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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尾輾斃騎士 拖鞋司機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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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院管理局昨日出版最新一期《風險通報》，公佈公立醫院在今年首季呈報的兩

宗醫療風險警示事件，除較早前已公佈的一宗伊利沙伯醫院「開錯腦」事件外，亦有一宗手術後遺留醫療物料

在病人體內個案，一條長14毫米的手術儀器金屬線遺留在病人肩膀，6星期後才被發現，需再開刀取出。

今期《風險通報》列出公立醫院在今年
1月至3月呈報的兩宗醫療風險警示

事件，包括一宗手術/介入程序後遺留醫療
物料在病人體內個案；以及一宗在錯誤部
位施行程序個案，比對上一季合共6宗為
少。
另外，按重要風險事件類別呈報的個
案，包括12宗藥物事件及4宗錯誤識別病
人身份個案，亦較對上一季合共21宗為
少。

整爛都唔知 要再開刀
該宗遺留醫療物料在病人體內個案，涉
及一名需進行右膊頭關節鏡修復手術病
人，手術期間醫生需使用4個縫合錨。手
術無特別事故發生，只是醫生從病人體內
取出其中一個縫合錨的導引器時感到困

難。惟6星期後院方為病人照X光時，竟
發現一條14毫米乘1毫米的破損金屬線，
留在病人右邊關節腔，相信是縫合錨金屬
導引器的損壞部分，院方需為病人再做手
術取出金屬線。
醫管局檢討事件後，認為縫合錨有其固

有危險，醫生又沒為意為何在取出導引器
時有困難，且手術團隊也不熟悉新引入的
縫合錨，致發生今次事故。醫管局提醒醫
護人員小心了解縫合錨的使用，使用後如
懷疑有問題，應再進行放射造像檢查；團
隊在使用縫合錨前，應加強互相之間溝
通，熟悉縫合錨的設計和用法。
至於一宗在錯誤部位施行手術個案，

《風險通報》未有公開醫院名稱，但應指
於本年3月在伊利沙伯醫院發生的「開錯
腦」事件。一名病人右邊中間大腦動脈瘤

破裂，導致顱內出血，醫護人員在預約緊
急手術時，登記為病人進行左開顱手術。
直至手術期間，醫院管理系統電腦顯示，
病人的動脈瘤位於右腦，醫護人員立即將
左邊頭骨放回原位，再進行右邊頭顱手
術。病人在手術後已康復出院。
至於12宗藥物事件及4宗錯誤識別病人

身份個案。藥物事件中有5宗是已知病人
對某些藥物過敏，仍處方相關藥物。其他
個案包括錯誤處方胰島素、抗凝血劑或抗
血小板藥等。

錯病人身份個案增
錯誤識別病人身份個案有上升趨勢，由

2012年第四季至2013年第三季的8宗，增
至2015第四季至2016年第三季的13宗。
而去年第四季有3宗，今年首季則有4宗。

其中一宗個案是有病人的化驗報告錯誤夾
在另一病人的醫療記錄內，令另一病人接
受了不必要藥物，幸其無不良反應。
有病人本被處方藥物華法林，在其病歷及

病房的白板已列明，但醫生卻將藥物錯誤處
方予另一病人，幸其服藥後無大礙。
醫管局發言人表示，已深入檢討及分析

事件根源，從中汲取寶貴經驗，並透過刊
物讓醫護人員分享個案和相關改善建議，
防止日後再發生同類事件。

公院開刀大懵 金屬誤留右肩
取出縫合錨導引器「卡卡地」團隊不熟新引入儀器出事

9名「佔旺」示威者涉
阻撓執達吏清場而遭起訴
刑事藐視法庭罪，案件昨
日在高等法院續審。多名
負責清場的警務人員陸續
作供，負責拘捕黃浩銘的
警員供稱，在執達主任宣
佈執行禁制令至警方作出
警告期間，黃一直未有理

會警告，仍繼續在馬路上徘
徊，並手持揚聲器不斷叫囂，
他遂依從上級指示將他拘捕。
拘捕女被告陳寶瑩的女警長

則供稱，警方在山東街作出最
後警告後20分鐘，陳一直未
有離開，故執行上級指示，將
陳拘捕並作出警誡，陳在警誡
下表示「我無嘢講」。
拘捕被告郭陽煜的警署警長

程英偉作供指，當日警方在彌
敦道與亞皆老街交界作出最後
警告後，郭及另外四五人未有
離開，他再向他們作出口頭警
告，但各人不但未有理會，更
索性坐下，他遂上前將郭拘
捕。
在呈堂片段所見，郭在最後

