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名涉嫌用自己尿液 「調包」 的前懲
教署職員，早前庭上大爆懲教署驗尿的陋
習。懲教署助理署長（行動）林國良強調
，驗尿程序不經人手，難以造假，期間囚
犯亦不會在場，但不排除有人違紀。另外
，署方去年引入密封式尿液樣本收集樽，
一旦有人打開樽蓋，會有 「狗牙」 凹凸邊
條，現時尚未有人違規開蓋。

本報記者 吳美慧

懲署引進新尿樽防調包
強調測試程序不經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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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專家團隊推出血科病症治療守則，將血病處理手
法、藥物入藥方式及劑量控制等參考指標統一，結
集成《血科終極手冊》，並設有應用程式及網上版
本，供全港醫院血科醫護人員使用。港大李嘉誠醫
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徐福全基金教授（分子醫
學）鄺沃林（圖）表示，血科藥物用法複雜，但毒
性高，專科醫生也未必能充分掌握藥品應用，冀透
過守則讓醫學界參考，並相信有利推動本地其他病
症的治理手法。守則可免費索取或下載，內容將不
時更新，網站亦提供平台，讓本地及海外醫護人員
互相交流。 （港大醫學院提供圖片）

血科藥物手冊

林國良表示，案件將於本周四（二十七日）有判
決，不便作相關回應。但他強調，驗尿是署方保安的
一部分，○八年起，署方引入電腦系統，令驗尿過程
不涉及人手。一旦尿液樣本呈陽性，有關院所和署方
總部的主管，會即時收到電郵通知。有關紀錄不能刪
除，任何人翻查過系統，都會有紀錄，不能造假。

電腦紀錄資料難以造假
囚犯小便期間，懲教人員會全程監察。林國良指

，署方有制衡機制，例如突擊檢查，由不相關同事做
檢驗等，但承認執行要視乎個別人員操守： 「知自己
崗位的，知什麼是違法，有沒有人違法，要看個別個
案。」當被問到會否考慮在囚犯小便時，用閉路電視
監察時，林國華說，基於私隱問題，不太可行。

開樽將留痕暫無違規者
赤柱監獄、石壁監獄、喜靈洲戒毒所、大欖懲教

所和荔枝角收押所，均有尿液測試中心，每年共驗三
十八萬支尿液樣本，懲教署昨開放位於赤柱監獄的測
試中心。懲教署高級懲教主任（醫院）蔡雨田說，署
方自去年起，引入密封式尿液樣本收集樽，凡是從院
所外送來的樣本，均放入藍色樽蓋的收集樽，一旦有
人扭開樽蓋，會有 「狗牙」凹凸邊條，現時尚未有人
違規開蓋。其他院所的懲教人員，需於樣本收集的第
二天下午五時前，送到測試中心。

懲教署高級懲教主任（醫院）陳志康說，署方在
院所內，會從尿液樣本，檢驗四大類型毒品。從外面
被送到院所的囚犯，署方驗的尿液樣本，能驗九種毒

品。若署方懷疑囚犯所吸毒品，是院所沒涵蓋的種類
，署方會將樣本送往政府化驗所。

懲教署一級懲教助理高達康，專門負責驗尿，每
次均需跟院所負責人，檢查並確認收集樽的條碼。他
指，驗尿是用光學分析，一樽能驗四大種毒品，最多
一次可驗六十樽，約半小時。只驗一樽的話，為時六
至八分鐘。懲教署總懲教主任（醫院驗尿中心主管）
曾少明說，若有戒毒所囚犯跟外界接觸，如有親友探
望、出庭應訊或入醫院，均需驗尿。其他院所方面，
是用電腦隨機抽出囚犯驗尿，以保公正。

