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1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甄智曄

2017年
2017
年 4 月 3 日（星期一
星期一）
）

醫院疑遲落藥「毒入心」殺孝女
入院逾十句鐘狂嘔無人理 父母投訴太遲注射抗生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又有公立醫院爆出疑似醫療事故，
一名年僅 21 歲的孝順女疑因瑪嘉烈醫院醫護人員未有及時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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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病毒入心而離世。死者父母昨日哭訴，該院在愛女入院逾 15
小時內，疑輕視處理，未有及時注射藥物，令女兒病情惡化，心臟
更先後停頓 50 分鐘，致心臟衰竭及腦部缺氧陷入昏迷，最終因器
官功能衰竭離世。有協助家屬的立法會議員坦言，藥物注射的滯後
情況難以接受，批評該院疏忽處理重症病人，促請該院盡快完成專
家報告，向死者家屬交代真相。

21歲的蘇潔茵（茵茵）原定今年畢業
後就投身幼兒教育行業，實現兒時

志願，豈料這願望永不能成真。
死者父母蘇氏夫婦昨日在工聯會立法會
議員麥美娟及葵青區議員梁子穎的陪同
下，舉行記者會，哭訴瑪嘉烈醫院醫護人
員
「遲用藥」
，致愛女失去治療的黃金機會。

以為感冒 6句鐘急惡化
蘇太指出，茵茵於1月4日上午6時因嘔
吐不斷、雙腳乏力及呼吸有困難而召救護
車，送至瑪嘉烈醫院急症室，並先後接受
心電圖及X光檢查。
她強調，當時查詢醫生詳情時，醫生稱
愛女
「沒有大礙，沒有大問題」
，女兒當時
亦神志清醒，正常對答，更一度要求玩手
機，故以為愛女只是普通感冒不適。不料6
小時後的探病時間，父母發現茵茵情況已
轉差。
眼泛淚光的蘇先生表示，當時發現女兒
仍嘔吐不止，且較之前嚴重，惟一直沒有
醫護人員理會，亦沒有用藥。護士不久後
察覺茵茵嘔吐愈來愈嚴重而通知醫生，但
時至兩小時後，方獲醫生處方抗生素，但
沒有即時注射。
同日晚上約9時，茵茵在抽驗脊髓檢查
前，突然心臟停頓，須即時注射強心針搶
救。之後兩小時內，茵茵分別有三次心臟
停頓，共注射了6次強心針，心臟斷續停
頓共50分鐘。茵茵因心臟衰竭、細胞及腦
部缺氧陷入昏迷，懷疑是心肌炎，並轉送
深切治療部植入人工心肺機維持生命。
深切治療部醫生其後抽取茵茵的痰液、
尿液作化驗，發現兩種病菌包括肺炎鏈球
菌，及克沙奇病毒。茵茵其後均一直陷入
昏迷，至同月 26 日，即入院 22 日後因器
官功能衰竭病逝。
蘇太坦言，女兒一向健康無病無痛，無
家族遺傳病史，為人樂觀且十分孝順，家
中事無大小都能處理妥當，令父母可放心
工作。

驟失愛女的她哽咽指，送女兒入院時均一
直向醫護人員說得很清楚，指茵茵有頭痛、
吞嚥困難、胸口隱痛、呼吸辛苦等病徵，不
明白為何女兒入院逾10小時均無人理會，
院方亦未有盡力找出病因，粗疏處理，終拖
至藥石無靈，質疑該院延誤醫治。

