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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球當糖食 4人中毒
有香味外形似易混淆 老幼亦誤服入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家居陷阱多，

港鐵「生日全日通」料年惠 萬人

■楊美珍宣佈港鐵推出「開心搭‧生日獎」活動。
港鐵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鐵公司將於 4
月起推出為期一年的新優惠，每月抽出一天為中
獎日，於當天生日的香港特區市民，可獲得特別
版全日通車票一張，免費任搭港鐵大部分路線一
天，以及一張面值 50 元的現金券，可到港鐵管
理的商場消費，預計活動可令 20 萬人受惠。不
過，有乘客受訪時認為，港鐵直接減車費更實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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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22日「首抽」 送50元禮券

港鐵趁昨日年初七「人日」，宣佈推出「開心
搭．生日獎」活動，會於每月抽出下月其中一天
為中獎日期，凡香港身份證持有人於該中獎日期
生日，可獲贈生日獎一份，獎品包括商戶優惠券
及一張特別設計的「Happy Birthday 全日通」車
票，使用後可作收藏。得獎者可由車票發出日起
的一個月內任何一天，免費無限次乘搭港鐵本地
車程；以及一張50元港鐵商場現金禮券。
港鐵商務總監楊美珍表示，首次抽獎於下月 22
日舉行，港鐵會於 25 日或之前，在報章及港鐵網
頁刊登被抽出的中獎日期，4 月生日中獎者，可
於當月內任何一個星期日上午 11 時至下午 6 時，
到大部分港鐵站內的特設換領處，或於平日相同
時間，到紅磡站旅客服務中心換領生日獎。
楊美珍指出，優惠不限年齡，全日通亦不會限
量派發，初步估計，一年約有 20 萬市民受惠。至
於提供優惠耗資多少，暫未能估計，而現時旅客
全日通一張售 65 元，按此推算，活動涉及車費優
惠約值1,300萬元。
被問及優惠是否要「中和」稍後調整票價的影
響，楊美珍指，港鐵不時會推出不同優惠，票價
調整仍未有相關數據，另外車費「可加可減」機
制檢討亦未有時間表。

類別
死亡人數
藥物
17人
一氧化碳
3人
腐蝕劑
3人
家居清潔劑
3人
除害劑/農藥
2人
濫用藥物
2人
其他
1人
總數
31人
資料來源：中毒諮詢中心
製表：趙虹

心日前公佈去年中毒入院個案，可分析中毒個
案共有 3,960 宗，較上年度上升 8%，當中 31
人死亡。中心亦首次接獲 4 宗誤服洗衣球而中
毒入院的個案，以及一宗誤飲洗爐頭水個案，
前者嚴重可引致肺炎，後者更會出現腸胃出血
或休克，甚至有食道收窄後遺症。中心指，
洗衣球外形設計與糖果相似，易混淆且難察
覺；而洗爐頭水顏色透明，若以普通膠樽盛
載，或令家中成員誤以為可飲用而中招，呼籲

■劉飛龍(右)指，誤服洗衣球可引
致肺炎。左為陳耀祥。 趙虹 攝

市民做好家居安全措施。
毒諮詢中心日前舉行 2015 年結記者會，公佈去
中年中毒入院個案。為鼓勵公院醫生上報疑似中

毒個案，中心去年推行獎勵計劃及加強宣傳，共接獲
3,960 宗可供分析的中毒個案，較上年度（3,622 宗）
上升逾 8%，當中有 18 男 13 女，共 31 人死亡，病情
嚴重個案則有139宗。
中心亦首次接獲 4 宗誤服洗衣球而中毒入院個案，
年齡由 10 個月大至 63 歲不等。誤服者中，有一名 10
個月大女嬰及一名 6 歲男童，他們均不知通過什麼途
徑獲取並服食外形酷似啫喱糖、顏色鮮艷的洗衣球。
誤服者不單局限於年幼不懂事的兒童，更有兩名 63
歲的男女誤以為是糖果而服食。
中心總監劉飛龍指出，雖然 4 宗個案的當事人均未
有大礙，只須到急症室觀察情況，以及輔以支援性治
療，但洗衣球外層水溶性，遇液體會溶解並釋出內裡

