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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阻肺年輕化 90%病人不懂用噴劑
保養用誤當救急用 屯院跟進逾800個案紓急症室負擔

慢性阻塞性肺病症狀與哮喘相似，患者肺功能會日漸受損，無法復

原，嚴重者更需依靠氧氣機和呼吸機生活，嚴重影響日常生活。屯門醫

院綜合模式護士診所至今接收超過800名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協助醫

院定期跟進其狀況，減輕急症室負擔。新界西醫院聯網內科及老人科顧

問護師戴金瑩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患者有年輕化跡象，且

多達90%患者對醫院處方藥物和儀器使用方法存有誤解，例如嚴重患者

若沒有使用呼吸機，或可導致二氧化碳中毒甚至死亡，故通過護士診所

可解答他們的疑問，同時減少患者因病發入院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由2019年10月至今年3月，有約820名
慢阻肺病病人由屯門醫院綜合模式護

士診所跟進，當患者由醫生轉介後，會在
第二至第八周為患者安排會面跟進情況，
其後相隔逾十星期後再度跟進，包括了解
患者服藥後的病情轉變及按情況換藥等，
如有緊急情況則會安排醫生盡早為患者覆
診詳細了解。

氣促致電求助 免次次睇急症
76歲的雷先生於2011年確診慢性阻塞

性肺病，病情一直惡化，至 2016 年及
2019年先後更需要依賴氧氣機及家用呼吸

機協助呼吸，並由醫生轉介至護士診所覆
診。
他表示，以往每個月都會因為氣促，擔

心自己出事而召救護車往急症室，不過，
近半年都沒有出現類似狀況，「因為如今
每逢出現氣促，都可致電護士診所『求
救』，由他們教導深呼吸和使用噴劑等自
救方法，久而久之，自己亦知道出現緊急
情況時應如何處理。」
屯門醫院資深護師梁倩玲表示，普遍醫

生會處方兩種噴霧劑予病人回家使用，一
種是出現氣喘時使用的救命藥，另一種是
需要長期使用的長效氣管舒張劑及類固

醇，主要用作保養氣管及避免氣喘發作，
不過，患者經常誤解噴霧劑是有需要時才
用，導致延誤治療。因此，護士會提醒患
者使用，若他們無法辨別兩種噴劑，則會
貼上告示，讓他們正確使用。
她指出，90%患者不懂使用噴霧劑，無

法發揮藥效，因此會教導他們正確的使用
方法。

嚴重患者無用呼吸機可致死
戴金瑩補充，有患者會將呼吸機和氧氣

機混淆，只使用氧氣機，但嚴重患者若沒有
使用呼吸機，或會因體內存在過多二氧化碳
導致中毒甚至致命，亦有患者因形象及生活
不便拒絕長期使用氧氣機，延誤病情。
她表示，醫生會處方抗生素、類固醇等

口服藥物予病人「看門口」，但亦有患者
以為需要定時服用，而濫用口服藥有機會
令病情惡化至肺炎。
她透露，醫管局現有六家綜合模式護士

診所分布於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廣
華醫院、仁濟醫院、 屯門醫院、瑪嘉烈醫
院及明愛醫院，今年中會於將軍澳醫院及
伊利沙伯醫院新增護士診所。

觀塘重建收回構築物合情合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
鴻基地產執行董事郭基煇2019年捐
助600萬港元，讓香港體育學院與
香港科技大學合作開展運動空氣動
力科研計劃。透過科大的風洞實驗
室設施，積極為香港單車隊進行單
車測試、單車運動員阻力測試，以
及低阻力單車服研製等項目，協助
提升單車運動員在東京奧運的表
現。

郭基煇昨日分享計劃目前成果時
表示，計劃已經進行兩年，將科技
融入體育，協助港隊同時也冀與國
家隊合作。雖然東京奧運受疫情影
響延至今年舉行，但無阻團隊的奮
鬥精神。
出席分享的單車精英運動員李慧

