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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男不舉廿年倍增 忌醫失「性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坊間一直有不少有關服用類固醇的負面消

息。有調查發現，20%香港哮喘兒童自評未能控制病情，亦有37%香港

病童或其家長稱不能接受服用類固醇以控制哮喘。該兩個數字均遠高於

廣州、深圳及澳門三地。有專科醫生指出，哮喘的控制與藥物使用有

關，相信因不少家長對服用類固醇有誤解，強調幼童多獲處方低劑量類

固醇，只要遵從醫生指示使用藥物，類固醇是非常安全且有效。

港童拒服類固醇 難控哮喘
醫生指家長有誤解 處方低劑量安全有效

顧問倡續售活雞
袁國勇：難保零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國泰航
空一架原定昨晨8時35分起飛往上海的班
機，昨晨8時19分，臨起飛前發現機肚出
現漏油，消防接報到場開喉戒備。受影響
旅客其後獲安排轉乘另一班機，惟行程已
延誤近3句鐘。
國泰航空發言人回應稱，涉事A330客

機於昨晨起飛前發現燃油滲漏情況，為了
讓機上135名乘客盡快啟程，遂安排另一
架客機於昨晨11時30出發，並於等候期
間為乘客提供餐券，公司正調查故障原
因，就事件對乘客造成的不便致歉。
機管局表示，國泰CX368航班在準備
起飛期間，發現有輕微燃油溢出情況，局
方已按機制通知消防到場並開喉戒備，機
場運作不受影響。

國泰航機漏油
飛滬延3句鐘

■國泰往上
海的航機昨
晨 發 現 漏
油，消防車
趕至戒備。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赤柱
大潭道發生嚴重交通意外，一輛電單
車昨早沿大潭道駛向赤柱，至美國會
所對開時，對線一輛的士突右轉入會
所路口，當場將駛至電單車撞翻，車
上一對男女騎士墮地重傷，其中男騎
士送院後性命垂危，的士司機涉危駕
被捕。
命危電單車司機姓曾（38歲），同

行女乘客姓梁（41歲），兩人被撞至
一度昏迷，送院後甦醒，其中曾頭部
重創，經搶救後情況危殆，梁女則臀
部受傷，情況嚴重。
事發昨晨10時25分，曾駕電單車載

梁女沿大潭道駛向赤柱方向，至大潭
道28號美國會所門外時，一輛的士沿
反方向駛至，有人疑未有看清對線路
面情況，突右轉進入會所，結果撞及

駛至電單車，車上兩男女被撞至拋飛
倒地昏迷，的士司機及乘客並無受
傷。

的哥涉危駕被捕
救護車接報到場，將受傷的曾、梁
兩人送往東區醫院搶救。
警方在場調查，48歲姓周的士司機
通過酒精測試，但涉嫌危險駕駛導致
他人身體嚴重受傷被捕，肇事的士及
撞毀電單車被拖往扣留中心待驗。

的士撞翻鐵騎 男女騎士重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旺角一間
賓館昨日發生傷人案，兩名大漢近中午時分
持利刀闖入新填地街一間賓館房間內，不由
分說向房間內一對男女施襲，男子手腳被斬
傷，女伴則被人揮拳打爆眼角，救護員到場
將兩名傷者送院治理。警方現正追緝兩名刀
手歸案，事件起因待查。
事發地點位於旺角新填地街689號一間大

廈的賓館，據悉，遇襲受傷的姓劉男子（34
歲）租住上址賓館單位已有一個月。昨晨11
時46分，劉與姓梁女伴（33歲）在賓館房間
內聊天之際，突聽聞有人在房間外用力拍
門，劉感奇怪，未有細察下前往開門，突見
兩名陌生大漢衝入，在房間內揮刀迎面斬向

兩人，劉首當其衝手和腳同時中刀，梁女則
被其中一名大漢拳毆面部，眼角遭打爆流
血。
兩名大漢逞兇後迅速離開房間，落樓截乘

的士逃去，兩名遇襲事主其後由救護車清醒
送院治理，他們均稱不清楚為何遇襲。警方
封鎖賓館出事單位調查，並在賓館附近一帶
兜截，惟並無發現。
警方現正追緝涉案兩名兇徒，消息稱，其
中一人身高約1.8米，身材健壯，案發時身穿
綠色衣服，另一人身高約1.6米，瘦身材，案
發時身穿白色衣服。事件已列作傷人案處
理，警方呼籲如有的士司機接載過兩名兇
徒，請盡快聯絡警方提供破案線索。