警告期間一度想離開被阻止，
程同意當時曾向郭表示「你可
以走」，但另一批警員喝令各
人「坐返低」，稍後將各人拘
捕。程同意當時郭曾表示「我
係好合作，我好想離開」，法
官即指出：「唔係佢唔想走，
係你哋唔畀佢走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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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大老山隧
道昨晨發生奪命車禍，一名電器技工駕電
單車上班途中，被尾隨私家車撞倒再捲入
車底拖行致重創昏迷，送院證實不治，妻
子趕抵醫院驚聞噩耗，傷心不已。穿着
「人字拖」駕車的涉案司機因涉嫌危險駕
駛導致他人死亡被捕。
慘死電器技工姓孫（51歲），在沙田一
間酒家任職，他與妻兒及媳婦同住九龍灣
啟晴邨，其妻事後趕抵醫院時情緒激動。
據其林姓媳婦稱，老爺為人友善、顧
家，是家中經濟支柱，事發時正駕車上
班，詎料中途遭遇橫禍。涉案被捕私家車
司機姓徐（64歲），車禍交由東九龍總區
交通部特別調查隊跟進。
事發昨晨9時45分，現場為大老山隧道

往沙田方向管道。一輛的士、一輛電單車
及一輛商客兩用的豐田TownAce私家車，
依次沿快線駛至管道中段時，的士疑因應
前方交通情況減速，電單車亦緊隨收慢，
惟最尾的私家車卻收掣不及，猛撞向電單
車車尾，致司機墮地人車分離。
電單車向前直衝，穿過的士右車身與石

壆之間，飆前約20米才翻倒，鐵騎士墮地
後，慘遭私家車捲入車底拖行，直至撞向
的士車尾始停下。
現場消息指，捲入車底的鐵騎士身體多
處受傷，當場重創昏迷，由趕抵的消防員
救出送院搶救，延至早上11時31分證實不
治。警方經調查後以涉嫌「危險駕駛導致
他人死亡」拘捕私家車司機扣查，且發現
他穿着「人字拖」駕駛。
警方呼籲任何人如目睹意外發生或有任

何資料提供，可致電2305 7500與調查人員
聯絡。

法例無寫明穿拖鞋禁駕駛
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會長李耀培指，本港

交通法例較含糊，沒明確講明私家車司機

能否穿拖鞋駕駛。他認為穿着拖鞋駕駛，
確容易因膠底摩擦力不足，致滑腳踩不實
腳掣，亦可能影響司機在緊急煞車時的反
應。而內地及日本早有法例禁止電單車或
私家車司機穿拖鞋駕駛，他認為當局可考
慮修例禁止司機穿拖鞋駕駛。

李耀培提醒駕駛人士，若穿着拖鞋、高
跟鞋、甚至赤腳駕車發生嚴重意外，警方
可能會以鞋履不合適致影響煞車為由，控
告司機危險駕駛。
他建議司機可在車上預備波鞋或輕便

鞋，以確保駕車時能有合適的鞋履可穿。

中區前日發生的近億元
鑽石劫案，目前仍有9粒
總值近半億港元的鑽石，
疑被匪徒吞入肚尚未尋
回，警方需等其排泄出體
外核實，警方亦不排除劫
匪可能將部分鑽石拋落大

廈後巷，昨晨一度調派機動部
隊警員到後巷作地氈式搜索，
但無發現。至於抗匪受傷的女
職員，昨仍在瑪麗醫院留醫，
情況穩定，其東主亦有到院探
望。
抗匪受傷的朱姓（38歲）女

職員，昨可坐輪椅轉換病房，
其間可見她眼部仍有紅腫瘀
傷，神情憔悴，珠寶公司的32
歲以色列東主Sheinfeld，昨晨
手持一束鮮花，與朱的親友同
到醫院探望，Sheinfeld透露今

次是珠寶店開業6年來首次遇
劫，事後已將拍下犯案過程的
閉路電視片段交由警方調查。
對於觸動警鐘後，公司大門

會反鎖，令女職員與匪徒被困
一室，Sheinfeld強調非常重視
員工安全，店舖有嚴密保安系
統，並已接駁至警署及保安公
司，稍後會研究是否仍有可改
善措施，以加強對員工的保
障，避免日後發生同類事件。

9粒鑽石未尋回
由於現時仍有 9 粒總值約

4,680萬港元的鑽石尚未尋回，
警方初步相信已被疑犯吞落
肚，但亦不排除他可能將部分
鑽石拋落後巷。昨日中午，20
多名機動部隊警員連同重案組
探員重返劫案現場大廈，並集

中在後巷及和安里一帶街頭作
地氈式搜索，但無發現。至於
被捕的疑犯，現仍在醫院等待
將吞下肚的鑽石排出體外。
案發於前日午膳時間，持約

旦護照入境的22歲匪徒，闖進
威靈頓街華威大廈16樓一間珠
寶公司行劫，其間脅迫女職員
開啟東主房間夾萬後，即揮拳
將她打暈，掠走夾萬內17粒共
約312卡鑽石及一批美鈔，惟因
觸動警鐘被反鎖在公司內。
警員其後在公司士多房內發

