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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醫生派錯藥 威院病婦枉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 嚴敏慧）公立醫院再發
生奪命醫療事故。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證實，1名患充
血性心臟衰竭的73歲女病人，留醫時因實習醫生出錯，
把其藥單與另一名病人之藥單「合併」
，最終被不必要
處方5種血壓及糖尿藥物。女病人服食一劑「雙料」藥
物後血壓下降，慢性腎衰竭急劇惡化終告不治。醫院已
向病人家屬初步解釋事件，並致以深切歉意和慰問，強
調院方會為不幸事件負責，並已成立調查小組跟進，料
8周內完成調查。有醫生相信，事件與人手不足，夜更
由實習醫生當值有關。

促醫局檢討處理藥物程序
署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梁卓偉表示，非常關注今次錯
誤配發藥物令病人死亡事件，並向逝世女病人的家人致
以深切慰問。他表示，對事件感到十分遺憾，已責成醫
管局即時徹查，要求醫管局檢討處理藥物的程序，而醫
院員工亦必須嚴格遵守程序和指引，確保正確處理病人
藥物，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威爾斯親王醫院發言人表示，涉事女病人一向患有心
臟病、高血壓、主動脈瓣狹窄、貧血、糖尿病及慢性腎
功能衰竭等問題，一直由該院專科門診跟進，並須服用
心臟科藥物及注射胰島素，控制心臟及糖尿病病情。本
月8日，她因氣促到醫院急症室求診，其後轉送內科病
房留醫，當時診斷為充血性心臟衰竭，情況嚴重。醫院
曾建議病人接受心臟手術但被拒絕，入院後則獲內科駐
院醫生處方慣常服用藥物及額外利尿劑，以紓緩心臟衰
竭問題。

世。
根據初步調查，病人入院後由駐院醫生處方藥物，其
後1名實習醫生疑錯誤地把另1名同晚入院的病人5種處
方藥物，加在肇事女病人的藥單上，引致「雙料」處
方。據了解，該名實習醫生今年剛畢業，本月1日在醫
院上班，展開為期1年實習期，肇事當日已持續工作十
多小時，根據規定病人藥單的「排板」必須由駐院醫生
負責，實習醫生不得胡亂處理，但沒有機制規定醫生需
要再核對藥單。

醫生巡房揭發 已服一劑

院方料8周內完成調查報告

至翌日早上，當值醫生巡房時發現病人藥紙上所列出
的除慣常服用藥物及利尿劑外，還有另外5種不屬病人
慣常使用的血壓、心血管及糖尿病藥物，但病人於當日
早上7時半派藥時已服用一劑。醫生立即通知病房護士
停藥，但即日早上約11時病人血壓下降，轉送加護病
房，情況危殆。醫生其後與病人家人會面解釋，延至本
周一（11日）下午5時半，病人慢性腎衰竭急劇惡化離

院方發言人表示，個案已呈報死因裁判官，院方亦已
成立調查委員會，預計8周內完成報告。而該名實習醫
生現仍於內科病房工作，待調查有結果後才決定需否懲
處。有公立醫院內科醫生相信，今次事件與人手不足有
關。「夜晚當值醫生不足，最終需由實習醫生當值。」
他認為，有需要檢討當值人手安排，並應由護士作最後
把關。

購禮謝師慶升中
2童挨車撞重傷
彈飛數米女爆頭男周身傷 貨車司機否認衝燈被拘

■肇事客貨車車頭撞凹損毀。
■肇事客貨車車頭撞凹損毀。
小圖為肇事客貨車司機被捕。
小圖為肇事客貨車司機被捕。

■重傷男童送院時左臉明顯受傷。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焯文 攝

■頭部重傷女童剃光頭髮接受手術後，
被送上病房留醫。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焯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焯文）數名小六畢業生，昨於暑假
首天帶備禮物，歡天喜地結伴往九龍灣一間商場準備與同學聯
歡，不料途中橫過馬路時遇上車禍，其中2名12歲男女童同遭
■車禍現
場為宏照
道與常悅
道交通行
人 輔 助
線。

一輛馳至客貨車撞倒，飛彈數米外重傷，送院後一度命危。
21歲客貨車司機否認衝燈肇事，他事後因涉危險駕駛導致他
人身體嚴重受傷被捕扣查。警方正調查車禍原
因，不排除有人未遵守燈號過馬路肇事。
現場為九龍灣宏開道往啟業 方向
近常悅道行人輔助斑馬線，重傷女童
利芷筠（12歲）
，送聯合醫院救治後
由於腦部積血，須轉往伊利沙伯醫院
做開腦手術；同告命危的男童林俊傑
（12歲）
，身體多處受傷。2人一度情
況危殆，手術後情況均嚴重。

