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院漏派藥 病人等到死
家屬曾查詢 獲覆未處方 醫護發現無呈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北區醫院昨日公佈一宗重要風險事件，醫護人員在一名患有糖尿病、心血管病及

胰臟癌的64歲男病人出院時未有將藥物交給病人，病房職員約兩星期後才在出院病人藥物儲存櫃發現藥物，病人

其後不治。但職員一直未有呈報事件，院方至上月底才從病人家屬得悉事件，北區醫院將成立專家小組調查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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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的病人在4月23日因腹痛、嘔吐及
下肢乏力，經急症室入住北區醫院內

科病房，醫生診斷其患有糖尿病及心血管
病。醫生翌日以電腦斷層掃描證實病人同時
患有胰臟癌，並已擴散至肝臟，病人在醫院
留醫至5月4日獲准出院。

病人出院 藥留儲存櫃
醫生在病人出院前為他處方血糖控制、心
臟科及血壓控制等多種藥物，護士在病人等
候出院期間將藥物放置於病房內出院病人藥
物儲存櫃，但就未有人在病人下午由非緊急
救護車接送出院時將藥物交給病人。
病人的家屬表示，在5月8日曾經到病房查

詢醫生有否處方任何藥物，獲職員回覆指沒
有，但病房職員在5月17日卻在出院病人藥
物儲存櫃發現一包藥物，檢查後發現屬事件

中病人。

個案轉死因庭跟進
北區醫院當日雖然即時聯絡病人家屬到醫

院領取藥物，但病人同日在家中暈倒，經救
護車送往北區醫院急症室，搶救後證實不
治，死因報告指病人死於已擴散的胰臟癌，
個案現時已經轉介死因裁判官跟進。
醫護人員雖然在5月中已經發現有人忘記

向出院病人派藥，但一直未有人呈報事件，
北區醫院管理層是在上月28日才接獲病人
家屬反映，指病人出院時並未獲發出院藥
物。

院方：將每日檢查儲存櫃
醫院管理局有既定的出院病人藥物處理流

程，病人出院紀錄會列載病人出院藥物處

方，職員亦需跟進藥物是否已送往病房，病
房亦有提示卡提醒職員在病人出院時到出院
病人藥物儲存櫃取藥。
另外，所有病房均備有「電子病歷系
統」，方便職員隨時查看病人處方紀錄及解
答有關查詢，職員亦需就任何與藥物有關的
事故向管理層作出呈報。

設專家小組調查
北區醫院發言人表示，醫院對事件十分關

注，已透過「早期事故通報系統」，向醫管
局總辦事處通報事件，而醫院病人聯絡部會
與家屬保持緊密溝通，適時向其交代調查結
果，並提供一切可行協助。
發言人又表示，醫院將成立專家小組深入

調查及檢討醫護人員處理出院病人藥物、家
屬查詢及事故通報流程以及提出改善建議。

另外，醫院亦已提醒所有職員嚴格按照既
定工作流程，仔細檢查及處理病人出院藥
物，並安排專人每日檢查出院病人藥物儲存
櫃，確保所有藥物已給予當日出院病人，及

要求病房職員需清楚記錄出院病人或其家屬
有關藥物處方或病情突變的查詢，以便團隊
其他成員知悉及按情況作出相關跟進和加強
前線職員就事件呈報機制的培訓。

■男病人出院時未有獲派藥物，病人其後在家中暈倒，經救護車送往北區醫院急症室，搶
救後證實不治。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由郭
富城及楊千嬅等人主演的港產電影
《麥路人》，前晚在大角咀街頭拍攝
期間，遭一名醉酒洋漢闖入拍攝場地
吵鬧，工作人員報警，由警員到場將
鬧事醉洋漢制服送院檢驗，混亂間一
名警員跌倒受傷須送院治理，未有大
礙。
鬧事外籍男子Alexander，39歲，因
報稱不適及情緒不穩，須送院接受檢
驗。據悉，Alexander 於大角咀區居
住，事發時疑被電影拍攝吸引而至，
但因醉酒情緒失控鬧事，險惹上官
非。
現場為鐵樹街一間食肆，前晚電影

