十七日到將軍澳醫院求醫，初步診治疑其出
現妄想被迫害的精神病徵狀，結果留院近十日接受治療。

衛生署接獲醫管局報告後即時展開調查，相信女病人的
精神徵狀是由藥物引致，經化驗後，顯示 「酷秀靶向減肥丸
」含有兩種受管制的西藥 「西布曲明」和 「酚酞」，但包裝
盒上未有標示。

衛生署發言人表示， 「西布曲明」屬第一部毒藥，曾是
一種用於抑壓食慾的西藥。由於該藥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風
險，因此自二○一○年起，含 「西布曲明」的產品已被禁止
在香港使用。 「酚酞」曾用作治療便秘，但因可能致癌而亦
被禁止在香港使用。

婦服減肥丸現妄想被迫害

【 本 報 訊 】 十 二 人 在 尖 東 科 學 館 道 唯 港 薈 酒 店
（Hotel Icon）的餐廳The Market進食後，懷疑食物中毒
，當中八人曾求診，但不需要入院。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正
調查個案，呼籲市民保持個人、食物及環境衛生，以預防經
由食物傳播的疾病。

十二人先後於十一月三日在The Market晚膳，第一宗
個案涉及一男三女，年齡介乎十六至四十三歲，約二十五至
四十一小時後陸續出現腸胃炎徵狀，包括腹瀉、噁心、腹痛
和發燒。他們曾求診，但不需要入院。另一宗涉及兩男六女
，年齡分別是二十七至三十九歲。他們約三十六至六十六小
時後陸續出現類似的徵狀。其中四人曾求診，亦毋須入院。
全部受影響人士均情況穩定。

尖東酒店進餐 12食客中毒

氯丙二醇脂肪酸酯含量較高食物

食品

※餅乾類

芝士餅

梳打餅

夾心餅

威化餅

朱古力餅

消化餅

※油類

牛油

花生油

粟米油

橄欖油

油菜籽油

葡萄籽油

※零食

薯條、薯餅

薯片

蝦條

資料來源：食物安全中心

樣本數目

2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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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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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8

10

4

氯丙二醇脂肪酸酯含量
（微克／每公斤）

280至800

200至850

200至690

50至610

130至440

650至720

沒有

500至650

120至470

250至640

100至130

390至2500

37至300

22至660

9至500

【本報訊】被停牌西醫蕭定榮日前涉嫌在美容中心
First Clinic 為顧客注射肉毒桿菌素，被警方拘捕，當局被
質疑無公布蕭定榮和美容中心名字，在傳媒自行追查下才披
露於公眾。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稱，由於被捕人士仍
未被落案，不能假設他已有罪，擔心影響司法程序公義，所
以決定不公開，當局會與律政司尋求共識制訂公布指引。

高永文表示，衛生署與警方日前採取聯合行動，在旺角
一間美容中心拘捕一男一女，其中一人並非註冊西醫，涉嫌
無牌行醫。警方仍在調查，暫時未知有多少顧客曾光顧。高
永文又說，明白公眾希望當局公開被捕人士的身份，以減低
公眾受害機會，但當局需要考慮司法程序公義以及對公眾的
保障，兩者需要取得平衡，這亦是一個兩難，當局會與律政
司研究訂立清晰可靠的指引，讓當局決定在什麼情況下公開
被捕者的身份。

立法會醫學界議員梁家騮指，事件涉及公共健康，因為
事件中所用藥物並無註冊，是危險而且可以致命，又未知機
構背後有無其他無牌醫生仍在工作，當局應公開涉案的店舖
名字，保障公共健康。

First Clinic疑訛稱入圍名牌
另方面，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昨日發表澄清聲明稱，

「First Clinic 亞太眼部醫學治療中心」在其官方網站訛稱
，曾獲香港品牌發展局提名入圍今年 「香港名牌選舉」，並
擅自使用 「香港品牌發展局」的註冊商標，乃觸犯香港法例
的侵權行為。該局已發函有關公司作出警告，並交由警方着
手調查，及對事件保留進一步追究責任的權利。

聲明稱，根據香港品牌發展局資料顯示，該局從未邀請
First Clinic 參加轄下任何活動，亦從未因任何事項主動接
觸有關公司。而且 「香港名牌選舉」專門為產品品牌而設，
並不會接受任何服務品牌參賽，且選舉採取自由報名制，並
無提名安排。

不公布涉違規美容店
高永文：為免影響司法

◀▲食油及零食的 「氯丙二醇脂肪
酸酯」 含量，為十四類受化驗食物
中的前列

▲餅乾類的 「氯丙二醇脂肪酸酯」 含量高

▲硝酸鹽及亞硝酸鹽有防腐作用，部分鮮肉檔亦
有添加，防止生肉變壞 資料圖片

▶聖雅各福
群會推出神
經內分泌腫
瘤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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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錦雄（中）表示，多得太太（右）在人生路
及毅行路上的支持，他希望今年再與太太及同樣
經歷截肢的隊友林國樑（左）一起完成今年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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