尿液調包案在上月開審，兩名被告為釋囚收集尿
液樣本後，將樣本丟棄，換了自己的尿液。二人聲稱
，調包是公開的秘密，署方高層亦知情，此舉是提高
釋囚戒毒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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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吳美慧報道：當局自去年底，為兩個月
至十五個月的幼童，免費注射十三價肺炎球菌疫苗，但不會
為已接受七價或十價的幼童 「補針」。兒科醫學會調查發現
，九成二家長有為其二至六歲孩子，參加政府的兒童疫苗接
種計劃，但當中四成四沒接受十三價注射，另有近六成家長
，未聽過 「補針」的事。

五成八家長無聽過補針
兒科醫學會邀請中大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

在六至七月期間，進行本港兒童預防疫苗接種研究，從幼稚
園學生家長處，收回三千一百八十八份問卷。中大賽馬會公
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陳亦俊表示，九成二家長已
跟足政府計劃注射疫苗，但四成四沒接受十三價注射。調查
又發現，五成八家長未聽說過補針，八成六家長未曾跟醫生
討論補針的事。

五成八兒童有補針，但當中只得兩成一有補種十三價疫
苗。肺炎球菌可令兒童併發腦膜炎、菌血症、細菌性肺炎、
急性中耳炎等嚴重疾病，甚至死亡。當局在○七年，引入七
價疫苗。肺炎球菌群組中有過百種的血清型，七價疫苗可預
防 4、6B、9V、14、18C、19F 及 23F 七種血清型肺炎球菌
，十三價額外增加六種血清型，包括 1、3、5、6A、7F 及
19A菌株。兒科醫學院會長趙長成表示，一○年起，肆虐幼
童最厲害的三種肺炎球菌，是3，6A和19A，只得十三價能
覆蓋該三種菌，但不少曾為兒童接種七價和十價疫苗的家長
，以為孩子能預防所有肺炎球菌疾病。

當局在去年十二月，為新生幼童免費注射十三價疫苗，
但已注射過七價或十價的九個月至五歲兒童，不獲免費 「補
針」，光顧私家醫生的話，多數診所的十三價疫苗針約六百
元。兒科醫學會副會長王曉莉說，調查發現，較多每月家庭
總收入超過二萬元，願意支付五百元以上疫苗的家長，會替
孩子補針。她建議當局加強宣傳： 「讓家長明白肺炎球菌有
機會致命，他們不介意給幾百元補針。」

44%幼童無種新肺炎疫苗

【本報訊】記者鄧如菁報道：急症室壓力大，威
爾斯親王醫院急症室的工作量更嚇怕實習醫生，三個
急症室醫生空缺仍未填補，院方須聘請兼職醫生或要
求醫生加班應付。龍年效應下，醫院管理局新界東醫
院聯網總監馮康預計，未來兩三個月是產科高峰期，
預計今年在威院出生的七千多個嬰兒全為港人所生，
但產科及兒科人手壓力仍然較大。

公立醫院醫護人員人手緊張，馮康昨日表示，聯
網中以威院急症室部門人手最為短缺， 「可能威院急
症室比較辛苦一點，所以畢業醫生都沒有人敢來。」
自今年七月起仍維持三個急症室駐院醫生空缺。他說
，目前須依靠二十名兼職醫生輪班工作，或全職醫生
額外加班應付。院方補充，若七月份沒有畢業生入職
成為急症室醫生，最快明年一月才再有新醫生加入，
但不排除期間有海外或私家醫生入職。

威院產科去年有七千四百名嬰兒出生，當中一千
名孕婦是非本港居民。馮康指，今年政府限制非本地
孕婦來港分娩，預計至年底將有七千多名嬰兒出生，

全為本地居民，而未來兩三個月將是產子高峰期，坦
言為產科及兒科構成較大壓力。以初生嬰兒深切治療
病房為例，其使用率高峰時可達百分之一百二十，院
方會加強兒科服務，包括增設一張初生嬰兒深切治療
病床應付所需。

