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聞

,
30$
-*0/"*-:
%

www.lionrockdaily.com



一名女病人 3 月下旬在銅鑼灣聖保祿醫院切除腎
腫瘤，竟被錯誤切除脾臟，院方兩日後向衛生署呈
報，涉事醫生已被中止在該院的行醫權利，病人上
月中亦已出院。今次是今年首宗私家醫院須呈報的
醫療風險警示事件。有外科醫生形容事件極罕見，
兩個器官的位置和形狀差天共地，「照計唔可能搞
錯。」



2019..5.16 | THU
2019

2019.5.16 | THU

2019.5.16 | 星期四
2019年
2019
年 5 月 16
16日
日

星期四

2019年5月16日

星期四

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衛生署表示，一間私家醫
院在 3 月 25 日為一名 57

歲女病人進行腎腫瘤切除手
術，期間被錯誤切除脾臟。
同月 27 日院方向署方呈報該
宗醫療風險警示事件，衛生
署接報後跟進，要求院方於 4
星期內提交調查報告。據悉
該報告已交衛生署。

醫生專業表現 交顧委會審視

衛生署審視院方提交的
資料後，並無發現證據顯示
醫院在房舍、人手、設備方
面，因違反《醫院、護養院
及留產院註冊條例》（第 165
章）或《私家醫院、護養院
和留產院實務守則》的要求
而導致這次事故。至於該外
科醫生的專業表現，衛生署
已指示醫院把個案提交其醫
學顧問委員會審視。
涉事的聖保祿醫院，透
露手術由一名訪院泌尿科醫
生主診及治理，術後病理化
驗證實切除的器官為脾臟。
院方隨即通知該主診醫生、
病人及衛生署。院方調查顯
示，術前核對程序符合標
準，已取消該醫生在該院的

所有行醫權利。
肝癌權威專家、外科專
科醫生潘冬平表示，從未聽
聞類似切錯內臟事件，「好
罕見，完全可以避免的錯
誤。」
他指出，脾臟與腎臟並
不相近，脾臟位於腹腔，貼
近胰臟尾部；但腎臟卻在腹
膜後，在胰臟後面，「不論
是器官位置和形狀都不一
樣，外形好易分辨，一個經
專業訓練的外科醫生無可能
搞亂，照計唔可能搞錯。」

脾臟被切 減抵抗力增血小板
潘稱脾臟是免疫系統一
部分，有助抵抗細菌感染，
若脾臟被錯誤切除，抵抗力
勢必減弱。錯誤切除脾臟亦
可能令人體的血小板變多，
增加日後患靜脈栓塞的風
險；而且脾臟是人體最多血
管及最難止血的器官，就算
只切除一小部分，也有大量
出血的風險，更有機會傷及
胰臟尾部。「該名病人要承
受脾臟被切除的後遺症，同
時還可能要再開刀切除原來
腎腫瘤。」

資助計劃擴大至副學位課程
教 育資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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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於
2018 年 《 施 政 報
告》宣佈，由 2019/20 學年起透過指
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資助計
劃）資助每屆約 2,000 名學生，修讀
選定範疇的指定全日制經本地評審
自資副學位課程。已入讀有關指定
課程的合資格學生屆時亦可享有資
助。
在 2019/20 學年，資助計劃將資
助六所專上院校（包括明愛白英奇專
業學校、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
局何鴻燊社區書院、香港專業進修學
校、香港公開大學（包括李嘉誠專業
進修學院）、東華學院及青年會專業
書院）共 28 個課程的 2,050 個學額。
受資助的課程和學額數目經教育局在
諮詢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後
決定，屬於本港六個對人
才需求殷切的範疇，分別
為建築及工程、電腦科

學、創意工業、護理、運動及康樂和
旅遊及款待。
在 2019/20 學年，非實驗室為本
課程及實驗室為本課程的每年最高學
費資助金額分別為 20,850 元及 36,400
元。資助額在相關課程的正常修業期
內發放，獲資助的學生只需支付扣除
資助額後的學費。有需要的學生仍可
就實際應繳的學費向在職家庭及學生
資助事務處下的學生資助處申請學生
資助。
資助計劃會根據現時自資副學位
課程的收生方法，即經由院校直接收
生，來分配資助學額，同學可直接向
有關院校申請報讀獲資助的課程。參
加計劃的院校也可錄取獲其他相關資
歷的本地學生，但人數不得超過各指
定課程資助學額的 40%。
有關資助計劃（自資學士學位及
副學位課程）的詳情，請瀏覽：
www.cspe.edu.hk/sssdp

