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戒氯胺酮趁早 受損膽道有望復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

晉傑）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即將展開第二期重建工程，

項目首階段造價約 300 億

元，醫院內4座舊職員宿舍

將會拆卸，騰出土地興建臨

床服務大樓，大樓預計可於

2027年投入服務，醫院屆時

會增加450張病床及16間手

術室，以滿足區內人口增加

及人口老化所帶來的服務需

求。

威院重建後
部分新增服務

■450張病床

■16間手術室

■6層項目樓層

婦產新生兒科 骨科

腦神經科 腎泌尿科

心胸肺科 腸胃科

資料來源：醫院管理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威院重建 首階段造價 億
拆4宿舍建服務樓 料2027年啟用 增450病床16手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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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訂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四）晚上六時正假座香港九龍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十八號香港洲際酒店大禮堂舉行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成立
二十三周年暨第二十四屆董事會就職典禮慈善晚會。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 陳 冬先生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 雷添良SBS,JP
中共福建省委統戰部副部長 翁雄宇先生
全國政協原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 林樹哲GBS,SBS
華閩（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陳揚標先生

敬候光臨 曷勝榮藉

恭請 蒞臨主禮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主 席：謝燕川
籌委主席：徐志誠
暨全體執行董事

敬 約

（註：執行董事排名按姓氏筆劃為序）

榮譽贊助人：梁愛詩 王䓪鳴
榮 譽 主 席：施展望 許奇鋒 邱祥坤 陳進強 施建新 朱銘泉 顏純烱 林志勝

吳健南 王明洋 董吳玲玲 徐偉福 陳勇生 周年茂 黃家榮 林英達
葉建明 李聖潑 蔡尚楷 楊自然 余 毅

義務會務顧問：林 勁 孫立川 黃均瑜 林建華
義 務 律 師：王東昇
義務核數師：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第 二 十 四 屆 董 事 會
主 席：謝燕川
副 主 席：徐志誠 吳雅玲 黃丹青 葉華雄 徐凱祥 朱威澔 郭國耀 葉華源

劉德偉 賴新達 楊自順 洪頂擁 趙興源 涂雅雅 陳榮旋 張上頂
李少林 陳 昆 柯孫培 吳志雄 司徒立 林 錦 鄭靜鈺 林 美
施漢陽 黃衛東 劉西目 吳祝支 林 雄 柯欣彤 顏麗園 李明貴
許志群 吳少姍 蔡 暉

執 行 董 事：王東昇 王 峰 王瑋麟 王捷華 王錦順 王經潑 王智誠 尤東升
石蕙茵 呂國平 吳健南 吳豐園 李聖潑 李孝友 李 勐 李彩妙
余 毅 余 敏 佘英杰 沈慧林 汪建華 林志勝 林英達 林子峰
林佑碧 林志堅 林志君 林 蓉 邱耀東 卓育生 柯維山 施建新
施文誕 施清衍 施俊男 施逸廷 洪明智 洪向陽 胡善盈 胡家偉
徐偉福 徐曉鶯 徐中膺 孫建華 高秀琴 常 樂 張鐵岩 郭亨耀
郭金發 郭燁佳 陳勇生 陳志烽 陳國昌 陳建鴻 陳少業 陳巧津
陳 瓏 陳妍妍 傅金城 傅鴻圖 勞偉樂 曾瑋然 黃家榮 黃少玉
黃偉鴻 黃秀波 黃逸泉 楊自然 楊素麗 董清世 鄒琍瓊 趙景璋
葉浩然 葉巧麗 葉肯攀 劉勝賀 劉達泉 劉本全 潘廸生 蔡尚楷
蔡國聯 蔡其雄 蔡建立 蔡志忠 蔡仲義 蔡金獅 蔡凱松 鄭志強
鍾明發 魏文生 藍建平 羅珠雄 羅寶珠 蘇建豐 蘇朗灝 蘇達文

謹訂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四）晚上六時正假座香港九龍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十八號香港洲際酒店大禮堂舉行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成立
二十三周年暨第二十四屆董事會就職典禮慈善晚會。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 陳 冬先生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 雷添良SBS,JP
中共福建省委統戰部副部長 翁雄宇先生
全國政協原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 林樹哲GBS,SBS
華閩（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陳揚標先生

