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本港

一間醫療科技初創公司「香港無創

外科」經6年努力，成功研發透過

人體自然腔道（陰道或肛門），進

行無創無痕腹腔手術的人工智能機

械手，並聯同多位香港著名教授進

行全球首項成功案例：以無創技術

透過自然腔道，對活猪進行多項複

雜的腹腔及盆腔機械人外科手術，

包括切除膀胱及切除子宮手術等。

公司主席、仁安醫院小兒外科及小

兒泌尿外科主管楊重光指，該設備

具多項革命性創新技術，可進行逾

60%腹腔手術，對微創手術發展具

里程碑意義。

心房顫動症狀
氣促 心跳急促且不規律

頭暈 容易疲倦

註：部分患者或沒有明顯症狀

資料來源：活動單張

整理：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陳楓弘

經肛門切膀胱 用豬試刀成功
逾六成腹腔手術可用「智能手」料2021年做人體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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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陳楓弘）香
港每年有逾兩萬人中風，其中有近四分
之一的個案是由心房顫動所誘發。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昨日聯同深水埗區
議員陳穎欣與社會團體「銀騎士」到深
水埗麗安邨舉行「心房顫動篩查活
動」，為邨內居民免費做初步心電圖檢
測。蔣麗芸表示，此類檢測成本不高，
且有助長者預防中風，促請特區政府盡
快推動落實「全民房顫篩查」。有完成
檢測的長者形容，整個檢查過程很快，
義工的解釋亦非常詳細，日後會多加注
重心血管健康。
民建聯與「銀騎士」在本月2日，已
於何文田愛民邨舉行首場「心房顫動
篩查活動」，而昨日則聯同陳穎欣為
麗安邨的居民進行篩查，以讓居民認
識和關注心房顫動。短短半日，已為
超過200名居民作簡單檢測，當中更有
12人被檢測出可能患上心房顫動。

毋須抽血 30秒速測
心房顫動是指患者的心臟無法規律
性跳動，出現時快時慢的情況，令心
房無法正常將血液泵出，以致滯留心
臟的血液凝固，形成血塊。一旦血塊
隨動脈流上大腦，就會有機會堵塞血
管，引發缺血性中風。因此，心房顫
動患者的中風風險比正常人高出5倍。

整項檢測程序需時約5分鐘，居民只
需將左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同時按着儀器
30秒，儀器就會將心率跳動的數據傳送
至平板電腦，並即時分析。若結果顯示
有問題，義務護士會提供簡單醫療諮
詢，及即場預約醫生作一次義診，做較
詳細的檢查，提供專業醫療意見。
蔣麗芸指出，這項心電圖檢測非常
簡單，更不用打針抽血，就可以知道
有沒有中風的危機。她促請特區政府
盡快將心房顫動列入基層醫療項目，
並於現時公立醫院診所的定期覆診病
人中，除一般驗血糖和量血壓外，加
入心房顫動的檢查，繼而將它落實為
全民篩查項目，「預防始終勝於治
療，如等到患者中風之後才醫治，所
造成的社會成本會更大」。

倡為長者免費體檢
陳穎欣建議︰「（希望政府）能免

費為長者做身體檢查，不需長者動用
醫療劵，令他們及早知道自己的身體
狀況，盡早採取預防措施，從而達至
長者、照料者及社會三贏的情況。」
參與活動的85歲彭婆婆就被檢測出可

能患上心房顫動。她說，自己約10年前
曾做過詳細檢查，當時並無發現任何異
常情況，故沒有任何跟進，幸好現在得
以檢測出來。自己已獲安排約見義診醫

生，並感謝民建聯的幫助。
檢測結果正常的伍婆婆表示，整個檢

測很快完成，得知結果後也感到非常放
心，感謝陳穎欣等舉辦活動。她坦言，
之前對心房顫動毫無認識，經過活動後
加深了解，日後會多加注重飲食。
「銀騎士」創辦人麥嘉欣指，活動成
功讓更多市民大眾認識心房顫動，並透
露日後會繼續與民建聯到其他長者較多
的地區，為居民作初步的心電圖檢測。

蔣麗芸陳穎欣幫老友驗房顫

創新人工智能機械臂
機械臂特點
■機械手術臂微型化、有8個活動自由度

■具備供婦科盆腔手術的逆向配置

■能克服盆腔內複雜生理構造

■具備觸感（力度）反饋

■裝設三維與全景觀雙攝像機系統

■獲16項已授權國際專利，另有65項國
際專利在申辦當中

新技術應用優勢
■減少手術中的出血量

■避免傷口感染

■縮短留院治療期

■加快康復

■手術後不留疤痕

資料來源：無創外科有限公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有巿民近日在討論
區發帖投訴，指行經
香港大學黃克競樓附
近垃圾站，驚見站外
出現垃圾山，並阻塞
通道。經查看後，發
現巨型垃圾堆中有近
30個以膠袋包裝的電
腦袋、多達1,000支
未曾使用的輕攜式沐浴露，及
「工程。勁過」字樣的宣傳紙
品。正因「勁過」是港大生的慣
用語，而且暑假是迎新營的旺
季，故外界估計是迎新營主辦單
位將贊助商送出的禮品棄置，事
件惹起網民熱議，紛紛鬧爆棄置
垃圾者大嘥兼無品。
上述網民在討論區發帖並附
上幾張相片，指上星期有一晚
行經港大黃克競樓附近垃圾站
時，驚見垃圾山，除了發現大
批沐浴露、電腦袋，還有不少
大型垃圾，如木板、櫃與梳
化，也有大量文件散落一地。

