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醫管局與消防處合作推
行的「院前活性碳治療中毒病人服務」，自去年11月全港
推行以來，首兩個月已進行42次院前中毒諮詢，並為其
中21名中毒病人提供「活性碳解毒劑」。香港中毒諮詢中
心陳志強醫生表示，該服務成效理想，有效減低中毒病
人出現併發症，甚至死亡機會。
去年11月，一名中年男子懷疑情緒失控，於早上9時30

分喝下一整支殺蟲水。其家人見狀後即時報警，救護員

到場後，為病人作初步治療，由於病人當時清醒並能自
行服藥，救護員遂於上午10時致電中毒諮詢中心，當值
醫生評估病人中毒風險後，建議處方「活性碳解毒劑」。
病人於送院途中服用解毒劑，5分鐘後到達急症室。

吸附腸胃毒物排出體外
由於活性碳於病人腸胃中吸附有毒物，並排出體外，

結果此名病人只有輕微的殺蟲水中毒病徵，翌日更可離

開急症科病房，轉介至精神科接受治療。
陳志強表示，根據過往經驗，殺蟲水中毒定必「重

傷」，但施以活性碳治療後，情況卻大為逆轉，顯示活性
碳甚為有效。他續稱，香港每年約有4,000至5,000宗中毒
個案，若其中5%個案能在院前施以活性碳治療，即可大
幅減低中毒病情，有效減輕併發症以及死亡率。
不過，他強調，活性碳治療仍有不適用之處，例如

誤服消毒藥水或腐蝕性液體等，而白電油中毒若施以
活性碳，則會引致吸入性肺炎。至於服用10克「斑蝥
粉」自殺個案，由於中毒太深，飲用1支活性碳的作用
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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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見食中藥自殺 服斑蝥飲紅花油
去年中毒4420宗 中藥致死個案倍增

膠樽裝化學品 兒童易誤飲

團體促撤居港7年申綜援限制

院前活性碳解毒成效佳

斑蝥受管制 服1.5克致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中藥能醫百病，亦能奪去寶貴性命。醫

管局轄下香港中毒諮詢中心去年錄得4,420宗中毒個案，其中中藥中毒致

死個案按年急升1倍至4宗，包括兩宗罕見的自殺個案：有中年婦人服食自

行從內地購入、含劇毒的中藥材「斑蝥」了斷生命，送院數小時後心臟迅

即停頓去世，為中心2006年成立以來首宗服食中藥材自殺個案，另有長者

則飲用逾半支「紅花油」尋死，最終因甲基水楊酸中毒不

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一名清潔女工疑不
堪生活壓力，經常怨天尤人，昨晨被發現從粉嶺
花都廣場一大廈37樓天台墮樓，撞穿行人路簷篷
跌落一家餐廳對開，當場慘死，餐廳食客新春目
擊墮樓，嚇得大叫，部分更結帳離去。警方經調
查後，相信事主厭世尋死並無可疑，死者家人到
場路祭時悲痛欲絕，一度跪地叩頭。
墮樓死者姓謝（38歲），已婚，與丈夫及子女

居於上水區，生前在粉嶺百和路88號花都廣場當
清潔工人。據悉，謝婦疑長期感生活壓力逼人，
經常向家人及工友埋怨，家人已不時開解。
昨晨8時23分，謝被發現在花都廣場高處墮

下，洞穿行人通道膠簷篷頂，跌墮商場一家連鎖
餐廳對開，頭爆肢折，餐廳食客被嚇至驚呼大
叫，部分慌忙結帳離去。救護員到場證實謝已死
亡，毋須送院。
警方利用帳篷將屍體覆蓋調查，並通知死者家

人到場認屍。死者丈夫及兒子等十多名親友其後
到現場路祭，各人傷心欲絕，部分更跪地叩頭痛
哭失聲。

清潔女工受壓
厭世跳樓亡

港商船傳被挾持
搜救中心證虛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註冊商船一度

懷疑被索馬里海盜挾持，但最後證實僅為虛驚一
場。也門內政部發表聲明，指一艘懸掛中國國旗、
在香港註冊的商船「天后」，於當地時間5日凌晨在
也門西部荷台達省附近的紅海海域被索馬里海盜挾
持。不過，中國海上搜救中心值班人員澄清，該商
船並無遇到海盜，並已隨中國護航編隊安全航行。

