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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逼爆公院 非急手術暫停
內科病床使用率120% 加1,500普通科門診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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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20日公院數據
醫院 急症室每天 內科住院病床

首次求診數 午夜時佔用率
東區尤德夫人 482 103%
那打素醫院
律敦治及 240 97%
鄧肇堅醫院
瑪麗醫院 429 105%
伊利沙伯醫院 575 118%
將軍澳醫院 401 106%
基督教聯合醫院 594 109%
明愛醫院 451 120%
廣華醫院 415 102%
瑪嘉烈醫院 426 113%
仁濟醫院 447 110%
雅麗氏何妙齡 471 109%
那打素醫院
北區醫院 360 110%
威爾斯親王醫院 450 128%
博愛醫院 406 127%
屯門醫院 689 108%
醫院管理局 6,836* 111%
公立急症醫院
註:「*」醫管局於非服務高峰期，整體急症室每天
首次求診數字約為5,800（參考時期為2011年第二季
及第四季）。

資料來源：醫院管理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雅艷

本港自上月底踏入冬季流感高
峰期，公立醫院求診人數急

增。醫管局昨日舉行發布會指
出，截至本月18日，今年流感高
峰期的公立醫院急症室日均求診
人次有6,099人，較去年同期的
5,864人次上升5%。其中，本月6
日更有7,050求診人次，較平日多
逾20%，創2年來單日新高。醫管
局急症科中央統籌委員會主席鄧
耀鏗表示，緊急病人需等候31分
鐘，非緊急病人平均要輪候超過6
小時。

高峰期急症室等足6句鐘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聯網運
作）勵冠雄指，經急症室入住內
科病房的日均數字，較平日的750
人增加26.5%至949人，尤以本月
3 日見兩年來單日新高，錄得
1,129名人。與此同時，內科病床
佔用率已超過100%，本月6日更
見兩年來單日新高達120%，「骨
科、外科等病房需借出床位接收
內科病人」。
勵冠雄解釋，今年冬季流感高
峰期提前 1個月在聖誕節時出
現，而且近期天氣持續寒冷，令
部分患慢性阻塞氣管病、肺炎及
心臟衰竭等患者增加，令公立醫
院前線工作壓力大增，「假期後

首天及周一的求診高峰更為顯
著」。鄧耀鏗坦言，由於醫護人
員供不應求，於高峰期有最少5
間急症室出現逾20名需入院的病
人，滯留在急症室的等候區內約
6小時。

新春求診料增 部分覆診推遲
勵冠雄預料，農曆新年期間的

急症室求診人次及入院人次會再
次攀升，再現另一高峰。當局決
定在農曆年假期期間，會額外增
加1,500個普通科門診診症名額，
並會推遲部分長期病患者的覆診
期、暫停或延遲小腸氣、割膽
石、割痔瘡等約600個非緊急手術
至下月23日。
此外，醫管局會盡量調撥人手

及資源，以紓緩內科病床需求殷
切的情況，包括增加兼職醫生、
減少員工假期、加開700張臨時病
床、分流康復中的病人至復康醫
院等。
醫管局預計急症室仍然會很擠

迫，呼籲市民盡快接種流感疫
苗，並注意個人衛生及健康飲
食，如非緊急狀況，市民應避免
使用急症室，到普通科門診和私
家醫生求診。醫管局在未來3星
期，每天均會發布冬季服務高峰
期重點數據，予市民查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今年流感提早襲

港，加上天氣持續寒冷及長假期，公立醫院急症室每

日求診人次最多較平日增逾20%至7,050人次，內科

病床使用率更高達120%，見兩年來新高。醫管局料

農曆新年間會再現求診高峰，局方會暫停或推遲約

600個非緊急手術、加開 700張臨時病床、增加

1,500個普通科門診診症名額等，減輕服務壓力。

新西聯網屯院急症重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本港公立醫院在冬

季流感高峰期面臨沉重壓力，其中新界西聯網的屯門
醫院急症室求診人次成為全港之最，於本月20日錄得
689人次，其次是聯合醫院及伊利沙伯醫院。而內科病
床使用率則以威爾斯親王醫院最高，達128%，其次是
博愛醫院的127%，及明愛醫院的120%。

5月大女嬰染「甲流」病危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本港昨日再出現幼童感染甲型

流感的嚴重個案。患病的5個月大女童目前在屯門醫院
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現時情況危殆。
患有長期病患的女嬰於本周日起開始出現拒食、嘔

吐、嗜睡及皮膚發紫等病徵，同日到博愛醫院求醫，
後來轉送往屯門醫院。臨床診斷她患上嚴重流感，其
鼻咽分泌樣本經醫院化驗後，證實對H3病毒呈陽性反
應。初步調查顯示，女嬰近期並無外遊，但其祖母、
父親和姐姐都出現上呼吸道病徵。
屯門醫院副行政總監鄧耀鏗表示，新界西聯網的屯

