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醫院年底啟用 腫瘤腎科率先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75歲姓黃老翁在屯門醫院住院半年逐漸

康復，興高采烈準備出院之際，於醫院沐浴間被12厘米長硬物由肛間插

入五次到六次，直腸受傷流血不止，第二天病人放棄手術死亡。病人家

屬指，有醫務人員當時向病人家屬稱曾為老翁通便，取出5塊拳頭大宿

便，認為事件疑點重重，不排除有傳言中的「花灑頭插肛門」，有謀殺

或誤殺的可能，已報警調查。協助事主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指，

通便應由醫生決定，及由醫護人員進行，並質疑院方處理失當，應向公

眾交代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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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器材藏冰毒
警追查一年拉人

病翁穿腸亡 曾囑子誓追究
家屬質疑屯院卸責報警 劉國勳促院方交代

屯門醫院前晚對事件發聲明，指該病人
患有末期腎衰竭，6月23日投訴淋浴

期間被人以硬物插傷肛門。當值醫生檢查
後確認直腸有約兩厘米傷口，當即進行處
理。但病人情況持續轉差，電腦掃描後確
認為直腸穿孔，需進行緊急手術搶救，但
病人拒絕手術，至6月24日晚不治去世。
院方內部調查後，與病人聯絡後決定交

由警方處理。院方表示會全力配合警方調
查，並將事件向醫管局報告，及轉介死因
裁判官跟進。
死者長子昨日在劉國勳陪同下舉行記者
會，並講述事發經過。他指，其父去年12
月因腎衰竭入院，經半年治療後情況穩
定，準備出院，家中已為老翁出院專門請
了工人，準備好一切用具。
由於預訂的輪椅還沒到，才預定6月27

日才出院。他續說，6月23日，父親還很
高興地打電話，叮囑家人做他想吃的菜。
不料下午1時許收到醫院電話，說發現黃
翁肛門滲血，可能便秘引致。

父投訴痛 子想報警 院方勸止
他在3時趕至醫院時，父親向他投訴淋

浴時被手掌長、冰涼硬物插入肛門，並在
當時已立即投訴很痛，但女助理勸說忍一
下，又再插了五六次。是何物插肛門，黃
翁並沒看清楚，並不停咒罵女助理。其兒
子想報警，但被院方勸止，指最重要是先
治好黃翁，會查清楚事件。
死者兒子續說，不料24日凌晨，醫院通

知黃翁情況轉劣，需要手術搶救，他趕到
醫院，醫生告知黃翁身體狀況很差，難以
承受這個大手術，術後生還機率不足一

半，且很可能有嚴重術後併發症。黃翁一
直神志清醒，他決定不捱這一刀，並親自
安排後事，並叮囑兒子追究醫院責任。至
24日晚7時許，黃翁去世。
據了解，涉事的一名女病房助理現時休

假，而涉事女助理一直幫事主淋浴，和事
主關係良好，無任何過節。但事主受傷後
就不停咒罵該助理，臨終前並交代兒子要
追究到底。

助理通便不尋常 疑點多
劉國勳表示，向院方了解後，得悉有關

的直腸傷口距肛門約12厘米。院方稱，臥

床長者常會出現便秘，嚴重者需用軟管插
入吸出宿便，但是否通便應由醫生決定，
且由醫生或護士進行，這次由病房助理進
行並不尋常。
他認為，事件存在很多疑點，包括通便

是否可以不經醫生決定，為何為患者通便
沒在病歷中顯示，醫院內部調查結果為何
等，但院方均以已交由警方處理為由，拒
絕透露詳情。
有關案件正由屯門警區重案組跟進。據

了解，現時警方未有足夠資料，證明死者
直腸內傷口與指控之間的關係，要待法醫
驗屍，暫未有人被捕。

■■屯門醫院涉醫療疏忽屯門醫院涉醫療疏忽，，死者死者
家屬家屬((左左))要求院方盡快還死者公要求院方盡快還死者公
道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一批擬
經物流公司運往澳洲的健身器材，去年4
月被揭發內藏總值280萬元的冰毒，警方
經逾一年追查，前日在紅磡拘捕一名有黑
幫背景的無業青年，警方初步相信他涉案
期間被招攬去澳洲接收毒品，警方指毒販
可能會在暑假利用學生想賺錢心態，以高
回報或免費旅遊方式招攬販毒，呼籲學生
及年輕人切勿因一時貪念而自毀前途。
警方去年4月接獲天水圍一間物流公司

職員報案，指發現一批擬經水路運往澳洲
悉尼的健身器材，被人貼上銀色貼紙，認
為有可疑。探員到場經調查，在該批健身
器材的鐵支架內，合共發現藏有108包，
共重10公斤的冰毒，總值超過280萬元。
警方毒品調查科其後經逾一年鍥而不捨