也門：索馬里海盜登船
據新華社昨日凌晨報道，也門內政部於當地時間5

日發表聲明，稱一艘香港註冊的商船在行駛至距也
門荷台達省的一個小島約11海浬時被索馬里海盜攻
擊，海盜佔領了這艘船，並將其駛向索馬里海岸。
也門內政部官員對新華社記者表示，也門已派遣海
岸警衛隊追蹤被劫持商船，又指收到未經證實的消
息說，有一支國際護航艦隊截擊了這些海盜。

中國艦隊護衛安全航行
不過，中國海上搜救中心於昨日中午通過新華社

澄清，該香港商船「天后」並未被挾持，只是曾經
被一艘疑似海盜小船跟蹤。該商船已於當地時間2月
5日下午在亞丁灣西部海域加入中國海軍第293批護
航編隊，並與其他21艘船舶在中國海軍第7批護航編
隊護衛下，安全地航行。

大浪西疑建球場
當局稱未違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偉龍）月前被政府頒布發
展審批地區草圖而凍結發展的大浪西灣工程，最近
被團體發現工程悄悄復工，並發現工人將人工湖的
範圍挖大，又在旁邊的農地鋪上草皮，以及加裝灑
水裝置向草皮灑水，懷疑是高爾夫球場的雛形。團
體認為，地區草圖令發展商可以藉發展有機農莊為
名，肆意發展、破壞自然生態為實，促請當局盡快
收回土地。
2個月前，政府回應公眾對大浪西灣被商人魯連城

開發的關注，頒布發展審批地區草圖以凍結該工
程，但此舉只能阻止農業以外的發展，只要業主在
該土地上進行農業耕種和鋪草皮，則不屬犯法。
西貢大浪灣關注組昨晨在西貢碼頭及大浪西灣沿

路，派發附有大浪西灣工程前後面貌照片的「利
是」，喚起市民關注。

團體擔心改建成度假村
關注組發言人張文進表示，上月發現有20多名工

人於該土地鋪種草皮及種樹，並圍封附近一條河
道。昨日現場考察工地時，發現有關土地已用鐵絲
網圍住，而範圍之內有部分土地已鋪種草皮，並有
灑水裝置向草皮灑水，亦有種植樹木，懷疑是高爾
夫球場雛形。「魯連城說鋪草皮和種樹是美化，但
沒有人知道他接下來會怎樣發展。」關注組擔心該
土地最終會改建成度假村。
不過，大浪西灣村長黎恩認為，魯連城只進行美

化工程活化鄉村，而且魯連城保證不會建豪宅，村
民不擔心生態受損。
政府發言人昨日回應指，有關部門最近實地觀

察，發現部分土地仍然有鋪種草皮及植樹，但有關
發展並不違反《城市規劃條例》。若發現有違反條例
的發展，規劃署會採取適當行動。

深邊檢開綠道
助傷者返港

■鐵絲網內新種了樹木。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偉龍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海龍，通訊員 徐殿偉、邵

方琪 深圳報道）2月4日農曆大年初二，在萬家團圓
歡度新春之際，深圳灣邊檢站執勤民警正有序地疏
通出境車輛。上午8時30分左右，突然一輛救護車呼
嘯而至，原來是車上有一名香港旅客在返鄉途中由
於車禍造成脊椎骨折，需緊急返回香港救治。五隊
值班隊領導立即為該患者開通生命綠色通道，安排
業務精湛的民警以最快速度為傷者及家屬辦理出境
手續，並護送至深港分界線處與港方做好交接。

■香港傷者被送返港。

■常娥現與2歲多女兒相依為命，每月
只靠在港出生的女兒申領3,400元綜援過
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郝君兒 攝

中毒諮詢中心於去年錄得4,420宗中毒個
案，較2009年微升約2%，其中西藥引致中
毒佔最多（63.7%），其次為濫藥（8.7%）；
中毒後不治個案有40宗，近1%，大部分人
均為自殺。
在中毒個案中，有20宗涉藥物中毒，濫