詩表示，很高興能夠參與是次科研
計劃，提升運動員的整體表現，在
賽事上發揮最佳水平。

郭基煇捐款600萬
助港單車隊「升呢」

● 郭 基 煇
（左五）分享
於 2019 年
捐助600萬
元，讓體院
與科大合作
開展運動空
氣動力科研
計劃。
受訪者供圖

▲雷先生（左）表示，如今每逢出現氣促，
都可致電護士診所「求救」，近半年都沒有
需要召救護車到急症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左起：梁倩玲、戴金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5歲女童
被虐致死案引起香港社會廣泛關注，多
個兒童權益組織倡設虐兒強制舉報機
制，警方亦對建議持開放態度。香港兒
童權利委員會主席雷張慎佳昨日出席電
台節目時表示，如設立強制舉報機制不
應只把個案由一個機構轉介到另一機
構，而是要有適當配套，真正保護受虐
兒童。她不擔心有關機制會被濫用，相
信大家不會一窩蜂去舉報。
雷張慎佳指出，香港兒童保護需要全

面改革，必須加快檢視個案的速度。防
止虐待兒童委員會早前已通過保護兒童
免受虐待的指引，內容非常詳細，惟於

鼓勵教育及支援方面不足，部分醫護、
教師、社工等專業人士未必十分了解。
她認為香港相關資源投入較少，希望日
後能在不同環節多加重視。
至於設立強制舉報機制後，如何防止

濫用，以免浪費社會資源，雷張慎佳
指，這需要社會各界一齊努力，不同崗
位的專業人士都應有相應的培訓及經
驗，亦相信大家不會一窩蜂去舉報。
她促請政府檢討為何在保護兒童政策

方面推動緩慢，即使法律改革委員會已
建議改革兒童法例，並已獲得立法會跨
黨派議員支持，但政府仍遲遲未提出討
論。

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
第五發展區土地，即裕
民坊一帶，在市建局經
過近三年協商後，仍有
4名經營者拒絕遷出。
市建局本月中透過執達

主任按既定程序，執行法庭指令，收回其
中一個構築物及被佔用的政府土地。市建
局行政總監韋志成昨日發表網誌釐清一些
人對政府收回構築物的既定程序的誤解，
強調搬遷津貼已盡量體恤需要，收回構築
物的過程合法合理。

韋志成：私下搭建無業權
韋志成指，有構築物佔用人認為市建局

搬遷方案的津貼水平「不足」，要求更高
的津貼金額，否則不接受搬遷。他解釋，
這些沒有註冊業權、違反法例和地契的構

築物，是昔日裕民坊的小販在私人樓宇地
下的公眾通道或樓宇外牆地方搭建，沒有
任何註冊業權，在市場上根本沒有「市
值」。市建局已從體恤角度出發，減低他
們因遷出而受到的經濟影響，就各構築物
經營情況等，釐定特別津貼和遷置安排。
他並留意到，有意見認為執達主任的收

地行動「突然」，事實上市建局早已就遷
出構築物所得的津貼、遷置安排和限期，
向佔用人清楚說明。
他又指，市建局三年來與違例構築物經

營者的溝通從未間斷，專職人員與仍未肯
遷出的佔用人各進行了超過20次不同形
式的接觸，並應要求與佔用人進行調解會
議，但始終未能達成共識，所以只能依照
法庭的裁決，透過法庭執達主任收回構築
物的空置管有權，重申倘若佔用人最終未
能與政府達成協議，也可向土地審裁處申

請裁定。
韋志成表示，裕民坊餘下違例構築物的

收回行動仍會繼續，期望有關佔用人能以
務實、明理的態度，體會到市建局對解決
問題的誠意，接受津貼及搬遷方案，早日
遷出。他認為這些違例構築物在裕民坊的
經營環境並不理想，繼續留下對他們的經
營並非最好安排，也拖延觀塘市中心重建
進入最後發展階段，影響的將會是數以萬
計的市民。

回遷戶下月相繼開業
隨着公共運輸交匯處啟用及裕民坊商場

分階段開放，韋志成指出，15家回遷戶當
中，有5戶早前已經開業，餘下絕大部分
回遷戶的裝修工程、申領牌照及入貨等工
作正加快進行，估計在5月內相繼開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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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家前裕民坊經營者陸續回遷至裕民
里開業。圖為一間藥房開業。 網誌圖片