的洗衣液，刺激誤服者喉嚨，引起嘔吐，嚴重更可引
起肺炎。

膠樽載洗爐頭水易中招

過節易與過年糖果混淆

劉飛龍透露，該洗爐頭水屬 5 公斤裝，顏色透明，
因價錢便宜且清潔力度強勁，常有親朋好友分拆彼此
分享，但普遍只以普通膠樽盛載，加上未有貼上提示
標誌，因而令家中成員誤以為可飲用而中招。
另外，中心向公眾提供簡單急救小提示。中心副
顧問醫生陳耀祥指，若誤飲洗爐頭水等腐蝕性高液
體，應於半小時內飲用一杯 100 毫升至 200 毫升清
水，以收清洗、中和等急救作用。然而，劉飛龍提
醒，該方法不可應用於所有誤服場合，誤服洗衣球
者若飲用清水，或會「滿嘴是泡」，嚴重的更會泡
沫入肺。他又呼籲，市民若誤服化學品等危險品，
不要企圖自行灌水洗胃，否則落得個「灌到嘔或肺
炎」。

劉飛龍續說，洗衣球具香味，設計可愛，且與糖果
外形相似，直言過時過節時，就算與過年糖果混淆亦
難察覺，建議市民加緊留意。
中心亦接獲一宗誤飲洗爐頭水個案。去年 3 月，一
名 3 歲男童誤飲氫氧化鈉濃度達 17%、工業用的洗爐
頭水。雖然該名男童飲用一啖，即感灼熱而吐出，但
已傷及口腔，須留醫觀察一周。劉飛龍指，洗爐頭水
與普通洗潔精不同，主要對付頑固污跡污垢，腐蝕性
極高，入腸道會即時引致肚痛、嘔吐症狀，甚至出現
腸胃出血或休克情況，嚴重的更須入住深切治療部接
受手術，將來亦會有食道收窄等後遺症尾隨。

領展改建分拆街市 麥美娟促研補地價

乘客：寧願直接減價

不過，不少受訪乘客均希望，港鐵在年度調整
票價時，可公佈更實際的優惠。有乘客認為，送
優惠券意義不大，更有乘客表明，不滿港鐵經常
發生事故，寧願直接減價。

2015年中毒入院死亡個案

一不小心或落得個中毒入院收場。中毒諮詢中

■林女士嘆天盛街市新舖細、租又貴。翁麗娜 攝

強烈譴責暴力衝擊行為
全力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強烈譴責一些打着「本土」旗號，實為
「港獨」極端分子暴力衝擊、公然襲警、
嚴重破壞香港社會秩序的不法行為。
全力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伸張正
義，懲惡安民。呼籲司法部門對這些涉嫌
觸犯「暴動罪」的暴徒，依法予以嚴懲。
廣大市民要團結一心，應對挑戰，守護
法治，維護安寧；努力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促進社會和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
自從房委會多年前將屋邨商場及街
市賣予領展後，多次出現租戶因店
舖翻新後，無力支付高昂租金被迫
遷的報道。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
娟質疑，領展翻新屬於社區用地的
街市，改建及分拆為街市及零售店
舖，認為兩者租金水平相距大，認
為地政總署應該研究是否可以追討
補地價。
麥美娟又質疑，政府於 2009 年 4
月修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結果刪去每 55 戶至 65 戶家庭設有
一個公眾街市檔位，或每 1 萬人設
有約 40 個至 45 個檔位的具體數字
標準，認為在人口達30萬的天水圍
只有 6 個街市並不足夠，表示會納
入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討論議
程。

加租迫走小商戶 居民受害
她 表 示 ， 領 展 自 2005 年 上 市
後，不斷對屋邨商場及街市進行翻
新工程，包括馬鞍山頌安街市、東
涌逸東邨及天水圍天耀街市，陸續

■麥美娟(右二)批評領展不負社會責任，使居民受害。
進行豪華裝修，結果租金「狂
加」，小商戶被迫走之餘，當區居
民也是「肉隨玷板上」，批評領展
不負社會責任，使居民受害。
隨着元朗南、洪水橋等新發展區
正在規劃中，麥美娟促請政府汲取
近年新市鎮規劃失當的教訓，及早
預留土地設置市政街市，避免現被