敬候光臨 曷勝榮藉

恭請 蒞臨主禮

香港福建希望工程基金會
主 席：謝燕川
籌委主席：徐志誠
暨全體執行董事

敬 約

（註：執行董事排名按姓氏筆劃為序）

榮譽贊助人：梁愛詩 王䓪鳴
榮 譽 主 席：施展望 許奇鋒 邱祥坤 陳進強 施建新 朱銘泉 顏純烱 林志勝

吳健南 王明洋 董吳玲玲 徐偉福 陳勇生 周年茂 黃家榮 林英達
葉建明 李聖潑 蔡尚楷 楊自然 余 毅

義務會務顧問：林 勁 孫立川 黃均瑜 林建華
義 務 律 師：王東昇
義務核數師：大信梁學濂（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第 二 十 四 屆 董 事 會
主 席：謝燕川
副 主 席：徐志誠 吳雅玲 黃丹青 葉華雄 徐凱祥 朱威澔 郭國耀 葉華源

劉德偉 賴新達 楊自順 洪頂擁 趙興源 涂雅雅 陳榮旋 張上頂
李少林 陳 昆 柯孫培 吳志雄 司徒立 林 錦 鄭靜鈺 林 美
施漢陽 黃衛東 劉西目 吳祝支 林 雄 柯欣彤 顏麗園 李明貴
許志群 吳少姍 蔡 暉

執 行 董 事：王東昇 王 峰 王瑋麟 王捷華 王錦順 王經潑 王智誠 尤東升
石蕙茵 呂國平 吳健南 吳豐園 李聖潑 李孝友 李 勐 李彩妙
余 毅 余 敏 佘英杰 沈慧林 汪建華 林志勝 林英達 林子峰
林佑碧 林志堅 林志君 林 蓉 邱耀東 卓育生 柯維山 施建新
施文誕 施清衍 施俊男 施逸廷 洪明智 洪向陽 胡善盈 胡家偉
徐偉福 徐曉鶯 徐中膺 孫建華 高秀琴 常 樂 張鐵岩 郭亨耀
郭金發 郭燁佳 陳勇生 陳志烽 陳國昌 陳建鴻 陳少業 陳巧津
陳 瓏 陳妍妍 傅金城 傅鴻圖 勞偉樂 曾瑋然 黃家榮 黃少玉
黃偉鴻 黃秀波 黃逸泉 楊自然 楊素麗 董清世 鄒琍瓊 趙景璋
葉浩然 葉巧麗 葉肯攀 劉勝賀 劉達泉 劉本全 潘廸生 蔡尚楷
蔡國聯 蔡其雄 蔡建立 蔡志忠 蔡仲義 蔡金獅 蔡凱松 鄭志強
鍾明發 魏文生 藍建平 羅珠雄 羅寶珠 蘇建豐 蘇朗灝 蘇達文

日
台
麻
疹
個
案
續
升

孕
婦
幼
童
不
宜
赴
當
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台
灣地區及日本沖繩麻疹個案持續上
升，當中沖繩的疫情更可能已經在
社區傳播，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雖
然表示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對麻疹已
有免疫力，但亦提醒市民要提高警
惕，建議計劃前往兩地旅遊人士出
發前應先檢視個人的疫苗接種紀
錄，且懷孕婦女及未滿1歲的兒童
則暫時不宜前往沖繩 。

沖繩70宗 已現社區傳播
據沖繩縣政府資料顯示，當地截
至前日（24日）共錄得70宗麻疹爆
發個案，並且出現在當地不同地區，
當中部分近日新增個案更未發現與任
何其他確診個案有流行病學關連，
顯示沖繩當地已出現社區傳播。
除沖繩外，日本名古屋亦錄得1
宗在潛伏期曾到訪沖繩的麻疹個
案，患者發病後曾到訪的兩所名古
屋醫療機構其後出現至少6宗個
案，所有個案均曾與該首名患者有
所接觸。
香港於1967年將麻疹疫苗納入
「香港兒童免疫接種計劃」，並於
1996/97年起分別為1歲及小一學
生接種共兩劑麻疹疫苗，普遍健康
人士按建議接種麻疹疫苗後可獲長
期保護，已接種兩劑麻疹疫苗或過
往曾確診感染麻疹的人士均對麻疹
具備免疫力，而本地麻疹病毒抗體
的血清陽性率反映絕大部分香港市
民對麻疹已有免疫力。