●執達主任收回構築物後，市建局為構築物內的財物列出清單及拍照作記錄（左圖）；
完成後，政府在構築物張貼「政府物業」告示及收地通知（右圖）。 網誌圖片

強制舉報虐兒
專家：機制需適當配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特
區政府近年推行不少措施減少即棄塑
膠，包括現正就「塑膠飲料容器生產
者責任計劃」進行公眾諮詢。環境局
局長黃錦星昨日表示，本港回收膠樽
的表現一般，每10個膠樽只回收到
一兩個，認為有需要提升膠樽回收
率，建議實行膠樽回樽計劃，日後退
樽可獲現金回贈，正研究相關金額和
增設回收點。
黃錦星昨日於一個活動致辭時指

出，應對氣候變化和減少即棄塑膠是
全球重要環保議題，本港將力爭於
2050年前邁向碳中和，特區政府也
有不少措施減少各類即棄塑膠，包括
現正就「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
劃」進行公眾諮詢，希望就交回膠樽
的回贈金額與設置回收點收集意見，
諮詢期約於一個月內完結，呼籲公眾
積極參與。
他表示，本港填堆區塑膠物料中，

最多為膠袋，其次為即棄餐具和飲品
膠樽，惟現時膠樽回收率「麻麻
哋」，每十個膠樽僅回收一兩個，認
為有需要增加回收率，建立「回樽」
的環保責任制度，並建立涵蓋生產
商、零售商和消費者的回收膠樽責任
制，希望大家共同為環保出一分力。

香港文匯報訊 民
眾安全服務隊（民安
隊）昨日在民安隊總
部舉行第八十一屆新
隊員結業會操，由民
安隊署理副處長（發
展及少年事務）吳國
輝擔任檢閱官。今屆
共有58名隊員參與
結業會操，他們將實
踐所學的知識和技
能，服務社會。
民安隊新隊員訓練

課程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定
為資歷架構第三級，畢業的新隊員可獲
頒「輔助部隊基本訓練證書（民
防）」。縱使訓練課程受疫情影響，民
安隊新隊員仍然積極參與，在過程中擴
闊視野，豐富知識，並於本月順利完成
訓練課程。
結業隊員當中，首次有來自香港專業

教育學院「保安及紀律服務管理高級文
憑」課程的學生。他們在完成民安隊的
新隊員訓練後，可以把從文憑課程學到
的理論，應用到民安隊的實際工作上，
學以致用，服務社會。
民安隊隊員招募全年接受申請，有關

招募詳情及申請表格，請參閱民安隊網
站（www.cas.gov.hk）。

民安隊結業會操 58新人入隊

●民安隊昨日舉行第八十一屆新隊員結業會操。圖為會操隊伍
操越檢閱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前旅遊事
務專員黃智祖將於下月1日借調至海洋
公園出任行政總裁，為期約6個月。海
洋公園主席劉鳴煒昨日出席海園活動時
表示，相關安排是園方與政府協商後的
結果，黃智祖將專責推動公園的「重生
方案」。
他指出，由於「重生方案」中包括修

例等不少工作涉及與政府協調，作為前
旅遊事務專員，沒有人比他更熟悉相關
工作，期待其經驗有助落實方案。
立法會早前通過「重生方案」的撥款

申請。就外判園區設施計劃，劉鳴煒透
露，現時有不同夥伴有興趣合作，在未

來6個月至9個月會接受「競投興趣表達
書」，之後展開招標工作，保育會是其
中一個考量。
另外，政府早前放寬主題樂園的入場

率至75%，他認為，為保持遊客舒適及
社交距離，短時間內入場人數毋須達至
上限，並指即使政府未來實施「來港
易」和「旅遊氣泡」等措施，海洋公園
的主要客源也會是本地客。

鼓勵員工接種疫苗
至於員工接種疫苗方面，劉鳴煒指，

他本人及園方高層已接種疫苗，會鼓勵
員工接種，但不會強制。

黃智祖入海園專責「重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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