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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打逾倍藥液 六旬婦術後中毒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陳廣盛）律敦治

醫院及鄧肇堅醫院昨日公布一宗嚴重醫療事故。一
名69歲女病人在進行緊急冠狀動脈介入手術後，出
現急性腎衰竭及代謝性酸中毒死亡。院方發現病人
在搶救過程中，被錯誤輸入較計劃多1倍劑量的碳酸
氫鈉溶液。院方已轉交個案予死因裁判官跟進，另
會成立獨立委員會詳細調查事故成因，於8星期內向
醫管局總辦事處提交報告。

女病人患有多種長期病患包括糖尿病、高血壓、
腎病、冠心病及嚴重充血性心臟衰竭，並於過去6個
月因急性心臟病曾入住醫院7次。於上月25日，病
人因急性冠狀動脈症候群及心臟衰竭，經急症室送
入急性內科病房，並於本月6日進行緊急冠狀動脈介
入手術，並轉到心臟及深切治療部治療。

院方感難過 向家屬致歉

病人於本月7日晚上情況繼續轉壞，出現急性腎衰
竭及代謝性酸中毒。於搶救過程中，醫生為病人處
方包括生理鹽水、利尿劑及200毫升碳酸氫鈉溶液，
惟病人情況持續轉壞，需要插喉及使用呼吸機協助
呼吸。病人翌日凌晨出現心跳停頓，醫生即時施行
心肺復甦，但搶救無效，於2時22分證實死亡。同
日早上，有護士交更發現女病人實際被輸入400毫升
碳酸氫鈉溶液，隨即向上級報告事件。

急性腎衰竭 難排出多餘藥液
院方發言人表示非常重視和關注事件，並對病人離
世感到難過，向家屬致歉及致以深切慰問。院方已安
排顧問醫生及病房職員與家屬會面，詳細解釋事件。
心臟專科醫生李麗芬表示，碳酸氫鈉溶液用以中

和血液的酸性，以治療代謝性酸中毒，「醫生一般
只會處方100毫升，最多200毫升，然後檢查病人血
液的酸鹼度，再決定需否再處方更多劑量」。
她指，若處方過多劑量，病人的腎臟會自然排出
多餘分量，但是次女病人出現急性腎衰竭，故其腎
臟未能正常運作。

奪命肺鏈菌再襲一幼童
21月大情況嚴重 資助補打13價提早至明天開展

醫管局昨日接獲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
院通報，1名21個月大的男童確診感

染血清3型侵入性肺炎鏈球菌，情況嚴
重。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梁挺雄昨日在簡報
會指，男童曾接種4針13價疫苗，「疫苗
不是100%保障，對血清3型只得60%至
80%保護。有些研究指，對2歲以下的兒童
的保護力只有約60%」。

6童感染 1危殆3穩定
連同上述新增個案，現時共有6名1歲至
6歲感染肺炎鏈球菌的兒童在3間公立醫院
留醫。其中入住瑪麗醫院的5歲女童仍然
危殆；其餘1人情況嚴重；3人情況穩定。
衛生防護中心又公布，原定本月下旬推

行的「兒童13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補種計
劃」，將提前於明天展開。年齡介乎2歲
至 5歲（即 2008 年 11 月 26 日或以後出

生）、從未接種13價疫苗的本港兒童，可
獲政府資助疫苗費用及50元打針費，到參
與計劃的私家醫生診所補種，醫生可自由
額外收取診金或行政費。

1,100醫生參與 收費參差
梁挺雄表示，截至昨日中午，逾1,100名
醫生參與計劃，暫時超過120名醫生訂購
2,200針疫苗，藥廠會安排2日內送貨。收
費方面，約10%（120人）醫生不會額外收
費；11%（140 人）收取不多於 50元；
24%（300人）收費為51元至100元不等；
最貴收費850元。家長可在中心的「醫健
通」查詢有關私家醫生資料，包括地址及
收費。
梁挺雄提醒家長應先與私家醫生預約，確

保醫生已備有疫苗，才帶同子女到診所接
種。中心亦會向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診所，

提供專設的計劃標誌及收費海報，以供市民
識別及查閱。他指，港府早前向藥廠訂購的
逾10萬劑疫苗已運本港，而現時本港並無
爆發肺炎鏈球菌，感染數字一直在低位徘
徊，呼籲家長不需急於帶子女補種。