由於盛載被棄置沐浴露的紙箱
中，有「工程。勁過」及「過
三爆四」字樣的宣傳紙品，而
這均是港大生互祝成績過關的
慣用語，難免令人有所聯想。
途經上址的事主炮轟棄置垃

圾者「堂堂大學生dum（揼）
垃圾都唔識，搵膠袋袋起dum
（揼）喺垃圾站入面啊」。有
網民則認為學生組織「拎左
（咗）會員d（啲）錢整完賣唔
出就掉下話？好浪費錢喔無陰
工（功）」，有人更遷怒港
大，大罵「HKU正廢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該項目獲創科局約4,000萬元資助，並獲
天使資金青睞，完成了3.5億元的企業

融資。

獲16授權專利 申65國際專利
創科局局長楊偉雄昨日出席新聞發佈會並
致辭。項目研發過程中與港大、理工大學和
英國劍橋大學的專家學者通力合作，突破多
項技術難關，包括微型化機械手術臂、供婦
科盆腔手術的逆向配置、克服盆腔內複雜生
理構造、提供觸感（力度）反饋、及三維與
全景觀雙攝象機系統等，獲得16項已授權國
際專利，另有65項國際專利在申辦當中。
楊重光表示，公司將繼續進行動物及人類
屍體試驗，進一步完善這項革命性技術，預
計2021年開始人體臨床試驗。

毋須開腔 直腸開小孔
楊重光介紹，傳統手術機械人系統做手術
時，需在腹部切開多個約1.5厘米的切口伸
入手術機械臂，如果需移除腫瘤或壞死器

官，還需再切一個額外大的切口。
以一般機械人微創膀胱切除術而言，就需

要在病人腹部切開五六個孔道，並需額外切
開一個長達約10厘米的切口。以這次通過活
豬直腸進行切除膀胱手術為例，新技術手術
機械臂只需在直腸深處開個小孔進入腹腔，
就成功切下膀胱，然後通過原有手術孔抽取

出來。

靈活猶如醫生手臂
他續說，這革命性的第二代機械人手術系
统是專門為進行複雜的腹腔及盆腔手術而設
計，其更小巧的機械臂精確地模仿了外科醫
生手臂、手腕及手指等複雜動作之外，每組

機械臂更擁有8個活動自由度，讓外科醫生
得以高度精確且靈活地操作，能克服盆腔內
複雜的結構。
其雙置鏡頭系统提供全景和全高清3D視

野，密切監測手術區域以避免器官意外受
傷。該系統還結合了觸覺反饋，以提升觸感
並增加手術安全性。

楊重光表示，作為一名外科醫生，這意味
着一個懷抱已久的理想得以實現，「我們的
成果證明，透過自然腔道進行無創無痕手術
是切實可行的，這突破性的革新勢頭將顛覆
未來腹腔手術，並使無創手術成為普及的外
科手術程序，全球各地的病人均可受益於這
項嶄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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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支沐浴露亂扔 網民批港大生大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醫管局港島東
醫院聯網公佈2018年至2019年度工作計劃，其
中，東區醫院加強外科日間醫療服務，包括新設
13張俗稱「飛機位」的半躺臥式病床，讓進行
小型手術的病人在術後休息，最快即日可出院回
家休養。東區醫院外科部門主管鄧宗毅說，病人
減少住院時間可降低交叉感染的機會，同時醫院
也騰空病床讓有需要人士使用，料新服務每月能
服務2,100人次，較之前上升60%。

助低交叉感染機會
鄧宗毅指，日間病房求診人次每年遞增約

16%，而東區醫院日間醫療服務翻新及擴建工程在
今年3月完成，4月已投入服務，其診症及治療室
由6間增至11間，病房提供的服務配額增加至每月
2,100人次，並增設13張「飛機位」半躺臥式病床。
他補充，以前要做小型手術的病人，從術前術後

觀察及護理，大多要花三四日留院，但現時日間醫
療服務模式，讓病人在完成小腸氣、切小腫瘤或小
創口等局部麻醉和內窺鏡手術後，可在「飛機位」
休息並即日出院，有助減低病人交叉感染的機會。