雙煞闖賓館追斬 男傷手腳女爆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
名六旬男子趁着清明節，昨日偕同數
名親友一起往西貢行山，途中疑病發
突暈倒昏迷，由直升機送院搶救，卒
證實不治。據悉死者生前患心臟病，
警方經了解後，相信事件無可疑。
昨晨11時，61歲姓余死者約同數
名親友，結伴到西貢清水灣郊野公園
遠足行山，出發後半小時約昨晨11
時半，一行人沿龍蝦灣一條長樓梯向
上行，余突暈倒昏迷，親友大驚報
警。
由於地處偏遠，須召喚飛行服務隊

直升機救援，將余送往東區醫院搶
救，惜返魂乏術。
據悉，余為退休人士，已婚並育有

子女，生前患有心臟病和膽固醇相關
疾病。死者親友事後趕到醫院了解及
認屍。
此外，昨日下午1時37分，4名男
女相約到石澳行山散心，一行人途經
石澳龍脊山頭，其中一名女子突感不
適，隨後暈倒，同行友人擔心其安危
連忙報案求助。飛行服務隊接報派出
直升機到場，把女事主救起，送往東
區醫院救治。

六旬漢西貢行山暈倒不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本港生活壓
力大，導致不少港男的「性福」都受影
響。有泌尿科醫生表示，港男不舉現象日
益普遍及年輕化，性愛頻率和性滿意度遠
遠落後於世界平均水平。而港男由於心理
因素而出現性功能障礙的比例，由二十年
前的約20%，急升至現時約40%。更嚴重
的是，港男普遍諱疾忌醫，往往自己胡亂
服用「春藥」以至適得其反，長年失去
「性福」，生命陷入灰暗之餘且損害家庭
關係。
現年50歲、任職金融業的陳先生昨日現
身說法，他因羞於看醫生，結果廿多年來
沒有性生活，後來鼓起勇氣求醫，短時間
內治癒。他呼籲不舉港男一定要立即求
醫，千萬別亂買「春藥」和所謂「性保健
品」，沒有幫助且可能危害身體。因害羞
而危害下半生，真的很不智。
泌尿科醫生葉維晉介紹陳先生個案，陳

先生20多年前與初戀女友情到濃時，豈料
不舉，後來又嘗試數次均告失敗，終分手
收場。其後陳先生自行購買一些壯陽藥，
均無明顯效果，以為自己「天生唔得」，
孤獨數十年。
最近邂逅心儀對象，雙方都不忍心因不

舉而放棄關係，在女友鼓勵下，陳先生終
往求醫，經全面檢查下發現生理正常，服
用處方藥物數次後，陳先生恢復正常性能
力，亦求婚成功與女友「拉埋天窗」。
葉維晉表示，類似陳先生的個案在本港

頗為普遍。
由於工作和生活壓力大、生活日夜顛倒

等，港男由於心理因素而不舉的比例，由
二十年前約20%，上升至目前約40%。不
舉的生理因素，則往往因病人患高血壓、
糖尿病、高血脂等血管疾病，而此類患者
也日益增加，連帶導至港男不舉現象愈趨
普遍。

亂服補藥偏方「有害無益」
他續稱，或因傳統華人心理，港男通常

不認為不舉是種疾病，又害怕吃西藥損害
身體，因此往往自行搜購一些「補藥」、

中藥偏方等。這些不受監管的藥物效果難
料，患者治療無效後往往自認為喪失性能
力，令人生觀變得灰暗，家庭關係，甚至
人際關係均會因此受損，但其實大部分不
舉個案均能治癒。

■調查發現20%香港哮喘兒童自評未能控制病情。 趙虹 攝

■陳先生(背向者)稱因諱疾忌醫，
廿多年不敢結識女友。 殷翔 攝

■葉維晉（左）與尹銓志呼籲，男
士若有不舉應早求醫。 殷翔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
日前公佈顧問報告，認為活家禽業可維持
現狀，亦毋須禁止內地活家禽入口。港大
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日表示，即
使加強街市防疫措施，亦不可能做到零風
險，隨時有「漏網之魚」，直言全面禁止
活雞銷售才能杜絕禽流感，呼籲市民深思
是否為了進食活雞，而投入如此大量金
錢。
袁國勇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中指出，雖

然該顧問研究建議本港可保留零售層面銷
售活雞，不過，即使加強街市的人雞分
隔，仍無法做到零風險。他解釋，政府不
可能為所有進口活雞進行化驗，估計現時
1,000隻活雞中，最多只會抽驗30隻至40
隻，仍要承受風險，隨時有「漏網之
魚」，加上零售點亦難做到沒有雞毛及排
洩物。