地調查，前日傍晚6時許掩至紅磡區一住
宅單位，拘捕一名姓李（23歲）的涉案青
年。被捕青年報稱無業，有黑幫背景，警
方相信他在涉案期間，被招攬去澳洲悉尼
接收該批毒品，他現被警方扣留調查，稍
後會被控以一項「販運危險藥物」罪名。

暑假將至 警籲慎防陷阱
警方毒品調查科行動組女高級督察黃寶

玲指，是次能截獲該批毒品流出市面及輸
出香港，全賴機警的物流公司職員舉報，
警方將繼續與本港各大物流公司及海外執
法機構保持緊密聯繫，致力打擊任何販毒
活動。此外，由於暑假將至，相信毒販有
可能會利用學生擬趁暑假想賺錢的心態，
以高回報或免費旅遊的方式招攬跨境販
毒，故此呼籲學生或年輕人切勿因一時貪
念而自毀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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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顏晉傑）香港兒童
醫院將於今年第四季起分階段投入服務，醫
院啓用初期會首先提供兒童腫瘤科和兒童腎
科專科門診服務，至於住院服務則預計在明
年第一季投入服務，該院總監李子良表示，
醫院最初提供服務的兩個專科是由其他醫院
原組調遷，有信心現時所聘用的人手可滿足
初期的服務需要，但承認醫管局面對醫生供
應緊張問題，醫院暫時未能定出全面投入服
務的時間表。
腫瘤科是兒童醫院最早投入服務的專科
之一，醫管局今年第四季會首先從瑪麗醫院
和威爾斯親王醫院挑選一些已經完成化療或
電療，病情穩定的癌症病人個案轉介到兒童
醫院覆診。
兩間醫院的其他兒童癌症個案及伊利沙
伯醫院、瑪嘉烈醫院和屯門醫院兒童癌症中
心亦會在兒童醫院在明年第1季提供住院服
務後集中在兒童醫院，醫院屆時會負責照顧
全港所有懷疑及確診兒童癌症個案、遺傳性
或長期血液疾病及需造血幹細胞移植等患病
兒童。

腫瘤科分工助醫生累積經驗
兒童醫院兒童腫瘤科服務籌備統籌陳志
峰表示，各醫院的兒童癌症中心醫生現時要
同時處理白血病及淋巴癌、實體腫瘤及腦腫
瘤和骨髓移植，但兒童醫院的腫瘤科日後會
將三項工作分成不同團隊，指新做法有助醫
生累積經驗。
瑪嘉烈醫院的兒童腎科中心亦將調遷到
兒童醫院繼續提供服務，成為新醫院最早投
入服務的專科之一，中心同樣會在今年第四
季開始將部分病情穩定的個案首先轉介到兒
童醫院跟進。
總建築面積達16.5萬平方米的兒童醫院
可提供468張住院及日間病床，但醫院在投
入服務初期只會有約110張病床。李子良表
示，醫院在明年初除設兩個專科服務外，亦
會設兒童深切治療部，並期望明年內提供新
生嬰兒深切治療部、小兒外科、唇顎裂第一
期外科手術、心臟科及心胸外科等服務。
李子良透露，兒童醫院現時已經聘用83
名醫生、227名護士和81名專職醫療人員，
有關人手主要是透過醫管局內部原組調遷等
方式聘用，強調有信心現有人手足以應付醫

院運作初期的服務需要。

院方指麻醉科最缺人手
不過，李子良亦承認兒童醫院至今仍未

能聘請足夠人手全面提供服務，指麻醉科是
現時最缺人手的專科。他表示在醫管局面對
的醫生短缺情況下，醫院暫時未能定出全面
投入服務的時間表，指透過內部調遷聘用醫
生時亦會確保其他醫院原有服務不受影響。

即將開幕的香港
兒童醫院內設有全
港公立醫院首個附

升降池底的水療池，設施除了可以配合不
同高度的患病兒童需要外，亦可以讓病人
在一節物理治療內同時進行深水和淺水運
動。
全港現時最少5間公立醫院設有水療

池，而兒童醫院則是首間設有可升降池底
水療池的醫院，池的深度可以按需要由0
米調節至1.7米不等，以配合不同年齡小
朋友的身高，即使患者行動不便需要坐輪
椅，醫護人員亦一樣可以推輪椅推入池
中，避免其他醫院用吊運系統將病人吊入
水池時可能令病人感到害怕的問題。

兒童醫院行政經理（專職醫療）陳娜
智表示，長6米、闊4米的水療池會在今
年第四季投入服務，一天設4個環節，
每次可以有6名患病兒童與家長一同在
物理治療師陪同下一起進行訓練，即一
天可以處理24名病人，而每節的物理治
療更可同時包括深水和淺水運動。
水療池內除了設有可訓練阻力的水中跑

步機外，亦有水底攝錄機直播及錄影訓練
動作，方便醫護人員作出跟進。
陳娜智指，在水中做運動的負重較
低，適合肌肉萎縮、心肺功能差、肥胖及
完成手術不久的骨科病人等在陸地上難做
運動的兒童使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水療池底可升降 便小童及殘障
�&