不過，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仍建議計劃前
往沖繩的市民應先檢視其疫苗接種紀錄及個
人病歷，「就未完成疫苗接種、疫苗接種紀
錄不明或對麻疹免疫力有疑問的人士，應該
在出發前至少兩星期就接種麻疹疫苗事宜諮
詢醫生意見，因接種疫苗後身體約需兩星期
產生抗體來預防麻疹。」而於對麻疹沒有免
疫力的懷孕婦女及計劃懷孕婦女，以及仍未
滿1歲的兒童則暫時不應前往沖繩。
而在台灣方面，當地截至前日共有23宗
確診個案，當中包括7宗外地輸入個案。在
16宗當地感染個案中，有12宗為與此名旅
客有關連的群組個案，全部有流行病學關
連，均屬航機上或工作場所接觸者。
其餘4宗當地感染個案中，有3宗為與另

外2宗外地輸入個案而導致醫療機構傳播相
關，根據台灣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資
料，現時未有證據顯示上述群組個案在當地
出現持續社區傳播。

民記促聖母醫院重建加急症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建聯黃

大仙支部昨日到政府總部外，就聖母醫院
重建方案計劃提出抗議，反映食物及衛生
局未有聽取民意及地區訴求在醫院加設急

症室，就將重建計劃提交到立法會財務委
員會申請撥款。
而於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上，民建聯

柯創盛代表黃大仙區議會強烈譴責食物及
衛生局完全漠視民意，
形容政府視黃大仙居民
為「不配有急症服務的
二等居民」。
民建聯昨日與幾位

長者到政府總部外抗
議，向立法會議員反映
訴求。

民建聯表示，他們已多次向政府及局
方爭取聖母醫院盡快重建，而重建方案
必須顧及地區訴求，包括加設急症室或
24小時急診服務，但局方一直漠視民
意，並一意孤行，在未有理會及尊重黃
大仙區議會意見的情況下，捆綁式地將
聖母醫院重建與其他四間醫院的工程，
提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即使立
法會議員不滿意聖母醫院的重建方案，也
只能以大局為重地投贊成票，民建聯對局
方這種罔顧市民利益的態度，予以強烈譴
責。

柯創盛批漠視民意
柯創盛指，聖母醫院的重建計劃並沒有包

括興建急症室，批評政府漠視過往民建聯多
次到醫管局及食衛局示威，表達居民要求急
症服務的要求，對地區意見充耳不聞。
政府將「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其中五個

項目，包括廣華醫院、瑪麗醫院、葛量洪
醫院和聖母醫院的重建工程，以及在啟德
發展區興建新急症醫院的工程，優先提交
立法會財委會審議，工程開支合共約300
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子晴）吸食毒品會令身體功
能受損，最新研究顯示，氯胺酮不但影響吸毒者的膀胱
功能，更會令膽道功能受損，甚至演變成肝硬化。香港
大學及北區醫院聯合研究發現，約六成吸食氯胺酮的患
者，磁力共振檢測到膽道系統問題，當中成功戒毒者，
在其後第二次磁力共振檢查中，膽道系統功能回復正
常，相信氯胺酮對膽道系統功能的損害可以逆轉。
港大醫學院昨日指出，研究招募了257名吸食氯胺酮
患者，平均年齡為28.7歲，平均吸食時間為10.5年。
當中有約72%及46%的吸毒者曾分別因腹痛及排尿問
題到急症室求診。研究透過驗血及膽道系統的磁力共振
檢查，分析參與者的膽道功能，發現六成人膽道功能受
損，肝酵素升高。