麥美娟：滯後嚴重應檢討
協助死者家屬的區議員梁子穎引述指， ■死者父母哭訴瑪嘉烈醫院醫護人員「遲用藥」，不明白為何女兒入院逾 10 小時均無人
過去曾多次與該院代表會面，得悉茵茵的 理會，致愛女失去治療的黃金機會。
莫雪芝 攝
驗血報告中，其心臟酵素高出標準近 50
倍，白血球指數亦超標近3倍，足以反映
病人有心臟壞死，及受細菌感染的情況，
惟院方卻未有採取適切的治療，亦沒有加
密監察茵茵的維生指數，促請院方正視及
日期
時間
事件
檢討。
麥美娟指出，茵茵入院逾 20 小時後才 1月4日 上午約6時
蘇潔茵被送至瑪嘉烈醫院急症室
獲注射第一劑抗生素，情況難以接受，質
疑該院醫護人員視茵茵為輕症病人處理，
上午約7時
蘇太向醫護人員透露，茵茵有胸口隱痛、呼吸辛苦等病
沒有深入審視病因。
徵。之後醫護人員指茵茵心電圖有少許異常，但無大礙
她批評，病房、藥房與化驗等多個部門
在監察及治療病人程序上存在滯後問題，
上午約11時 茵茵仍可與父母簡單對答
要求院方盡快重新檢視病房運作，加強不
下午5時
蘇先生發現茵茵嘔吐情況加重，惟未有醫護人員理會
同部門的溝通。
麥美娟透露，過去接獲的醫療事故投訴
下午6時半
茵茵的驗血報告中，其心臟酵素高出標準近50倍，白
中，發現涉事醫院的投訴多數是病人送至
血球指數超標近3倍
病房後，均未能得到即時治療，
「一味講觀
察」
，促請醫管局必須重新審視內部資源分
下午7時17分 醫生處方抗生素，但沒有即時注射
配問題，增加人手，以紓緩前線醫護人員
的工作壓力，減少醫療事故發生的機率。
下午9時20分 茵茵進行抽驗脊髓檢查前，突然心臟停頓，須即時注射
她又指，該院2月份曾指會就事件撰寫
強心針搶救。至下午11時期間，茵茵分別有三次心臟
專家報告，檢視可能引致此事故的原因，
停頓，共注射了6次強心針，心臟斷續停頓共50分鐘
惟至今未有結果，促請院方盡快完成報
告，向死者家屬交代事件真相。
1月5日 凌晨約4時
茵茵轉送深切治療部並植入人工心肺機維持生命。經化
瑪嘉烈醫院回覆指，醫生臨床診斷茵茵
驗發現其痰液、尿液有肺炎鏈球菌
可能為心肌炎及細菌感染，強調在茵茵入
院24小時期間，醫生因應當時病人情況已
凌晨約5時
院方為茵茵注射抗生素
作出適當的臨床考慮，惟病人短時間內病
情惡化，對事件感難過，向病人家屬致深 1月26日 下午4時
茵茵因器官功能衰竭病逝
切慰問。有關個案已轉介死因裁判官跟
製表：趙虹
進。

蘇潔茵入院時序

學者：嘔吐非心肌炎病徵
感冒菌或病毒入心，隨
 & 時可導致心肌炎，後果可
大可小。一向健康、21歲
的茵茵，年初因嘔吐不斷、雙腳乏力及呼吸有

困難而入院，最終疑因心肌炎及細菌感染而離
世。有心臟科專科醫生相信，抗生素普遍能醫
治細菌入心的心肌炎，惟病毒入心的心肌炎則
較難處理，又強調嘔吐非心肌炎病徵，相信可
能是其他潛在疾病所導致。
港大內科學系心臟科臨床助理教授奚小嫻表
示，逾半的心肌炎成因為病毒入心，如肺炎鏈
球菌等細菌入心而導致的心肌炎個案較罕有，
加上多數在該病惡化快速時方會發現，「好難
會一來就突然調查患者是否有心肌炎。」她認
為，細菌入心的心肌炎處方抗生素「好多時都
醫到」，但病毒入心的心肌炎則較難以藥物治
療。
她強調，亦有患者因免疫系統失調，形成
「自己人打自己人」而患上心肌炎，故多數需
進行抑制免疫系統的治療，處方抗生素未必有
用，而有心臟衰竭的心肌炎一年死亡率達
20%。
奚小嫻續說，若病人可捱過最初的數日，多
數可逐漸康復，「有病人短則數日就好返」，
惟仍需因應各患者的個別病情發展。不過她強
調，嘔吐不斷非心肌炎的病徵之一，相信患者
若出現該病徵，可能是其他潛在疾病所導致。
奚小嫻又說，若出現不尋常的氣喘、輾轉難
眠，以及容易感到暈眩甚至休克，就要盡快求
醫，以便盡早介入治療及密切觀察。她呼籲，
患有感冒的病人不要進行跑步等劇烈運動，否
則有機會導致心律不正，甚至加重心肌損傷，
「病就要休息。」
■記者 趙虹