■■香港兒童醫院會在今年第四季起分階段香港兒童醫院會在今年第四季起分階段
投入服務投入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攝

■■等候室內有玩具和圖書等候室內有玩具和圖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 攝攝

■診症室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攝

■育嬰室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攝

■■兒童醫院有全港公立醫院首設池底可以升兒童醫院有全港公立醫院首設池底可以升
降的水療池降的水療池。。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香港文匯報記者顏晉傑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法
例規定的士及小巴乘客都必須佩
戴安全帶，但民建聯調查發現，
只得約三成市民乘搭公共交通工
具時有佩戴安全帶的習慣，他們
要求政府加強相關公眾教育，並
建議在公共交通工具內加裝安全
帶佩戴感應器，令司機在確定所
有乘客都戴上安全帶後才能開
車。

七成人無戴安全帶習慣
民建聯早前訪問452名市民，

發現約七成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時都沒有佩戴安全帶習慣，質疑
政府現時只是以執法行動打擊不
佩戴安全帶的行為治標不治本，
立法會議員張國鈞認為，政府應
加強教育，令市民明白了解佩戴
安全帶的重要性。
民建聯並建議，政府可以要求

公共交通機構在車上安裝安全帶
佩戴感應器，感應器一旦發現有
乘客未有佩戴安全帶便會響起警
報，司機要等乘客佩戴好安全
帶，警報停止發出後才能開車。
調查並發現，不論是的士、小

巴或巴士，車上的安全帶都不時有故
障，一半受訪者都表示曾經遇上未能拉
出安全帶、回捲器缺乏回彈力及未能扣
上等情況。
民建聯指的士和小巴只是一年進行一

次檢查並不足夠，建議車輛製造商派員
進行檢查，確保所有安全帶都運作良
好，並指除了檢控未有佩戴安全帶的小
巴乘客外，亦應檢查小巴安全帶性能，
發現有問題時應票控相關承辦商。
同時，部分小巴至今仍未有加裝安全

帶，民建聯認為政府應增加資助，資助承
辦商加設安全帶，令乘客安全得以保障。

■民建聯調查發現，只得約三成市民乘搭
公共交通工具時有佩戴安全帶習慣。

港鐵聲明揣測不必要 中科稱基於事實
港鐵沙中線多個車站工程接連被
揭發出現不同問題，港鐵昨日在多
份報章刊登聲明，指單方面提出指
控或揣測會不必要地影響公眾對鐵
路基建工程信心，中科興業董事總
經理潘焯鴻稱，該公司日前發出的
新聞稿是基於事實。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陳帆強調，政府已經就事件成
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跟進，相信委員

會運用法定權力傳召證人後作出的決定
較個別人士的陳述更為穩妥。
港鐵前日在報章刊聲明，表示已在本

月15日向政府提交報告，涵蓋從港鐵
員工、總承建商禮頓，以及分判商等多
方面搜集得來的資料，包括由禮頓提供
的文件，確保有關工程符合、已批准的
圖則及法定要求，而過程中接獲的未經
核實的資料，已轉交相關執法部門跟
進，路政署亦已將事件轉介警方跟進。
港鐵又不點名批評數次發聲明、負責

層板混凝土工程的分判商中科興業，指
如任何人士有資料證明事涉不法行為，
應即向政府或執法部門提供，只非不斷
提出單方面的指控或揣測，並相信政府

成立的具傳召權的調查委員會將可釐清
真相。港鐵亦已委任獨立顧問，為紅磡
站月台層板進行安全測試。
潘焯鴻昨日接受傳媒訪問稱港鐵發出

聲明是「玻璃心」和「小家」，認為港
鐵需重新檢討整個監管工程制度，並稱
自己在去年1月已經向禮頓反映問題，
對方亦有將其電郵轉發至港鐵，港鐵現
在反過來批評「踢爆」事件者是「本末
倒置」。
就該公司在日前的新聞稿中指稱，被

剪短的鋼筋多於港鐵公佈的數目，潘焯

鴻稱，自己和同事都曾經目睹紅磡站鋼
筋被剪短，有理由相信事件並非如港鐵
所指在2015年12月已獲得解決。

陳帆：獨立委員會將傳召證人
陳帆表示，政府已經就事件成立獨立

調查委員會跟進，希望社會能用一個科
學和實踐的態度處理，並相信委員會運
用法定權力傳召證人後作出的決定較個
別人士的陳述更為穩妥。
「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昨日

在立法會動議運用特權法調查沙中線事

件。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文表達政
府反對的立場。
他指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表明成

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倘立會運
用特權法調查，港鐵或承判商需要向多
方提供證據，將影響沙中線工程進度。
另外，港鐵昨日再向政府就沙中線會

展站挖掘工程事件提交補充資料。路政
署表示，會小心審視內容，研究港鐵公
司的工程監督和通報機制等是否需要改
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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