現場遺準備送老師禮物
據悉，2人同為宏照道6號天主教
柏德學校的小六同學，早前已獲派
中學學位，其中利女更獲派第一志
願，當時2人正與另外7至8名同學，
帶備禮物往母校附近一商場參加聯
歡活動，詎料中途出事，現場遺下
一份疑是女童準備送給老師的小禮
物。
而涉危險駕駛導致他人身體嚴重
受傷被捕客貨車司機姓邱、21歲，
現場消息稱，有人在事發後態度冷
漠，毫無歉意。
事發昨晨10時10分，利、林2童聯
同多名同學一行9至10人，在上址行
人輔助線過馬路，適時一輛客貨車
駛至，21歲邱姓司機收掣不及，右
邊車頭將其中利、林2童撞倒，由於
撞力猛烈，2童被彈開數米外墮地重
傷，其中利女頭破血流昏迷，肇事

客貨車亦車頭凹陷，擋風玻璃爆
裂，一副屬於傷者的眼鏡彈上車
頂，同行同學見狀立即報警。

同行同學稱2人首先過路
救護員到場將受傷2童分送聯合醫
院及伊利沙伯醫搶救，2人就讀小學
的老師聞訊亦分別趕到現場及醫院
了解情況。有同行同學稱，他們一
行多人橫過馬路時是行人紅燈，當
時沒有車，事主2人首先橫過馬路，
並催促其他人一同過，不料出事。

司機指小童突衝出收掣不及
邱姓客貨車司機在現場接受警員
調查時否認自己有衝燈，並聲言事
發時有數名小童突自車頭的右邊向
左衝出，他收掣不及致發生意外，
警方調查後以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
人身體嚴重受傷罪名將他拘捕，暫
准以5,000元保釋候查，月底返署報
到。
警方事後又將數名與事主同行的
男女童帶署助查。案件交由東九龍
總區交通部特別調查隊跟進，警方
呼籲任何人目睹意外經過或有任何
資料提供，可致電23057500與調查
人員聯絡。

■重傷男童家人到醫院了解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焯文 攝

獲升中首志願 重傷女生須開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焯文）
「升中
獲派第一志願，本來很開心⋯⋯」頭
部重創須做開腦手術的女童利芷筠，
家人守候在手術室外憂心忡忡，手術
後情況由危殆轉嚴重。其姑姐表示，
芷筠獲派藍田區一間女子中學，因屬
第一志願，十分開心，昨相約同班舊
同學及老師相聚聯歡，詎料中途出
事，由於她腦積血，情況令人憂心。
另一名同重創的男童林俊傑，亦同在
伊利沙伯醫院兒科深切治療室留醫昏
迷，其家人包括母親趕到醫院了解情
況，各人均愁眉不展。
利芷筠的姑姐說，芷筠父親已去世，
母需長期內地工作，故芷筠平日須暫住

富商私家機撞毀 告航空中心索百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靠保健飲品「紅牛」
致富的商人嚴彬，坐擁360億元人民幣身家而名列
內地胡潤富豪榜第5位。他名下一架價值逾3億元的
「元首級」豪華私人飛機，前年於香港商用航空中
心停機庫被撞毀，雖然最終獲修理妥當，但嚴彬決
意索償，日前入稟香港高院，要求香港商用航空中
心賠償約100萬元。

嚴彬擁360億 內地第5大富豪
原告富高香港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富高」
）
，向

■重傷女童
家人到醫院
了解情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蔣焯文 攝

香港商用航空中心有限公司索償。公司註冊處資料
顯示，富高的董事正是居於北京的嚴彬（56歲），
嚴於山東出生，後於1984年在泰國成立華彬集團，
其後於1995年返內地投資，涉獵飲料、房地產及投
資等領域，最為人熟知就是把泰國飲料「紅牛」引
入內地，「紅牛」年度全國銷售額逾50億元，而嚴
彬也擁360億元人民幣財富，為內地第5大富豪。
資料顯示，今次遭索償的香港商用航空中心有限
公司，為新地非全資附屬公司，現由前貿易署署
長、前港督私人秘書苗學禮擔任主席。

藍田親友家。
天主教柏德學校女校長陳美卿對有學
生遇車禍重傷深感難過，並祝願2人早
日康復。她形容，利、林2人都是今屆
品學兼優的畢業生，小六畢業茶會及升
中茶會分別已於大前日及前日舉行，昨
日開始正式放暑假，據她所知，事發時
應有8至10名同班同學相約往聚會玩
樂，出事後有同行同學返校求助，校方
立即派出老師到場協助及通知家長。
陳校長續稱，由於有多名同行同學目
擊事發經過，校方已啟動危機處理機制
留意學生的情緒反應，並考慮日後進一
步加強學生交通安全意識，避免同類意
外發生。

指被告疏忽泊機撞機庫

入稟狀指，富高持有一架由龐巴迪公
司生產的「Global 5000」私人商用飛
機，由香港商用航空中心提供航空支援
設施；惟於2009年8月13日發生事故，被告員工把飛
機運到香港國際機場香港商用航空中心的2號停機
庫時，嚴彬飛機的右邊升降舵外側後緣與停機庫發
生碰撞，飛機損毀至無法使用。
嚴彬批評被告疏忽，未有細心觀察，停泊飛機時
過於靠近飛機庫，導致事件發生。飛機因此貶值了
11萬多美元，而富高事後花了2.4萬多美元去維修及
檢驗，現索償總共至少14萬多美元，即約109萬港
元。