醫
■院管理局表揚傑出員工。

專家：兩器官差天共地「照計無可能搞錯」

聖保祿切腎腫瘤錯割脾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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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醫院兒童紓緩治療小組獲醫管局
「傑出團隊獎」。
劉國權 攝



屯院兒童紓緩治療膺傑出團隊
兒童紓緩服務不是善終服務，亦非寧養
服務，它不僅限於生命的最後幾個月，周期
可能長達數年，直至病童生命盡頭。屯門醫
院有一群從事兒童紓緩治療的醫護工作者，
盡力為重疾兒童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及人文
關懷，昨獲醫院管理局授予 2019 年度「傑
出團隊獎」。
屯門醫院的兒童紓緩治療小組成立於
2015 年，是醫管局轄下第一個兒童紓緩治療
小組，組內有 20 多名醫護同事，包括兒科醫
生、護士、骨科醫生、心外科醫生、物理治
療師、臨床心理學家及醫務社工等各科專業
人士。
對於需要紓緩服務的兒童，小組會進行
一站式跨專業評估，並與家長和學校一同探
討讓孩子出院的最佳方案。護士或社工還會
到病童家中探訪，切實了解是否具有接孩子
回家生活的醫療資源。

餘兩年命病童獲照顧大有好轉
小穎最初被轉介至紓緩治療僅得 10 歲，
因攜帶基因缺陷，患有小腦萎縮、畸形、智
障、脊柱側彎等多種疾病，時常抽筋和睡眠
窒息，不能進行語言交流，當年 6 次入院有
4 次需住深切治療部。母親多年照顧心力交
瘁，家中還有其他子女需她關懷。兒童紓緩
治療小組了解情況後，認為應鼓勵母親放
手，讓小穎多返學校，她既可接觸同齡人，
亦能減輕其母照顧重擔。小組亦與校方多次
交流，確保學校能夠滿足小穎的特殊需求。
經過三年多的紓緩服務，小穎入院次數
已大減。原本預期她僅餘 2 年壽命，現已過
了 3 年，且身心舒暢，病情穩定，醫生認為
她可能存活至 20 歲以上。母親也因壓力漸
輕，還在小穎所在的特殊學校做義工，母女
倆都找回了笑容。



6 成港人服保健食品 年花 250 億
昨日公佈的一項調查顯示，近 6 成受訪
者表示有服用保健食品的習慣，在訪問前 6
個月內有服用過至少一種保健食品，種類
日漸增多，以維他命和礦物質最普遍，其
次為奧米加油系列，冀達到更健康、保護
骨骼和關節及提升免疫力的效果。
由香港保健食品協會籌劃，香港大學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 3 月執行，「2019 年
香港人對保健食品的市場調查」共訪問
1,026 名年滿 18 歲的香港市民。根據調查結
果推算，本港約有 350 萬成年人口有服食保
健食品的習慣，年花約 250 億港元，人均每
月花費 651 港元。調查亦發現，大部分受訪

者認為本港對市售包裝食品實行的「1+7」
營養標籤制度並不適用於保健食品，近 9 成
市民建議政府將保健食品與一般食品分開
規管，使市民從產品上獲得更有用資訊。
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建議政府對保健食品
作出定義，開放更多相關資訊並教育市民，
提升健康生活水平，長遠減低醫療開支。
香港保健食品協會會長陳家偉表示，
保健食品市場日漸增長，建議政府成立保
健食品發展委員會，與各持份者代表，包
括消費者、業界、醫生、藥劑師及營養師
等共同商討保健食品市場的發展方向，使
保健品行業健康發展。

預防認知障礙 世衛首發指引
全球現有多達 5,000 萬名認知障礙症患
者，成為各地醫療體系一大負擔，世界衛
生組織前日發佈首份預防認知障礙症指
引，首要建議勤作運動，並保持良好生活
習慣，不吸煙、不酗酒，同時維持健康飲
食，如多菜少肉的地中海飲食模式等。世
衛總幹事譚塞德指，對心臟健康的習慣，
同樣有助保持腦部健康。
但報告亦明確提到，有很強力的研究

證據證明，維他命 B、E、魚肝油等聲稱能
夠健腦的營養補充劑，並無預防認知障礙
症效用，公眾應該透過食物攝取足夠營
養，而非透過補充劑。至於認知能力提升
訓練或其他社交活動等，報告指出並無足
夠證據證明這些活動有助預防認知障礙
症。雖然有些證據指出認知障礙症與污染
有關，不過報告並無提及環境因素，亦沒
有將睡眠品質納入建議事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