現扮暈疑匪，並在其身上檢獲8
粒共值 4,212 萬元的鑽石及
8,600美元，另有9粒共180卡、
價值約 4,680 萬元的鑽石不知
所終，相信已被匪徒以水吞服
入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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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搜後巷 疑犯未「排鑽」

■大批警員
昨日到鑽石
劫案現場街
道作地氈式
搜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19歲青年昨
與友人遊船河卻樂極生悲。事主在西貢大蛇灣海面
由遊艇上的滑梯滑落海中後，即疑因抽筋遇溺，附
近一名友人亦一度被拖入水中，其他人先將友人救
起，但事主沒頂失蹤，水警與消防蛙人經約1小時
搜救，終將已陷入昏迷的事主救起，惜由直升機送
抵港島東區醫院後證實不治，警方正調查意外原
因，初步相信無可疑。資料顯示，大蛇灣近10年
包括今次已發生6宗溺斃意外（見表）。
不幸溺斃青年姓黃（19歲），人稱「阿龍」，
其遺體已移送殮房，以便法醫稍後剖驗確定死因。
據悉「阿龍」與家人同住藍田公屋，他是應屆中六
學生，近月才剛完成文憑試（DSE），昨日趁暑假
約同一批同學遊船河。
黃昨晨偕男女同學一行共17人到西貢遊船河，遊
艇駛至西貢大蛇灣對開海面停泊。遊艇近船尾處設有
一條充氣滑梯供客人滑入海中嬉水。
至下午3時許，現場消息指，「阿龍」由滑梯滑進
海中後即求救大叫「抽筋」，並緊捉住身旁一名友人
借力，兩人一度雙雙沉入水中，其他人立即施援，先
將友人救回遊艇，他未有大礙，但「阿龍」卻沒頂失
蹤，眾人慌忙報警求助。
水警、消防及飛行服務隊直升機接報到場，立即
作海空搜索，消防蛙人潛入水底搜索約1小時後，
終在約10米深水底發現已陷昏迷事主，立即將他
救起，再由直升機吊起送往東區醫院搶救，惜最終
返魂乏術。警方經初步調查，相信事件無可疑，列
作有人遇溺跟進。
發生意外的西貢大蛇灣位於萬宜水庫以南、糧
船灣洲西部，海水清澈，景色怡人，是夏日遊船
河的熱門勝地。惟根據記錄，包括今次在內，過
去10年大蛇灣已發生最少6宗涉及遊船河的奪命
意外。

青年船P溺斃 大蛇灣10年6宗

大蛇灣近10年溺斃意外
2017年 19歲青年自遊艇船尾滑梯滑落海中後沒頂失蹤
07月28日 ，由消防蛙人救起，惜送抵醫院證實不治。

2016年 23歲男子由遊艇跳落海中暢泳，期間遇溺失蹤
08月14日 ，4天後被發現浮屍附近海面。

2011年 28歲男子與胞弟及友人，擬由遊艇游往沙灘，
05月06日 途中遭海草纏腳沒頂，被友人救上岸時已陷昏

迷，送院證實不治。

2009年 24歲男子偕妻和友人遊船河期間意外墮海失蹤
07月20日 ，20小時後被發現浮屍附近海面。

2009年 24歲男子與友人離開遊艇嬉水期間，浮床突告
06月10日 翻轉，他被大浪捲走失蹤，3天後被發現浮屍

附近海面。

2008年 32歲男子偕妻兒游船河期間，疑落海為兒子撿
07月13日 回水泡時遇溺失蹤，5天後才被發現浮屍海面。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高鐵「一
地兩檢」方案原為方便旅客，卻被部分反
對派成員歪曲成「割地兩檢」，並發起昨
晚8時在金鐘政府總部外集會抗議，但響
應市民不多，現場所見僅有不足50人參
與，氣氛冷清。
參與集會者包括集會發起人之一的韓連

山，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剛遷離立會
辦公室的梁國雄、劉小麗，及有「長洲覆
核王」之稱的長洲居民郭卓堅等，各人輪
流發言反對「一地兩檢」方案。
集會在2小時後結束，有人呼籲市民出

來表態反對方案，並於今晚（29日）相
同時間及地點再集會，部分人更聲言會通
宵留守。

反「一地兩檢」集會
參與市民寥寥

■昨日的反「一地兩檢」方案集會不足
50人參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遊船河遇溺青年送院急救，惜最終不治。

■的士疑因應前方交通情況減速引發車禍。

■私家車被撞至車頭凹陷。■僅穿「人字拖」的司機（綠衣）留在涉事私家車前候查。

■死者所穿波鞋仍遺在肇禍私家車底。■死者一名女親友聞噩耗情緒激動。

■早前伊利沙伯醫院發生一宗「開錯腦」
事件。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