「智能單車盔」揚威 科技園利初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本港初創
企業「路明科技」研發的智能單車頭盔
「Lumos」屢獲國際大獎、揚威海外。兩
名年輕的創業者日前與記者分享創業心
得。他們在美國讀大學時參加校內設計
比賽，以「發光頭盔」奪獎。
畢業後兩人自創公司希望將創意商品
化，得益於科技園培育計劃支持，成功
研發出智能單車頭盔，短短一年間已將
逾 18,000 個頭盔銷往全球。
科技園培育計劃主管莫偉軒表示，計
劃十分成功，令本港科創企業迅速增
長，本港科創規模有望在未來兩三年間
躍入全球 20 大。
「Lumos」單車頭盔在前方和後方均有
顯示燈，騎車者可以用安裝在手把上的
無線遙控，令後方轉向顯示燈閃亮，單
車減速時頭盔會自動亮起紅燈，令汽車
駕駛者能及時知道單車行駛方向，大大
提升騎車安全性。
2016 年 11 月 Lumos 獲全球最大單車展
會之一「Eurobike」頒發配件組金獎。今
年年初又獲著名英國設計博物館頒發
「年度國際設計獎（交通組）」。

Lumos 主要是網上銷售，面世後大受
歐美騎車者歡迎，產品 60%銷往美國，
30%銷往歐洲，10%銷往全球各地。「路
明科技」相信由於歐美人士越來越重視
健康，騎車者人數持續上升，他們都較
為重視道路安全。公司未來發展方向也
將以歐美市場為主。

■許穎欣及數名切肉員示範切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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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平幫推廣配套好 同行互助
路明科技兩名創業者陳浩然及陳有
運，分別年僅 25 歲及 31 歲。陳浩然回顧
創業史，他原為廣東佛山人，考入香港
科技大學修讀機械工程學及工商管理學
雙學位，在往美國哈佛大學參加交流學
習一學期時，認識了在哈佛大學修讀工
商管理碩士的新加坡人陳有運。
兩人都是騎車上學，深感道路騎車的
危險性。適逢校內舉行設計比賽，兩人
於是將小燈泡安裝在單車頭盔上參賽並
得獎，形成 Lumos 雛形。陳浩然畢業後
想將當初的創業商品化，兩人一拍即
合，陳有運當即赴香港，開始合作創
業。
陳有運表示科技園的培育計劃很適合

■陳浩然（右二）陳有運（左）及路明科技
的年輕創業者與莫偉軒（中）。 殷翔 攝
初創企業，第一年房租全免，第二年也
僅收很廉宜的租金。兼且有公關、市場
推銷、會議室等配套設施。眾多科技公
司齊聚，也有益於相互學習和幫助。
莫偉軒表示，在培育計劃和政府支持
下，本港科創生態圈蓬勃發展，越來越

「防圍標」
倡新招 專家憂難齊人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近年多
個大型屋苑復修工程被指「圍標」，住戶
被迫「硬食」天價維修工程費用。為防止
出現「圍標」，民政事務局正就《建築物
管理條例》提出修訂建議，包括規定業主
立案法團會議的法定人數增至兩成，並最
少要有一成人出席，平均開支涉逾 400 萬
元即須規管。房屋經理學會日前指出，大
型屋苑坐擁上萬住戶，較難湊齊人數開
會，加上屋苑每年管理費動輒上億元，擔
心修訂影響屋苑管理。
近年傳媒屢次揭發「圍標」工程，不少