私醫每次限訂20針免浪費
為免浪費疫苗，衛生防護中心規定私家

醫生每次只可訂購20針疫苗，若超過數
量，則會要求醫生提交預約名單，如身份
證號碼，及證明有足夠設施儲存疫苗。
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表示，現時有很多

家長到處找疫苗，經常向多名醫生預約接
種疫苗，但由於家長沒有付訂金，當一發
現有疫苗便馬上接種，結果造成浪費。他
認為，先下訂金的做法能夠有效改善浪費
疫苗的問題，有私家醫生已計劃要求接種
市民先付100多元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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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區小學爆上呼吸道感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昨日證實，正調查一宗上呼吸道感染爆發，涉及中
西區一小學聖安多尼學校，共影響18名6歲至8歲
的學童（9男9女），以及兩名職員（一男一女），
呼籲市民注重個人及環境衛生，預防上呼吸道感
染。調查顯示受影響人士自本月4日起出現上呼吸
道感染病徵，包括發燒、咳嗽、流鼻水和喉嚨痛。
當中8人曾求醫，無人需要入院。所有人現時情況
穩定。衛生防護中心人員已視察該校，建議學校職
員採取預防上呼吸道感染的措施，並對該校進行醫
學監測。

偷樹黨潛大班屋偷沉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石澳大浪灣道某號
一間英資集團的大班屋，昨午約5時遭斬樹黨潛入
花園砍伐沉香木，保安員聞聲外出，發覺泳池旁山
邊有多株沉香樹被砍伐，其後由50歲女主人Riley
報警。大批警員事後趕至現場搜山，惟未有發現斬
樹賊。主事後證實有一棵沉香樹被偷去，另外兩棵
沉香木被砍下，價值仍在點算中。警方列作盜竊，
由東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四隊跟進。
石澳道及大浪灣道全數有22間大班屋，過往是英
資洋行怡和、滙豐、太古及會德豐大班的佔據地，
由上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陸續有地位顯赫的本港
老牌家族及商人相繼購入。時至今日，仍由英資持
有的大屋僅8間，其餘已全部落入華資富豪手上。

許仕仁被追8,070元會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2周前已被高院頒
令破產的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不但捲入貪污案，更
頻遭銀行及財務機構追數。香港世界貿易中心（世
貿會）昨亦於小額錢債審裁署向許仕仁追討9個月
的會費及行政費，合共8,070元。許今年已5度被不
同機構入稟追債，連同今次世貿會追討的8,000元欠
款，其總欠債額已突破7,500萬。許仕仁昨沒到庭，
審裁署職員稱根據破產條例，被告若已破產，債權
人需到破產聆案官處排期聆訊方可繼續追討。申索
人世貿會決定先終止聆訊，商討後方決定是否繼續
申索。

親密照恐嚇女友 中年警囚4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名警員知法犯

法，其中一名中年警員陷入不倫戀不能自拔，在結
婚希望幻滅後，揚言恐嚇女方會把2人的親密照發
放出去；另一年輕衝鋒隊警員則醉酒失控打傷同
袍，昨雙雙被判囚。
與有夫之婦相戀繼而同居的被告警員吳永光(44

歲)，承認一項刑事恐嚇罪，被判入獄4個月。裁判
官判刑時以此類案件越加普遍，亦不能預測所帶來
的後果，但考慮到被告與事主的穩定關係及其身體
狀況，遂減刑至4個月監禁。
辯方求情指被告患胰臟癌，向女事主求婚時獲答

應，後來女事主消失，使其成家希望破滅才導致事
件發生，惟被告已獲女事主原諒，而他已被社署定
為傷殘人士，更已失去工作及長俸。

休班警醉酒襲警囚4周等上訴
另一名港島衝鋒隊警員袁肇良(25歲)，休班時在

銅鑼灣街頭醉酒失控，不但向巡警伸手捏頸及搶去
對講機，更在掙扎時踢傷警員，被裁定襲警罪成，
昨被判囚4星期，惟獲准保釋外出等候上訴。裁判
官判刑時指控罪嚴重，着被告設身處地考慮同袍處
境，法庭有責任保護執勤警員。