《麥路人》租借上址進行拍攝，其間
戲中演員郭富城、楊千嬅等人陸續到
場，吸引大批市民駐足圍觀。
消息稱，事發前晚9時許，當時眾人

正在食肆內進行拍攝期間，一名滿身
酒氣外籍男子突然闖入鬧事影響拍
攝，工作人員一度上前勸阻不果，其
間更傳出「爆樽」巨響，工作人員為
安全起見，報警求助。

警制服醉漢 一警跌倒受傷
警員到場調查期間，醉洋漢一度情

緒激動發生推撞，警員需合力將其制
服，混亂間一名警員跌倒受傷，兩人
由救護車送院治理。警方列作「發現

醉酒人士」及「警員執行職務期間受
傷」案處理，未有拘捕任何人。事件
中，劇組人員未有受傷繼續在場進行
拍攝工作。
根據資料，港產電影《麥路人》由

鄭保瑞監製、黃慶勳執導，演員包括
郭富城、楊千嬅、萬梓良、鮑起靜及
張達明等人。電影題材以香港樓價高
企、貧富懸殊等社會現況，刻畫低下
階層的控訴及人性描述。
故事主要描寫由郭富城飾演的金融

才俊在遭遇挫敗後，於社會低下層認
識一群因負擔不起高樓價、需以通宵
營業店舖作棲息之地的人，從中對身
邊人作出關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為打擊青少年涉及毒品問
題，於8月暑假期間先後展開三
度全港性大型反毒品行動，行動
中共檢獲約值470萬元各式毒
品，拘捕145人，包括一名年僅
10歲的男童，是近年涉販毒被
捕者中年紀最輕。警方強調少年
販毒固然前途盡毀，涉僱用青少
年販毒者更可能被加刑，呼籲市
民及青少年切勿以身試法。
警方是於8月8日至31日期間
先後進行三次全港反毒品行動，
包括旨為打擊利用青少年作販毒
及販賣毒品予青少年的「征服
者」(VANQUISHER)行動、針
對青少年隱蔽吸毒和經常聚集吸
毒地點的「捍衛者」 (TAIL-
BACKER)行動，及與海關聯合
打擊跨境販運毒品的「絡靖」
(KNOTSTRING)行動。

共檢值470萬毒品
三項行動中突擊搜查全港多處

包括樓上酒吧、遊戲機中心及娛
樂場所等，共檢獲包括約2,300
克懷疑可卡因、約980克懷疑霹
靂可卡因、約 1,300 克懷疑大

麻、約1,200克懷疑「冰」毒、及約360
克懷疑氯胺酮等，總市值約470萬元。
行動中共拘捕118名男子及27名女子，

包括3名分別10歲、14歲及17歲涉嫌販
毒的兒童及少年。
眾人分涉販毒、藏毒、製毒、藏有工具

可作吸食毒品用途、及藏有攻擊性武器等
罪行。
販毒年輕化問題令人關注，警方強調一

向致力打擊毒品罪行，除暑假外，亦會於
聖誕、農曆新年和復活節等其他長假期，
繼續打擊毒品行動。警方呼籲青少年時刻
保持警覺，切勿接觸毒品，家長亦應提防
子女被不法分子利用作出非法行為。
根據香港法例第一百三十四章《危險藥

物條例》，販毒是嚴重罪行，最高刑罰可
被判終身監禁及罰款500萬元。若有成年
人利用青少年運毒或向青少年販毒，警方
可以引用第一百三十四章《危險藥物條
例》第五十六A條對該成年人申請加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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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洋漢大鬧城城千嬅拍戲場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上
周四在跑馬地揭發31歲男子因買
賣物業問題與「姐弟戀」同居女
友發生爭吵，遭野蠻女友剪刀及
熱水襲擊受傷，涉案女友被控一
項傷人罪，昨日在東區法院提
堂，被告暫時毋須答辯，案件押
後至 10 月 15 日再訊，不准保
釋。
女被告麥凱晴，37歲，身形嬌
小、樣貌娟好，任職保險銷售從業
員，被控一項傷人罪。

身上傷痕纍纍下體遭灼傷
控罪指，上月28日麥凱晴在跑

馬地黃泥涌道怡豐大廈寓所內傷
害31歲男子陳浩宇。
庭上控方透露，麥與年輕6歲姓
陳事主為同居情侶關係，案中陳
傷勢嚴重、傷痕纍纍，剪刀造成
傷勢主要集中胸腹位置，手臂有
二級燒傷，下體亦有灼傷。

男友啞忍 姑姐報警
裁判官林子健裁聽取初步案情
後，將案押後至10月15日再訊，
以便警方作進一步調查。考慮到案
情嚴重，他拒絕被告申請保釋，需
要還柙監房看管。
上月28日麥凱晴在跑馬地黃泥
涌道怡豐大廈寓所，疑不滿任職電
腦業男友陳浩宇買物業時無將她列
入業主名單，兩人發生爭吵。
麥分別用鉸剪及熱水向赤裸的陳
施襲至遍體鱗傷，但陳未有即時報
警，只是離開怡豐大廈單位到跑馬
地樂活道比華利山47歲姑姐寓所
「避難」。
直至上月30日凌晨，陳被姑姐