病人：即日回家壓力小
首批用家、71歲的蔡婆婆指，大便出血情況持
續一年，在今年5月確診有2.5cm的腫瘤後，決定
接受日間醫療服務。她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心
態接受治療，本以為要花很長時間留院，但術後4
天便能出院，較預期提早了3天，認為整體過程很
快及護士跟進很好，包括定期致電跟進病情。
63歲的鄭伯伯在7月接受全身麻醉手術，在早上

7時入院，下午1時完成手術，即晚也能出院，認
為「即日回家休息壓力冇咁大，感覺好好多。」
鄧宗毅直言，日間醫療服務是做多了工作，因

為醫護人員會作更多的術後跟進，並期望慢慢將
不同類型的個案分開處理，「快（症）有快排，
慢（症）有慢排」，如小腸氣（疝氣）料從門診
至做手術約花5個月，長遠有助縮短病人輪候時
間及提升服務質素。
針對外科日間醫療服務，東區醫院將增聘1名
醫生、1名註冊護士、1名登記護士、2名支援人
士及1名文員應付與日俱增的服務需求。
同時，港島東醫院聯網還面對東區及灣仔區人

口老化、腫瘤數字上升及對抗癌症的新措施等因素，打算於
東區醫院增設10張臨床腫瘤科病床、20張急症內科病床；
在律敦治醫院增設2張加護病床，以改善重症護理服務，並
預備在東區醫院安裝第二部磁力共振掃描造影機（MRI），
以提升放射科服務量，料下年7月完成。
被問到近年人手流失情況，港島東醫院聯網代理聯網總監

鄭信恩指目前屬正常水平，未來會繼續聘請醫科畢業生，
「甚至是由私人市場回流公營醫院的醫護人員都會聘請。」
未來，他們會增聘9名資深護師作兼職臨床導師，支援初
級護士，並為實習醫生舉辦約25班必修導向課程等，加強
員工培訓及能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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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巴士服務
檢討委員會昨日舉行聽證會，九巴及龍運
巴士管理層首次作供。管理層承認，九巴
於3年前基於認知不足及與車長溝通不足
而取消安全及服務質量部門，並於去年由
培訓部門取代有關工作。九巴及龍運主席
梁乃鵬指出，公司早於去年12月通過將
安全獎及服務獎納入底薪，並透露九巴計
劃將巴士車長職位架構由3級增至5級，
及將增薪點由8個點增至28個。
九巴及龍運主席梁乃鵬、副主席陳祖澤

等管理層昨日出席聽證會。梁乃鵬於會上
先就大埔公路意外表示歉意，九巴已就事
件成立特別委員會調查及提出改善建議。
九巴車務總監梁健宏供稱，公司於
2015年前設有安全及服務質量部，但部
門對巴士機件認識不足，加上與車長溝通
不好。
他舉例指出，該部門就不同彎位進行

研究並就個別彎位發出車速指引，卻被不
少車長指不切實際且易生混亂，公司終在
2015年將部門改組，並主力提升巴士硬
件，至去年9月才由培訓及服務質量部門
取代，負責車長訓練。

將加裝黑盒 記錄行駛資料
他並指出，九巴上月已將政府一份可

記錄每個路段車速限制的電子地圖，安裝
在其中一架巴士的黑盒並試行，當巴士時
速超過50公里或70公里時，系統會發出
提示。他形容測試結果正面，將研究將電
子地圖加裝予公司所有巴士。
他續說，若在黑盒內加裝電子地圖，

日後大部分巴士駕駛資料都可直接從黑盒
中擷取，相信即日可得出車長表現報告，
較現時需時約4天分析車長表現數據快。

三色制評車長表現
代表委員會的資深大律師鄧樂勤問到

誰負責監察車長的訓練及安全表現時，九
巴副車務總監彭樹雄指出，車務主任每天
上班第一件事便是會看回巴士黑盒前4天
的數據，留意有否超速、突然加速或突然
減速。至於如何評估車長表現，他指會用
綠、黃、紅色區分，綠色最好。
梁乃鵬作供時表示，去年9月發生深水

埗車禍後，他得悉車長底薪只有約1.2萬
元，於是檢視了有關安排，並於去年12
月通過將安全獎及服務獎納入底薪，強調
調整車長薪酬架構並非因為大埔公路車
禍，又指車長十分專業，不會因為取消安
全獎而變得不負責任。他並透露，九巴亦
計劃將巴士車長職位架構由3級增至5
級，及將增薪點由8個點增至28個。

九巴高層：撤安質部因溝通差

◀研究人員現場演示革命性手
術機械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每組機械臂擁有8個
活動自由度，讓外科醫

生得以高度精確且靈活地
操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民建聯舉行「心房顫動篩查活動」。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陳楓弘 攝

■東區醫院加強外科日間醫療服務包括新設13張俗稱「飛
機位」的半躺臥式病床。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隨處亂丟的垃圾中，印有「工程。勁
過」、「過三爆四」等標誌。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