失魂的天橋險墮60米坡 女客驚到腳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長沙灣歌和

老街近澤安邨對開行車天橋昨晨發生驚險交通意外，
一輛的士失控剷上路邊防撞欄，差2米便衝落60米下
山坡撞向油站，險釀巨禍，車上女乘客一度嚇得手騰
腳震，與司機同困車內，幸均僅輕傷。的士司機聲稱
扭軚避車失事，但其在事發前後均神情有異，警方列
作「交通意外有人受傷」處理，正調查肇事原因及司
機當時的精神狀況，而飽受驚嚇的女乘客事後頻呼
「好彩冇事，一定要還神」。

差2米衝落山 幸車底被沙井卡住
肇事的士司機姓曾(38歲)，他報稱不適送院檢驗，同
車受傷女乘客姓胡(45歲)，她頸及胸部被安全帶勒至痛
楚不適，檢驗後已無礙出院。現場為歌和老街西行
線，近南昌街迴旋處澤安邨對開往呈祥道支路行車天
橋，上址對落60米下山坡即為大埔道一個油站。

乘客︰發現司機瞌眼瞓
事發昨晨10時15分，肇事的士載着胡女駛經上址

時，姓曾司機報稱閃避突切線車輛扭軚失控，剷上左
邊防撞欄斜台，並「騎住」欄杆衝前逾6米，眼見僅差
2米就要衝落60米下山坡之際，幸車底被一個沙井的
壆卡住及時停下，2人當場受傷被困，途經駕駛人士見
狀報警，其間有3名青年落車協助將胡女救出。消防員
到場時的士司機仍清醒，但一直呆坐車內不發一言，

於是將其救出，與女乘客分別送院。
來港十多年仍未能操流利廣東話的胡女，事後在醫

院猶有餘悸稱，事發前她在太子上車擬往新界，未幾
發現司機取道歌和老街，她懷疑對方行錯路或當她是
內地遊客「兜路」，加上她已約好煤氣公司職員上門
甚趕時間，於是提出質疑，對方則堅持沒行錯路，又
稱不會多收錢，並保證會在半小時內到達目的地。未
幾她發現的士司機似瞌眼瞓，身體向前傾，忍不住呼
喚他小心駕駛，對方才坐直身子並將頭仰後挨在椅子
上一笑，表現異常，未幾即出事。

胡稱出事後她嚇至手騰腳震不知所措，致未能打開
車門，只好向路過車輛揮手求救，未幾有3名青年從一
輛經過私家車走下將她救出，其間的士司機一直呆坐
車廂不發一言，直至警員到場。

3青年停車去救女乘客
當胡從記者口中得知的士僅差2米便衝落60米下山

坡油站時，禁不住頻呼好彩，篤信佛學的她又稱幸好
有手上佛珠庇祐才大難不死「我死咗，對仔女都唔知
點算……好彩冇事，一定要還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58歲的士司機於
迪士尼樂園外「等客」期間，懷疑因累極而於的士
上小睡片刻，遭職員叫醒後沒留意前面路面情況，
踏油向前行駛方發現有的士及行家在前方，欲煞車
卻誤踏油門，致撞死2名聊天的行家。被告劉賢平
早前承認一項「危駕導致他人死亡」罪，昨於區域
法院被判入獄2年，停牌5年。
法官形容事件是「極度疏忽」，斥責被告明知自己
睡眼惺忪卻仍然駕車，又指相信2名死者是家庭經濟
支柱，突然過身屬極度不幸，對家屬致深切慰問。

誤踏油門撞死2行家 的哥囚2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友光）警方聯同入境處續
在油麻地區打擊賣淫活動，繼周一(9日)執行代號
「風火」行動拘捕23名內地女子後，昨再拘捕13名
涉嫌在街頭兜客往劏房單位交易的內地女子，行動
仍在繼續，不排除稍後會有更多人被捕。

街頭兜客「肉金」300元
油尖警區特別職務隊第3隊主管郭振沂督察表
示，為打擊油麻地區的色情活動，警方不時聯同入
境處採取聯合行動。昨午一共出動了40多人，分別
在廟街和吳松街一帶街頭及多個單位，先後拘捕13
名(19歲至34歲)分持雙程證或中國護照，由廣東及
四川來港的內地女子，調查顯示她們會在街頭兜客
議價後，再帶同嫖客往劏房單位交易，每次「肉
金」由200元至300元不等，她們涉嫌違反逗留條件
交由入境處跟進。
本周一(9日)下午，油尖警區特別職務隊亦與入境