新界東醫院聯網公布二○一二至一三年度工作計
劃，聯網將增聘五百多名麻醉科醫生、護士、專職醫
療等醫護人員，並會在大埔那打素醫院、北區醫院及
威院合共增加一萬三千多個普通科門診名額；加強
「長者病人出院綜合支援計劃」，聯網與東華三院及

信義會合作，安排醫護人員和義工到參與計劃長者的
家居提供出院前、後的培訓，以減低他們再次緊急入院
機會計劃對象為六十歲以上患有長期病的高危長者。

上月威院產房俗稱 「笑氣」的氧化亞氮超標，馮
康表示，威院至今未恢復使用 「笑氣」，目前仍以藥
物及分娩球為病人止痛，院方與醫管局商討，直至醫
院改善空調抽氣系統才會考慮恢復使用。院方亦會研
究改善吸入 「笑氣」的面罩及喉管，減少漏氣。

威院急症醫生三空缺未補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政府昨展開新一輪
兒童及長者疫苗資助計劃。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及六個
月至不足六歲的兒童，明年前可到參與計劃的一千五
百八十多間私家醫生診所，注射預防流感疫苗。兒童
資助額由去年的八十元增至一百三十元，與長者看齊
，令免費為兒童打針的診所增至三百多間。

冬季流感高峰期預計明年一月出現，衛生防護中
心總監曾浩輝昨日表示，為鼓勵家長帶同子女注射流
感疫苗，今年度將增加資助為兒童打針的私家診所五
十元行政費，加上原先八十元的購買疫苗資助，資助
額增至一百三十元，與長者看齊。參加計劃的診所超
過一千五百八十間，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四，有三百多
間對兒童不另收費，而不另收費為長者注射的診所超
過六百間。

兒童長者流感疫苗資助展開

【本報訊】博愛醫院由一○年起為適合的心臟
病發病人進行冷凍治療。病人體溫降至三十二至三
十四度，存活率由不足百分之八，改善至接近八成。

博愛在未推行冷凍治療，心臟病發病人的存活
率，只得百分之二，即使能活下來，腦神經已受損
。新界西醫院聯網深切治療部總監古志坤指，病人
昏迷和心臟停頓，腦部暫停血液供應逾八小時，腦
功能會永久受損。冷凍治療可減慢新陳代謝，紓緩
腦袋突然恢復血液供應而造成的損傷，根據《新英格
蘭醫學雜誌》，病人接受冷凍治療，腦神經系統復原
率，由三成九改善至五成五。

一般來說，約一成人適合冷凍治療。博愛在一
○年十二月，挑選十九名病人做冷凍治療，存活率
達七成九。博愛醫院急症部副顧問醫生李明明表示
，心臟停頓少於三十分鐘，年齡介乎十八至七十五
歲，有自理能力，平時心律正常的病人，適合做冷
凍治療。不適合的病人，有心律不正常、腦出血、
腦缺氧等問題。

治療的工具，包括冰袋、水盆、毛巾、噴水壺
、風扇、攝氏四度的生理鹽水。病人會被冷凍二十
四小時，體溫維持在三十二至三十四度，期間會接
受鎮靜劑注射。平均來說，在急症室冷凍約四小時

，適合做 「通波仔」等手術。
博愛在今年七月，曾為兩個病人，提前在急症

階段做冷凍治療。七月在元朗暈倒的清潔工劉生，
冷凍三個多小時、即一百九十三分鐘，已能降至理
想溫度。手術醒來以來，除了短暫失憶和患肺炎外
，沒其他後遺症，一周後已出院。

冷凍治療腦創傷存活率八成

【本報訊】十月一日將進行國慶煙花匯演，天文台預測
當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但估計雲量不多及不會
有大雨，市民觀賞國慶煙花不會受影響。港鐵在中秋節及國
慶日加強服務。