門醫院及博愛醫院是流感高峰期間，服務需求最緊張
的聯網之一。其中於本月6日，屯門醫院急症室求診
人次及內科入院人數均創幾年來單日新高，分別達
752人及132人，較平分別增加32.8%及45%。另外，
博愛醫院內科病房本月初至19日的平均入住率亦超過
130%。
另外，瑪嘉烈醫院的內科病房於本月3日的入住人數

亦破紀錄，高達113人，較平日約70人，上升61%，
令內科病房的使用率增加124.9%。瑪嘉烈醫院內科及
老人科部門主管羅振邦表示，骨科及外科均需借出病
床以應付需求。院方更要暫時停止2間手術室的服務，
需暫加轉往聖母醫院延續護理及半急症個案的名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有
人才招聘顧問公司預計，今年本港中
層管理職位轉工後有望加薪最少10%
至15%，其中銀行業、資訊科技業及
零售業的加薪幅度，更可高達25%。
顧問公司亦指出，目前資訊科技業中
層青黃不接，公司為爭聘有潛質員
工，除了提升基本薪酬外，更會透過
「即時到職獎金」挖角，效果相當顯
著；此外，預料今年內地個人遊放
緩，本地零售業增長將會放緩，但人
力需求仍然殷切。

個人遊放緩 零售仍缺人
人才招聘顧問公司華德士昨日發表

2014年全球薪資調查，指本港經濟受
美國大市帶動，今年國民生產總值或
穩步增加約3.4%，令整體行業的中層
管理職位在轉工後，有望加薪最少
10%至15%。華德士又指，部分行業
的人力需求較為緊張，故加薪幅度可
進一步上升，當中包括銀行業、資訊
科技業、零售業及基建，均最多可獲
加薪20%至25%。其中以零售業為
例，雖然今年內地個人遊放緩，本地
零售業增長將會放緩，但人力需求仍
然殷切。
華德士亦指出，內地銀行市場發展

愈來愈成熟，故近年不少國際人才希
望加入至中資銀行，但在招聘人才
時，由於應徵者的學歷及工作經驗相
若，故公司傾向測試應徵者的「軟實
力」，亦即溝通能力、匯報能力、及
危機管理能力。

IT現斷層「即到獎金」雙贏
此外，資訊科技部經理陳亮霞表示，

雖然資訊科技界轉工後可獲加薪幅度較
高，但由於外界認為
從事資訊科技工時
長，工作又繁複，令
近年不少想入行的人
才卻步，尤其在已工
作兩年，月薪介乎2.5
萬至4萬元的中層，
青黃不接情況尤見嚴
重。她指出，不少公
司為爭聘有潛質又有
能力的員工，都願意
透過「即時到職獎
金」挖角，一來成功
吸引人才轉工，二來
令人才的履歷表更為
豐富，故成效相當顯
著。

市民排隊等銀行開門換新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本港3間發鈔銀行由昨日

起設兌換新鈔服務，方便市民兌換鈔票封利是。有市民
清晨已到銀行門外排隊，兌換數千元新鈔準備新年封利
是。金管局表示，為應付農曆新年的需求已準備了3.5億
至4億張新鈔，方便市民兌換。局方鼓勵市民用迎新鈔
封利是，支持環保。
中銀、匯豐和渣打銀行由昨日起設兌換新鈔服務，除了

提供全新鈔票外，銀行特別提供外觀完好的迎新鈔給市民
兌換。有市民表示，新鈔與迎新鈔分別不大，最重要是實
用。除了中銀外，匯豐和渣打都設有每日換鈔上限。

位於何文田一間中銀，昨晨8時半左右已經有30名至
40名市民排隊。排頭位的劉先生表示，昨晨5時許已經
到來排隊，兌換大約3,000元用作封利是，他表示不擔心
會兌換到偽鈔。

多長者輪候銀行提早辦公
另外，在觀塘滙豐銀行分行，亦有巿民一早排隊準備兌新
鈔，當中不乏是長者。而銀行特別提早半小時，為市民辦理
換鈔手續。有銀行職員先向市民派籌，再按籌號入內換鈔。
銀行亦特別加派人手，在場維持秩序和解答市民提問。

鮮蔬價升幅收窄 通脹輕微回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文鈴）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
去年12月份整體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4.3%，與去年
11月份相同；而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3.9%，較同
年11月份4.0%稍低。政府發言人表示，輸入通脹現時僅
屬輕微，加上去年新訂住宅租約租金升幅錄得放緩，相
信短期內有助減少通脹的上行風險。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本港最新消費物價指數，剔除所

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2013年12月份綜合消費
物價指數按年上升3.9%，較同年11月份4.0%稍低，主
要是由於新鮮蔬菜價格升幅收窄所致。
在各類消費項目中，電力、燃氣及水，以及住屋、食

品（不包括外出用膳）、雜項服務、外出用膳、雜項物
品、衣履、交通和煙酒均按年錄得不同升幅；而耐用物

品的價格則按年錄得跌幅。另外，2013年第四季及全年
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同樣上升4.3%。

政府料通脹減上行風險
政府發言人表示，2013年12月份的基本消費物價通脹

輕微回落至3.9%，主要是由於基本食品價格以及私人房
屋租金項目的升幅放緩所致。而2013年全年合計，基本
通脹率平均為4.0%，與政府較早前的預測相同，並低於
2012年的4.7%。
發言人續指，輸入通脹仍然保持輕微，加上去年新訂