藥、燒炭、中藥中毒後死亡的個案各有4
宗，另有3宗由家居化學用品引致的中毒死
亡個案。同時，有212人中毒後病況嚴重的
個案，如器官衰竭需要入住深切治療病房

等。

首現服劇毒中藥自殺
中毒諮詢中心副總監謝萬里醫生表示，去

年接獲的4宗中藥中毒死亡個案中，有兩宗
為自殺個案，包括首次發現有人服用劇毒中
藥材尋死：一名中年女子自行在內地購買
「斑蝥粉」帶回香港，繼而服用10克自殺，
送往醫院後數小時心臟停頓致死。
他解釋，「斑蝥」為香港受管制劇毒中

藥，是一種黃黑色間紋昆蟲製成（見另

稿），一般會磨成粉狀外敷，普遍用於皮膚
惡疾如毒瘡等，但因毒性極高，徒手觸摸粉
末也會令皮膚「起水泡」，香港中醫師甚少
使用，加上「斑蝥」中毒並無解藥，服用逾
1.5克即會嘔血屙血、多器官嚴重衰竭致
死，估計自殺女子應有中藥相關知識。

飲藥油可傷心肺致死
另一宗中藥自殺個案則涉及飲用藥油。一

名92歲厭世老婦，飲用逾半支「紅花油」尋
死，送院急救及在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後，
仍返魂乏術最終不治。
謝萬里表示，老婦飲藥油會導致甲基水楊

酸中毒，由於毒性強勁，可快速「入腦」至
腦水腫，病人會出現抽筋等徵狀，若中毒嚴
重，更可傷及心肺致死。至於其餘兩宗中藥
中毒死亡個案則屬誤服藥後不良反應，包括
一宗長者連續3個月服用治療濕疹、白蝕等
皮膚病的補骨脂中藥後，引致肝臟受損致
死；另一宗則為服用中藥複方引致敏感，血
管長期發炎，導致出疹、口爛及發燒，黏膜
潰爛，多器官衰竭致死。

去年中毒呈報個案分類
中毒類別 百分比

*西藥 63.7%

濫藥 8.7%

中藥 8.3%

家居用品（如清潔劑及消毒藥水） 4.9%

昆蟲螫傷 3.6%

其他 10.8%

*安眠藥中毒佔18.1%；止痛藥中毒佔 10.1%

中毒原因 百分比

自殺 36.36%

意外 22.19%

吸毒及濫用 12.99%

不良反應 11.22%

誤用 4.73%

藥物事故 2.26%

不明 7.65%

其他 2.6%

資料來源：香港中毒諮詢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嚴敏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斑蝥
為《中醫藥條例》下受管制的有毒中
藥材，法例規定只有持牌的中藥商及
按照處方才可出售。據《中國藥典》
記載，斑蝥性味辛熱，本身有劇毒，
能破血逐瘀，散結消癥，多用於癥
瘕、經閉、頑癬、贅疣及惡瘡死肌

等。
斑蝥用量一般為0.03克至0.06克，可

外敷或內服，但內服需先經炮製後入
丸散用，外敷則研末或浸酒醋，或製
成油膏塗於患處，不宜大面積使用。
《香港常用有毒中藥圖鑑1994》亦有提
及，斑蝥口服0.6克可致中毒，1.5克即
可致死，外敷時間過久也會經皮膚吸
收引致中毒。
香港中毒諮詢中心副總監謝萬里醫

生表示，斑蝥毒性極高，以手觸摸粉
末皮膚亦有可能「起水泡」，故中藥店
員工處理時亦相當小心，會先戴手套
作保護。至於服食過量斑蝥，輕則會
小便赤痛，有血尿情況，重則會嘔血
屙血、多器官嚴重衰竭死亡。至於今
次服食斑蝥的自殺個案，事主則有腸
胃不適，後來血壓驟降，最終心臟停
頓死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兒童生
性好奇，家長若未有妥善收藏危險物品，
隨時釀成意外。香港中毒諮詢中心去年收
到261宗涉及5歲以下小童的意外中毒呈
報，包括多宗家長用普通水樽盛載高危化
學物品，並放在背包或手袋內，被小童誤
當為飲料飲用後，即時中毒。該中心副總
監謝萬里醫生表示，1歲半至3歲為中毒的
高危族，呼籲家長不要把危險化學物帶回
家。
中毒諮詢中心去年錄得的981宗意外中