發現其傷勢揭發事件，報警求
助。警方列作傷人案處理，交由
灣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九隊跟
進，探員根據資料拘捕麥女帶署
扣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灣仔揭發
巨額借貸騙案。一名內地男子早前疑向人
借貸巨額資金，遭對方以空頭支票入數
「空窗期」騙取400萬人民幣手續費。直至
前日，事主到銀行查數發現支票未能兌
現，思疑受騙報警。警方暫列以欺騙手段
取得財產案處理，暫未有人被捕。
據悉，內地男事主姓劉，47歲，在內地
擁一塊土地，但因欠缺資金進行發展，遂
四出尋找貸款，其間一名男子聲稱可以提

供一筆巨額資金作為土地發展之用，但要
求劉先支付400萬人民幣作手續費，但劉因
擔心誤墮借貸陷阱，要求先獲得貸款始支
付手續費。
雙方就手續費問題經一輪爭論後，對方

提出願意先批出與400萬人民幣手續費相
同金額的貸款，但要求劉盡快支付手續
費。
日前，對方向劉表示已向其戶口存入一

張約400萬元人民幣的支票作為部分借貸資

金，劉經查核發現戶口內顯示相關銀碼，
但因仍未過數未能調動。劉不虞有詐，遂
按指示將約400萬元人民幣手續費存入一個
內地銀行戶口。
直至前日中午3時許，劉姓事主到灣仔

軒尼詩道156號一間銀行查數時，赫然發
現支票未能兌現，隨即致電對方查詢，但
最終發現未能取得聯絡，思疑受騙報警，
案件現交由灣仔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七隊跟
進。

剪刀滾水傷男友
野蠻女友提堂還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
天水圍天恒邨昨日發生嚴重火警，一對準
備下星期開學兄妹傷重命危。事發時，疑
一單位房間內有電器或電線短路引致起
火，火勢迅速蔓延，一對兄妹被困屋內吸
入濃煙昏迷，由消防員趕至救出送院命
危。大火約1個多小時被救熄，警方及消防
正調查火警原因。
兩名傷者，為21歲姚兄長及其19歲胞
妹，兄妹被救出時疑吸入濃煙重傷昏迷，
送院須轉往深切治療部搶救，同告情况危
殆。父母事後接報趕至醫院得悉傷勢，憂
心不已。
現場為天恒邨恒樂樓38樓一單位，住有

姓陳一家四口，戶主夫婦一對子女為學
生，下星期準備開學。昨日火警發生時，
男女戶主離家外出，屋內剩下正在放暑假
兄妹。
消息稱，昨午1時許，當時疑單位一房間

內有電器或電線故障短路引致起火，火舌
波及雜物迅速蔓延。兄妹發現火警之際，
火勢已一發不可收拾，大量火舌及濃煙不
住沿窗口湧出，兄妹被困屋內無法逃生，
胞妹大驚報警。兄妹疑退至近大門位置待
救期間，相繼吸入濃煙不支昏迷倒地。

疑電器短路起火 疏散近百居民
警方及消防員趕至現場調查，由消防員

登上38樓進入火警單位射水灌救及疏散大
廈居民，其間消防員在起火單位內近大門
位置救出一對重傷昏迷兄妹，男女傷者分
別在大廈梯間及地下電梯大堂位置接受初
步急救後，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直至昨午約2時45分，消防員成功將火
救熄，惟起火房間嚴重焚毁，警方及消防
正調查火警原因。
消防處助理消防區長胡文韜表示，火警
中共出動10輛消防車、5輛救護車及66名
消防員，約70分鐘將火救熄，疏散大廈約
100名居民，消防正循不同角度調查火警起
因，包括房間內電器裝置及是否有人不小
心處理火種等因素。

天恒邨火燒屋 兄妹被困熏昏

內地漢遭空頭支票呃400萬人幣

◀火警中，一度被困屋內兄(圖)妹被救出時因吸入濃煙重傷昏
迷，送院同告命危。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天恒邨恒樂樓38樓一單位昨日發生火警，大批消防員趕至將
火救熄。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警方上月三度展開全港性大型反毒品行
動拘捕145人。 警方供圖

■由郭富城及楊千嬅等人主演的港產電影《麥路人》，
前晚在大角咀鐵樹街一間食肆拍攝期間，遭醉酒洋漢闖
入鬧事，工作人員需要報警處理。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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