住宅租約租金升幅放緩的影響浮現，應在短期內有助減
少通脹的上行風險。政府會密切留意通脹環境，特別是
通脹對低收入人士的影響。

社區驗毒諮詢
66%意見書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社區驗毒計劃諮詢

期將於本周五完結，禁毒處表示，截至上星期
五，一共收到逾200份意見書，當中支持的佔三
分之二，其餘則反對。禁毒常務委員會表示，將
視乎社會是否有共識，才決定會否就計劃細節諮
詢公眾，最快要三個月後有結果。正生書院校長
陳兆焯表示，支持社區驗毒但認為政府在計劃上
應該要交代更多執行的細節。
社區驗毒計劃諮詢期於本周五完結，截至上星期
五，禁毒處一共收到208份意見書，支持的佔三分
之二，其餘則反對。禁毒常務委員會主席石丹理表
示，是否進行第二階段諮詢仍言之尚早，但假如再
作諮詢會提出更多執行細節給予公眾討論。

陳兆焯：應交代更多執行細節
石丹理承認，任何方案假如支持度不高，最終
難以推行。他又說，尊重反對意見，會與反對團
體商討，研究有沒有妥協空間。陳兆焯則表示，
支持社區驗毒但認為政府要交代更多細節，包括
警員在甚麼場合可以要求目標人士驗毒、是否要
有社工在場等。
另外，表明不支持社區驗毒的醫學會會長謝鴻
興認為，吸毒者清楚自己問題，強迫的做法不能
令他們成功戒毒，堵截毒品源頭更重要。

電子「牛肉乾」次季試行半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兆東）警方「電子定額罰款通知書

先導計劃」將於今年上半年試行，為期6個月，警員處理違泊
時可即時以電子手賬記錄違規車輛資料，再透過便攜式打印機
列印電子定額罰款通知書。交通諮詢委員會昨日表示，計劃涉
及8部個人數碼助理裝置，在全港各區輪流使用，相信計劃可
減低警員出錯機會及減省處理時間。警方表示，計劃涉及143
萬元，由運輸及房屋局斥資，警方將就系統於2017年全面運
作申請撥款。

提高前線執勤效率
交通諮詢委員會昨日聽取當局介紹擬於今年上半年推行、為

期6個月的電子定額罰款通知書先導計劃。主席郭琳廣會後表
示，計劃旨在提高前線警務人員執行交通法例時的效率，屆時
配備個人數碼助理裝置（電子手賬）的前線警員，會在進行違
例泊車執法時，將違泊車輛的車牌、違規事項號碼及發生地點
等，即場輸入手賬內，並透過便攜式打印機列印電子定額罰款
通知書。
他續稱，每部電子手賬都配有私人密碼，而輸入裝置的資料

其後會由警員攜回警署，再上傳至警署電腦伺服器，作進一步
經加密的自動處理，確保符合保障資料原則，令資料不會外
洩。

8部助理裝置 各區「輪試」
他指出，現階段計劃涉及8部個人數碼助理裝置，在全港各

區由不同的警員輪流使用，相信新系統下，警方可節省以往將
手抄通知書資料再輸入電腦的步驟，減少出錯機會，及由過往
需時4日至8日處理，縮短至即日處理，減省時間提升效率。
郭琳廣相信，有關計劃毋須修訂《定額罰款（交通違例事

項）條例》，即未有提及警方是否會將俗稱「牛肉乾」的違泊
罰款加碼。他強調，交諮會歡迎港府推行有關試驗，料6個月
試驗期完結後，警方要檢討計劃並加以改進，再將計劃書呈交
當局及立法會，申請批准與撥款。

警：申撥款2017年全面運作
就有關計劃詳情，警方發言人表示，電子定額罰款交通違例

通知書先導計劃將會於今年第二季推行，整個計劃會以運輸及
房屋局審批的143萬元作為經費。
發言人又指，屆時來自5個陸上總區的區交通隊人員，及交
通督導員將會參與先導計劃，而計劃僅會限於違例泊車事項。
推行先導計劃期間，現有傳統定額罰款交通違例通知書仍會繼
續使用。發言人補充，視乎先導計劃的成效，警方將就電子定
額罰款交通違例通知書系統於2017年全面運作申請撥款。

■華德士發表2014年全球薪
資調查，料中層管理職位在
轉工後，有望加薪 10%。

郭兆東攝

■交諮會主席郭琳廣(圖左)相信，推行
電子定額罰款通知書可減低警員出錯機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本月6日，屯門醫院急症室求診人次及內科入院人數均
見幾年來單日新高。 資料圖片

■醫管局呼
籲市民，如
非緊急，應
盡量到普通
科門診及私
家 診 所 求
醫。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雅艷攝

■今年流感
提早襲港，
加上天氣持
續 寒 冷 及
長 假 期 ，
公 立 醫 院
急症室每日
求診人次最
多較平日增
逾20%。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