涼茶亂加撲熱息痛 隨時肝衰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苦
口，未必良藥。去年有一名病人肝
臟衰竭而亡，中毒諮詢中心應其家
屬要求，檢驗該病人飲用的涼茶成
分，發現當中含有撲熱息痛（為退
燒止痛藥成分）。中心指出，坊間
熬煮涼茶時或會加入撲熱息痛，過
量會引致肝衰竭。有中醫師認為，
撲熱息痛等西藥成分實在不應混入
中成藥中，否則隨時違反《藥劑業
及毒藥條例》。
中毒諮詢中心日前於記者會期
間，特意分享一宗疑似因飲用含撲

熱息痛涼茶而中毒的個案。去年曾
有一名病人肝臟衰竭而亡，其家屬
指，病人事前曾飲用含撲熱息痛的
涼茶，院方其後應家屬要求，檢驗
涼茶成分後，發現當中含有撲熱息
痛。中心總監劉飛龍指，坊間熬煮
涼茶時，或多或少加入撲熱息痛，
分量適當固然無礙，若分量超過正
常分量數倍，會引致肝衰竭。
劉飛龍表示，涼茶苦口，因而飲
用時難單靠口感察覺不同，加上普
遍市民飲用涼茶，均不大在意撲熱
息痛成分，求診時亦不會主動透

翁麗娜 攝

領展壟斷當區街市的情況再出現。
天耀街市本月 28 日將關閉，有
經營雜貨店的林女士表示，將搬到
天盛街市，但新舖面積只有三分
一，但租金則是天耀街市三倍。她
擔心，到時熟客不再幫襯，再加上
領展不容許她賣罐裝汽水，擔心面
對沉重的租金壓力。

露，因此就算有方法或機會醫治，
亦可能因病人一知
半解而延
誤醫治。
註冊中醫師魏柏儒回覆本報查詢
時表示，撲熱息痛等西藥成分不應
混入中成藥中，否則隨時違反《藥
劑業及毒藥條例》。
他指出，普遍市民均不會留意涼
茶成分，有市民或同時服食含撲熱
息痛的涼茶及西藥後，超出每日服
量。他承認，單靠涼茶外觀、顏色
及味道，難以分辨有否加入撲熱息
痛等西藥，建議市民飲用涼茶後，
若出現睡意或很快見效，應即加強
留意，當中或已混入西藥成分。

回收利是封如「尋寶」 曾「挖出」千元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
新年期間想必大家收到不少利是，
但取出銀紙後，利是封往往淪為堆
填區廢料。綠領行動繼去年回收近
20 噸、約 660 萬個利是封，最終派
發超過 320 萬個「新生利是封」，
新一輪回收利是封活動，將由明天
起至 3 月 4 日舉行。回收地點超過
650 個，詳情於綠領行動網站及
facebook公佈。
綠領行動今年舉行第七次利是封
回收重用大行動。綠領行動總幹事
何漢威表示，早年利是封回收後的
篩選及分類工作，均由該會職員處
理，但由於回收數量太多，所以於
2010 年開始與心理衛生會合作，由
庇護工場學員協助篩選及分類。他
認為，回收利是封既可減少廢物、
保護環境，同時為學員提供更多自
力更生機會，令每個「新生利是

封」更富意義。
心理衛生會是最早參與的社福機
構，由最初只動員50人參與，到現
在已擴展到差不多 300 人。該會生
產主任黃溢成表示，學員過程中遇
上一定困難，包括需要按利是封尺
寸分類，每50個為一叠，但他們通
常在核對數目方面有困難。此外，
利是封尺寸可以多達 5 個，包括超
大、大、中、小、超小，學員較難
快而準地妥善分類。他表示，一般
需要七八個月才可完成整個篩選及
分類步驟。
兩位學員王文煒及陳錦梅，分別
在心理衛生會工作超過 10 年及 4
年，原來回收過程中有不少有趣經
歷。兩人表示，不時發現利是封內
藏利是錢，由港元、人民幣以及美
金 也 有 。 文 煒 更 試 過 找 到 1,000
元，二人形容每次猶如尋寶一樣。

■王文煒（左）及陳錦梅（右）
指，篩選利是封猶如尋寶。
不過，這些利是錢不可以據為己
有，需要放入捐款箱。王文煒又透
露，自己喜歡儲特別的利是封，最
喜歡的其中一個收藏品為印有足球
場的利是封。
綠領行動表示，下列利是封未能
回收：利是封封面或背面寫了祝福
語或姓名、利是封以膠質製作、自
動黏貼、太殘舊、曾摺疊及有釘
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