是法團在少數業主持有大量委任代表文書
下表決，為防止文書被濫用，政府建議將
通過大型維修工程決議的業主大會法定人
數，由原先最少一成增加至最少兩成，其
中至少一成業主須親身出席業主會；代表
文書亦須由委任的代表加簽，並須聲明是
從有關業主誠實取得，而每名代表亦不應
代表多於百分之五的業主，若捏造文書可
負上刑責。

港人忙場地小 恐密密流會
房屋經理學會表示，歡迎政府提出有關

文森 攝

修訂，但擔心新建議下的業主出席率未能
達標，浪費社會資源。
房屋經理學會會長陳志球表示，港人公
事繁忙，業主出席法團會議的意識亦欠
奉，根據過往經驗，在超過一萬個單位的
大型屋苑，要有一成人出席業主會並不容
易。屋邨內亦未必有適合公共空間供業主
開會，或需借用附近球場、社區中心等地
方，佔用社會資源，若最終未有足夠人數
出席，只會是勞民傷財。
房屋經理學會前任會長葉志明補充，學
會去年建議政府取中間數，將法定人數訂

多海外初創企業也選擇在港落戶，佔本
港初創企業約 30%。
根據政府數字，2016 年本港初創企業
按年增長 24%，達 1,926 間，涉及至少
2,039 位創業家，當中 65%是港人或回流
港人。

定為 15%，視乎效果循序漸進，但政府提
交的建議訂為兩成，料失敗率較高，建議
政府在修例的同時，針對業主加強教育和
宣傳，提升對法團事務的參與意識。
另外，政府建議引入三級制，與三年前
的經審計平均開支掛鈎。第一級訂明如屋
苑超過 500 個單位，涉逾 400 萬元，即屬
需規管的「大型維修工程」。
陳志球指出，大型屋邨工程每年涉及
的管理費動輒上億元，若超過 400 萬元便
要開會，在執行上會有難度。
葉志明補充，大型屋邨有恒常維修合
約，例如水電、升降機維修保養，隨時超
出 400 萬元，若按政府的定義，就要經常
開會，會令屋苑運作混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僱員再培圳局去年
與豬肉業界合作，推出「豬肉切肉員基礎證書」
及「屠宰員基礎證書」，冀吸引年輕人加入行
業。香港豬肉行總商會理事長許偉堅昨日表示，
去年約有16人就讀切肉員課程，13人成功畢業，
現有12名畢業學員於行內工作，期望今年底能開
辦新一輪課程。
許偉堅指出，去年有近 200 人到場報名，最終
因名額有限，先招生10多人，而有關課程亦能喚
起大眾對行業的關注，更有女士主動致電他稱有
意入行，認為整體尚算成功。
許偉堅又說，由於行內師傅平均年齡逾60歲，
若不吸引年輕人入行，擔心行業出現斷層，而去
年參加的學員亦有部分屬30歲以下。他期望，今
年底能再次開辦課程，但具體情況須僱員再培圳
局所獲的資源再作決定。
他續說，去年約有16人就讀「豬肉切肉員基礎
證書」課程，當中13人成功畢業，現有12名畢業
學員於行內工作。他透露，由於1名女學員力氣不
足，未能達到工作要求，故近日已離職。該名學
員的師傅許穎欣補充說，對方修畢課程後入行約9
個月，惟她身材較單薄、不夠力氣，更因勞損而
需接受物理治療，因此不太適合於行內工作。
許偉堅認為，入行的首要條件是要刻苦耐勞、
不怕見血及髒亂，體力亦需能應付工作，亦要有
記性。
許穎欣說，該店舖近年曾成功培訓3名學員，當
中包括兩名女學員，認為女性亦能勝任有關工
作。
香港食品委員會昨日於黃大仙舉辦「第二屆黃
大仙繽紛美食墟」，許穎欣及數名豬肉切肉員並
示範豬肉切割，讓大眾更了解行業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