港大研究可鼓勵戒毒
研究亦發現，當中6名戒毒者1年後再次接受檢查，發

現膽道功能恢復正常，腹痛等徵狀有所紓緩，肝酵素恢復

至正常水平。另外，一名長期吸食氯胺酮的參與者確診為
晚期肝硬化，研究相信這與膽道系統持續受損有關。
研究參與者布小姐表示，自己在10年前開始吸食氯
胺酮，她指，起初吸食時身體反應不大，直至後期開始
失眠，泌尿系統出現問題，最嚴重時每兩三分鐘便要小
便一次，亦曾多次因胃痛及腹痛到急症室求診，體重更
暴跌至84磅。布小姐於一年半前開始戒毒，她表示成
功戒毒後，身體情況明顯比之前好，小便次數回復正
常，體重亦有回升。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副教授司徒偉基

指出，布小姐的情況十分常見，吸食氯胺酮者因膽道出
現問題，會出現腹痛及胃痛等徵狀。他認為，布小姐的
個案對吸毒者有鼓勵作用，可以讓其他吸毒者知道，成
功戒毒後，其身體及生活亦可以回復正常。
司徒偉基指，研究結果顯示，在停止吸食氯胺酮後，

膽道功能可恢復正常，而長期吸食氯胺酮會引起肝硬
化，希望能激發吸毒者積極戒除毒癮。

威爾斯醫院第二期重建工程造價約300
億元，立法會已批出當中12億作前

期工作，醫院管理局明年會再向立法會申
請其餘撥款。項目會在現時是職員宿舍的
位置興建臨床服務大樓，增加450張病床
及16間手術室。
負責重建計劃的新界東醫院聯網副顧問

醫生（規劃及發展）余海欣昨日向傳媒透
露，新大樓中有6層會規劃為全港首設的
「項目樓層」，包括腦神經科、婦產新生
嬰兒科、心胸肺科、骨科、腎泌尿科及腸
胃科。

一站式服務可免轉房
余海欣表示，「項目樓層」的目的是將

相關的治療及復康服務集中在同一層，舉
例指現時的中風病人經急症室入院後會按
病情被送往腦內科或腦外科治理，但如果
病情有變可能需要轉房，十分麻煩，但日
後中風病人都會被送往腦神經科病房，以
便提供一站式服務。
余海欣透露，工程最快下月展開，首先
會拆卸院內的職員宿舍，但宿舍大樓現時
亦有醫院後勤部門辦公，余海欣表示，院

方會收回沙田醫院附近一個供職員使用的
足球場，興建調遷大樓，供現於職員宿舍
辦公的部門使用，大樓預計可於2020年投
入服務。

北區醫院重建可增600病床
另外，同屬新界東醫院聯網的北區醫院

亦正進行重建，預料會增加600張病床，
計劃預算涉及逾100億元，院方會於今年
下半年委託顧問團隊制定「總發展計劃
圖」，並於明年展開技術可行性研究。醫
院管理局新界東醫院聯網總監羅思偉表

示，北區醫院重建計劃雖然較遲開展，但
由於醫院本身已經有土地，項目不涉重
建，所以項目會較威爾斯醫院早完工，初
步預料2025年投入服務。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宣佈預留3,000億元予醫管局籌備第二個
10年醫院發展計劃。
羅思偉表示，除了會向醫管局爭取將現

時未有重建計劃的大埔那打素醫院納入計
劃外，亦希望醫管局可以再次撥出資源予
威爾斯醫院開展第二期重建的第二階段項
目。

■香港大學
及北區醫院
聯合研究發
現，長期濫
用氯胺酮會
令膽道功能
受損。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吳子晴 攝

■布小姐指戒毒後，膽道系
統回復正常。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子晴 攝

■■民建聯於政府總部外抗議民建聯於政府總部外抗議，，指政府未有就指政府未有就
聖母醫院一事聽取民意聖母醫院一事聽取民意。。 民建聯供圖民建聯供圖

■羅思偉(中)與余海欣(右)介紹威爾斯親王醫院重建計劃。左為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及大埔醫院行
政總監文志賢。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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