天文台科學主任郝孟騫表示，預計本周後期有一股東北
季候風補充抵達華南地區，天氣在周末開始轉涼。十月一日
星期一當天，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氣溫二十三至
二十八攝氏度，他說，暫時預測雲量不會非常多，雨量亦不
大，雲層不厚且雲與雲之間有間隙。他又說，雲層高度暫時
無法預測，但相信當日天氣不差，不會影響市民觀賞煙花。
呼籲市民未來幾天留意天文台更新預測。

超強颱風杰拉華目前集結在馬尼拉以東約七百九十公里
，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十二公里，橫過菲律
賓以東海域。同時，位於西北太平洋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
黃島之西南偏南約六百三十公里，預料向北移動，大致移向
日本以南海域。郝孟騫說，在熱帶低氣壓和東北季候風補充
將影響杰拉華移動路線，預計它會向移向台灣附近，暫時不
會對本港天氣造成影響。

港鐵在本月三十日（中秋節）及十月一日晚加強服務，
方便市民歡度中秋及在國慶日晚上外出欣賞煙花匯演。中秋
節當晚港鐵通宵行駛，機場快線及迪士尼線除外，並由當晚
八點起增加班次。輕鐵線路部分線路亦加強服務。港鐵在國
慶日晚七點至十一點加強列車服務。

新渡輪中環往來長洲和梅窩航線會因應維港封閉措施作
出特別安排，部分航線取消；北角往來九龍城及紅磡的渡輪
維持正常。

國慶日驟雨料無礙賞煙花

【本報訊】國際著名中國當代藝術大師岳敏君
的最新雕塑作品，首次走出美術館，在香港舉辦公
共藝術展覽 「笑可笑，非常笑」。岳敏君以笑來面
對所有的事情，並透過手中畫筆，塑造一個笑得極
端的人物來表達人生的痛苦。

岳敏君憑藉標誌性的 「笑臉」作品蜚聲國際，
其藝術作品更於拍賣場上屢創新高。他說，他筆下
的 「笑」是極端的，是一種痛苦的表達，用笑容去
掩飾生活中的痛苦，如迷惘和困惑，長時間的糾纏
和焦慮是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岳敏君說，他也用
笑來面對所有的事，「笑對人生，包括生老病死」。他
認為生活充滿無奈，從懂事開始，不喜歡老師的授
課、被同學欺負，令他開始學會笑對無奈。但他並
不鼓勵所有人都用這種方法， 「自己想哭就哭」。

被問及國民教育，他說，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
自己的愛國教育，在這教育中應該加入世人認同的
普世價值，香港在這方面是空白的， 「既然別人給
的香港人不願意要，那港人就應自己建立一套，自
己認為好的，教育年輕一代如何面對社會與金錢」
。香港人應對文化教育有自覺。

是次展覽將在海港城海運大廈展出全新五件高
約三米的雕塑，並在海港城美術館展出十二幅絲印
畫作。岳敏君說，每個作品都有背後來自成長、生
活的故事，難以選擇哪個最喜歡，未來還會不斷找
新的靈感。這次展覽選擇在商場可以更親近觀眾，
而雕像是暗沉的顏色，與香港的光鮮亮麗產生對比
，塑造原始的歷史滄桑感。展覽即日起至下月二十
三日舉行。

中國當代藝術家
雕塑作品展香江

▲高達康說，驗尿前要先跟院所人員，確認條
碼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懲教署引入的密封式尿液樣本收集樽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左起：劉生、李明明和古志坤指，在急症階段
做冷凍治療，病人的腦功能較受保護

本報記者吳美慧攝

▲馮康（左）表示，威院目前人手最短缺的是急
症室部門，七月起至今仍有三個空缺。旁為威院
副醫院行政總監李錦滔

▲曾浩輝表示，兒童接種疫苗資助額增至 130
元 本報記者朱晉科攝

▶岳敏君
的最新雕
塑作品，
首次走出
美術館，
在香港舉
辦公共藝
術展覽
本報記者
虢 書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