停售活雞方能杜絕禽流感
袁國勇認同，本港防控措施將風險已減

至極低，風險管理亦做得好，但不可能做
到零風險。他直言，從醫學角度而言，必
須全面禁止活雞銷售方能杜絕禽流感，亦
是最好的防疫方法。
他認為，目前政府仍沒有推行該全面禁

止措施，考慮因素已非科學問題，而是市
民的飲食習慣，重申防控措施做得愈好，
即代表所付出的金錢愈高，呼籲市民應深
思，思考是否只為了進食活雞，而投入如
此大量金錢。
對於一名40歲女子在非洲加納旅遊期

間感染瘧疾，回港後情況危殆，袁國勇回
應指，瘧疾死亡率高，港人亦對瘧疾無免
疫力，呼籲市民在高危地區回港後不適應
即求醫，並向醫生講述旅遊史。若延誤醫
治，或可造成腦部永久受損，甚至死亡。

過敏性疾病已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21
世紀重點防治的重要疾病之一，世界

過敏組織亦將4月2日至8日定為「世界過
敏周」，以提升大眾對相關疾病的關注。
為響應活動，香港兒童呼吸及過敏學會
去年6月至11月期間，邀請澳門、香港、
深圳及廣州四地共1,587名哮喘兒童及其家
長，進行哮喘控制指數測試自我評估問
卷，調查他們的哮喘控制及生活質素，當
中香港受訪兒童有1,173名。

近四成拒接受處方類固醇
學會昨日公佈結果，發現20%香港哮喘
兒童認為未能控制病情，較其他三地的約
6%至15%為高。對於服用有助控制哮喘的
類固醇的接受程度，近37%香港病童或其
家長稱不能接受；亦有33%香港病童需不

時使用氣管舒張劑，數字均遠高於其他三
地。
學會副會長韓錦倫認為，雖然調查發現

多數本港哮喘兒童均能控制病情，整體不
錯，但仍不及內地其他地區。他指出，哮
喘的控制與藥物使用及生活習慣有關，藥
物以噴入式類固醇及氣管舒張劑為主，前
者用以紓緩過敏症狀及發揮抗炎作用，後
者則於病發時作急救用途。他分析指，過
去媒體多次報道有關服用類固醇所引起的
負面消息，加上香港社交媒體等資訊發
達，相信不少家長接觸了有關資訊後，對
類固醇有誤解及抵觸。

誤解會影響身高造成骨枯
學會會長繆定逸亦指，有家長以為服用

類固醇長遠影響子女身高，甚至造成骨

枯，他強調類固醇並不可怕，幼童多獲處
方低劑量類固醇，只要服從醫生指示用
藥，類固醇是非常安全且有效。他又指，
部分成藥或偏方有機會含高劑量的類固
醇，胡亂使用，且缺乏醫生及藥劑師監
管，副作用反而更大。
繆定逸又引述外國研究指，兩歲以下的

嬰兒出現濕疹，日後患哮喘的機會比常人
高2倍至3倍。
他指出，由母親懷孕至嬰兒兩歲的1,000

天是防敏的關鍵期，及早為敏感症高危的
嬰兒做好防敏措施，或能減低日後患濕
疹、哮喘、鼻敏感的機會。
他又建議，孕婦無需刻意戒口，嬰兒出

生後首半年應以全母乳餵哺。若未能全母
乳餵哺，可考慮選用部分水解蛋白配方奶
粉，以及在嬰兒四個月至六個月大開始，
逐漸添加固體食物，嘗試讓嬰兒食用花生
或雞蛋等敏感食物，有機會減少日後的敏
感機會。

■石澳龍脊有女子行山昏迷，獲直升
機送院救治。

■六旬男子在清水灣郊野公園行山猝
死，遺體舁送殮房。

■警員在斬人案賓館內調查。
劉友光 攝

■新填地街賓館被斬傷男傷者送院。
劉友光攝

■■救護員即場為遭的士撞傷的兩名騎士急救救護員即場為遭的士撞傷的兩名騎士急救。。

4月4日(第17/039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4月6日

頭獎：—
二獎：$548,170 （3注中）
三獎：$56,950 （77注中）
多寶：$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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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 紅 之
星」重磅成

交。國際拍賣公司蘇富比昨天在香港
拍賣該顆重59.6克拉的粉紅鑽石，
結果以7,120萬美元（約5.53億港
元）成交，打破全球粉紅鑽石的拍賣
紀錄。

天 價 瑰 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