處於區內執行代號「風火」掃黃行動，分別在砵蘭
街、窩打老道、新填地街及上海街等多個單位，共
拘捕23名(22歲至53歲)內地女子，全部交由入境處
跟進。

油麻地劏房掃黃拘13內地女

油漆工23樓執漏失衡墮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將軍澳豪宅「天晉」

地盤昨午發生奪命工業意外，一名油漆工被發現倒臥在
屋苑二期平台，腰部重創昏迷，送院證實死亡。警方調
查後不排除事主於23樓側身俯出窗外執漏時失平衡墮
樓，事件無可疑，已交由勞工處跟進。工會則呼籲工人
年關趕工須注意安全，善用工作平台做好安全措施。另
在灣仔莊士敦道，昨午亦有一名搭棚工人意外由3樓墮
下重傷。

工會為家屬申10萬基金

在將軍澳墮樓死者文達權(52歲)，是油漆工人，家住
天水圍，與妻育有2子，長子20多歲，次子17歲，事
發後家人趕到醫院了解情況，神情哀傷。香港建造業總
工會其後亦有派出社工及義工到醫院協助死者家屬，並
即時為家屬申請10萬元建造業關懷基金以解燃眉之
急，另外亦會協助家人辦理後事及申請勞工賠償等。
現場為唐賢街9號「天晉」二期地盤，上址4座住宅

大廈已平頂，正進行內部裝修工程。昨午3時許，有
工人突發現一名工友倒卧在地盤5樓平台地上，腰部
重傷昏迷，救護員到場迅將傷者送院搶救，惜延至4
時41分證實不治。警員事後在現場調查，證實死者是
油漆工人，事發前應在23樓工作，初步不排除有人在
廚房窗口，側身俯出窗外進行執漏工程時，突失重心
墮樓。

棚工3樓墮地 重傷昏迷
另在將軍澳工傷意外前1小時，昨午2時許，於港島

灣仔莊士敦道141號至147號鴻江大廈亦發生一宗工業
意外，數名搭棚工人在上址後巷進行搭棚工程，準備為
一間書局的外牆進行維修時，一名58歲姓梁工人突在3
樓失平衡墮地重傷昏迷，工友見狀大驚報警將其送院搶
救，警方列作「工業意外」交由勞工處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赤
柱一家庭祖孫三代疑涉嫌「販毒」
及「藏有違禁武器」，同被警方拘
捕。警方前晚深夜根據線報，先在
沙田禾輋邨拘捕一名17歲「雙失」
青年，在其身上搜出50克俗稱K仔
的懷疑氯胺酮毒品，之後將其押返
位於赤柱龍德苑寓所搜查時，再檢
獲K仔毒品及包裝工具，另搜出7

支伸縮警棍，全部毒品約值 2萬
元。青年父親及祖母因懷疑知情，
同被警方拘捕扣查。
被捕祖孫三代分別17歲姓何「雙
失」青年，其40歲父親及76歲姓周
祖母，3人同涉「販毒」及「藏有違
禁武器」被帶署查。
據悉，沙田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

根據線報，前晚深夜11時在禾輋邨

協和樓外拘捕一名目標青年，在其
身上先撿獲55克俗稱K仔的氯胺酮
毒品。至昨日凌晨，探隊將疑犯蒙
頭押返赤柱龍德苑承德閣住所搜
查，再檢獲110克K仔及電子磅等
包裝工具，並搜出7支伸縮警棍。
當時被捕「雙失」青年的父親及祖
母亦在家，由於懷疑2人知情，亦
被拘捕。據悉，被捕青年輟學並失
業，懷疑是毒品「小拆家」，不排
除有人知情之下在家協助包裝毒品
及派貨。

「雙失」藏毒搜屋 祖孫三代被捕

■衛生防護中心會向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診所，提供專設
的計劃標誌及收費海報，以供市民識別及查閱。

曾慶威 攝

■險死還生乘客胡小姐認為的士
司機好有問題，不但行錯路，更
懷疑行車打盹。 劉友光 攝

■■在通往呈祥道支路失事剷在通往呈祥道支路失事剷
上防撞欄的士險告跌落上防撞欄的士險告跌落6060
米下大埔道米下大埔道。。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警方在發生工人墮樓天晉二期地盤調查。小圖為工
人送院時已奄奄一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