■威爾斯親王醫院發生嚴重醫療事故，73歲女病人不
治。
資料圖片
醫院藥劑師學會副會長崔俊明表示，今次事件非常嚴
重，突顯藥物覆檢上仍有漏洞。他表示，女病人服用超
額糖尿藥物，會令血糖過低影響腦部，可使人陷入昏
迷；服用過量降血壓及心衰竭藥，則會令血壓過低，血
液未能輸送到腎臟等重要器官，造成急性腎衰竭最終致
死。他建議，醫管局應實施藥劑師核實藥物制度，「藥
劑師見到同類藥物重複使用，會察覺出現問題」
，能防
止錯誤處方事件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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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台慶節
目合約有4
大疑點。

思
潮
物
流
費
佔
成
本
38%
無

：
﹁
匪
夷
所
思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陳志雲涉貪污
案，無 廣播助理總經理區偉林昨日作供指出，
當有製作部同事在例會上投訴與新濠天地合作製
作翡翠歌星賀台慶不愉快後，他查閱合約細節後
始揭發當中有4個疑點，包括思潮在2份合約獲得
高達120萬元物流費等，形容情況簡直「匪夷所
思」
，遂向上司李寶安匯報後展開調查。

方逸華親自聘用 直屬李寶安
2008年2月加入無 的區偉林表示，他是由集
團副主席方逸華親自聘用，直屬上司是李寶安，
其職責為無 集團控制成本，審核節目的預算及
批核工作，及協助方逸華和李寶安的行政工作。
區憶述約於2009年10月初在周二的公司例會上
首次聽聞《翡翠歌星賀台慶2009》將移師澳門舉
辦，對台慶節目竟在澳門舉辦感到很奇怪，他即
場反問陳永孫，陳回應說：「有好大口舊錢」
，他
聽後不禁笑了出來，因為他曾從同事口中得悉，
陳每次接到生意，都形容生意「有好大口舊錢」
，
所以演變成其花名。這與辯方大狀所指因為陳為
公司「賺得最多錢」
，而有「大口舊錢」的花名，
似乎定義不相同。

製作部投訴與新濠合作不順利
區偉林表示製作部就歌星賀台慶所填寫的預算
表中，列出無 的收入為450萬元，表上有陳志
雲的簽署，據他記憶當時除新濠天地為贊助商
外，從沒有聽過有其他公司參與。直至同年11月
2日周二例會中，製作部經理Philip Chan很不開
心，表明拍攝不順利，要重新找古巨基再去澳門
拍攝MV，但新濠仍極不滿，雙方合作並不愉
快。Philip甚至怪責及質問陳永孫「究竟你事前
應承了新濠什麼？」當時陳並沒有回應。

揭台慶騷2合約含4疑點

區偉林稱與李寶安商量後展開調查，並向營業
部追討有關合約，但至去年1月初仍未取得合約，製作部
同事透露：「今次在澳門拍攝很不順利，無論交通、酒店
安排都十分混亂，同事幾乎要 街。」他乃於1月4日後指
示秘書向陳永孫索取，結果不足半小時內，陳親自把一疊
合約交給他，查看後始發現歌星賀台慶有2份合約，他認
為事件中有4個疑點，首先他事前全不知有2份合約存在，
另合約中指明無 的收費是520萬元，而非465萬元。
此外思潮在2份合約中均擔任物流工作，共賺得120萬
元。區偉林強調該120萬元相等於無 製作成本314萬元的
38%，簡直匪夷所思。且無 在過去43年在世界各地做過
大大小小的節目，都由公司包辦所有物流工作，質疑為何
要外聘公司去負責。

聘思潮協議書
無 律師：無見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無 法律部律師丁子殷
表示，曾應陳永孫要求於09年10月底製作一份聘請思潮的
服務協議書，但對於廉政公署向她展示另一份不同日期、
卻已被簽署的服務協議書則表示沒有見過，不明為何這份
已簽署的協議書日期會與她的不同。

合約內容 陳永孫要求撰寫
丁子殷在03年加入無 電視法律部，並於06年晉升為律
師。丁表示，陳永孫曾於09年6月5日 她草擬一份給思潮
製作公司的意向書，列明思潮可替無 物色贊助商。於09
年9月21日，她又應陳永孫要求草擬一份有關台慶節目，
包括無 、新濠天地及思潮的三方合約，合約中責任及角
色則應陳永孫要求撰寫，亦由於她不知道合約的銀碼，因
此留空讓陳填上。同日，她亦收到新濠的草擬合約，該份
合約指出新濠會付589萬元給思潮，讓思潮扣除服務費後
將尾數付給無 。丁表示當時沒有質疑這種付款的形式，
亦沒有向陳提出疑問。
同年10月28日，陳永孫指示她製作一份與思潮的服務協
議書。其後，丁子殷到廉政公署落口供時，廉署卻向她展
示一份日期為10月19日同內容的協議書，簽訂雙方亦是無
與思潮。她表示對於兩份服務協議書日期不同感到不
解。而在整個項目中，只有陳永孫一人與她聯絡，及指示
她草擬有關合約等。另她指出無 沒有明文規定，所有已
簽署的合約必須要交給法律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