毒個案，73%為非藥物中毒，多數是誤服
洗潔精、洗頭水及消毒藥水等。謝萬里表
示，兒童對周遭事物好奇，又會以為父母

的手袋或背包盛載食物或飲料，吸引兒童
打開手袋尋找目標，但不少家長會把危險
品放在袋內，稍一不慎即會造成危險。

兒童好奇 白電油當飲料
他舉例，去年一名21個月大男童，在任

職貼街招工人的父親袋中，發現一支以透
明膠樽盛載的「白電油」，男童誤以為飲
料，僅喝一口已出現頭暈眼花、神志不清
等徵狀，其後更呼吸急促又嘔血，急性中
毒導致吸入性肺炎，需在兒童深切治療部
留醫，幸及時施救，康復後未有出現後遺
症。
不過，並非所有個案均能救治。一名3

歲小童去年在母親的背包，找出一支以水
樽盛載的「山埃水」，喝後中毒，送院急
救初時好轉，但後來發現腦部受損，1個
月後死亡。

應避免帶危險化學品回家
謝萬里表示，兒童誤服化學物品屢見不

鮮，今年已接獲1宗小童誤服天拿水個
案，幸治理後康復。他強調，父母把工業
用的化學物品帶返家已屬危險行為，以普
通水樽盛載危險化學物則更加高危，呼籲
家長以專用器皿盛載危險化學物品，並要
放置在兒童不能觸及的地方，最理想是避
免把危險物品帶回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郝君兒）不少
新來港婦女來港後難覓工作，生活拮
据，惟她們居港不足7年，未符申領
綜援規定。有團體訪問57名來港不足
7年婦女，發現80%受訪者因單親需
照顧子女，或因失業及低收入需申請
綜援，但逾60%被拒，其中逾70%人
認為被歧視，更有38%因經濟困難萌
輕生之念。團體促請港府取消綜援申
請需居港7年的限制，並加強託兒服
務，以支援新來港婦女就業。

家庭收入遠低於貧窮線
社區組織協會於2009年12月至2010

年12月期間，訪問57名由內地來港不
足7年的婦女，受訪者年齡中位數約
40歲，90%育有12歲以下子女，70%
屬單親。95%受訪者有意在港工作，
惟找到全職的受訪者僅佔3%，21%人
屬兼職工作，家庭收入中位數約5,900
元，遠低於一般3人家庭9,750元的貧

窮線。
調查亦發現，80%人因單親需照顧

子女、失業或收入低等原因嘗試申請
綜援，惟不足40%獲批，大部分被拒
原因是她們居港不足7年。當局現有
酌情權，惟卻要求她們每月工作120
小時，月薪需達1,630元，協會指受訪
者多數需要留家照顧孩子，根本難以
符合酌情權規定，縱能達到有關要
求，當局審批往往接近半年，亦未能
提供即時協助，促請港府取消綜援申
請需居港7年的限制。
常娥去年來港後丈夫不幸去世，

現與2歲多女兒相依為命，每月只靠
在港出生的女兒申領3,400元綜援過
活，但付租金後只剩1,900元，加上
女兒每月喝掉3至4罐奶粉，每罐索
價168元，已花去大部分伙食費，自
己有時不吃也要省錢給女兒買奶
粉，最希望當局放寬綜援限制，讓
她改善生活。

■香港中毒諮詢中心副總監謝萬里醫生(右)表示，去年發現首宗市民以劇毒中藥
材「斑蝥」自殺個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嚴敏慧 攝

■斑蝥為《中醫藥條例》下受管制的
有毒中藥材，毒性極高。

圖片由香港中毒諮詢中心提供

■去年香港
發生多宗家
長用普通水
樽盛載高危
化學物品，
放在背包或
手袋內，被
小童誤當為
飲料飲用後
中毒個案。
圖片由香港
中毒諮詢中
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