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增一名染上敗血性休克的女子五十九歲，據稱上
周到銅鑼灣的 「DR醫學美容集團」接受靜脈輸液的療
程後，出現發冷、頭痛、疲倦、嘔吐及腹瀉等敗血病徵
狀，昨晨到伊利沙伯醫院治療，該女子現時留醫，情況
穩定。

涉事的DR醫學美容集團銅鑼灣分店昨日照常營業
，但職員沒有回應事件。港島總區重案組與衛生署人員
先後到集團的旺角分店取走證物，並到科學園亞太幹細
胞科研中心搜證，作進一步化驗。衛生署調查後發現，
至昨日一共有四十四人，包括留院的女病人曾在該集團
接受 「DC-CIK」自體細胞免疫療法，目前尚有六人未
聯絡到。

自體細胞免疫療法是從客人身上抽血，經濃縮和處
理後，經靜脈輸液送入病人體內，聲稱可以增強抵抗力
和治療濕疹。調查資料亦顯示，該項治療是由註冊醫生
提供。

衛生署已指令停止有關療程
至於周三晚送院的三名女子，其中四十六和五十六

歲的女子，在傍晚開始出現發燒和腹瀉，送往律敦治醫
院，並確診患上敗血性休克。另一名六十歲女子當日接
受靜脈注射時已經發冷、頭痛，前日更發燒，前往聖德
肋撒醫院求醫，昨日凌晨轉往聯合醫院，三人情況同為
危殆。衛生署已指令DR醫學美容集團停止有關療程。

DR醫學美容集團昨發表聲明，指在銅鑼灣分店進
行靜脈點滴是由非受聘於集團的獨立醫生於醫務中心進
行，並指在進行靜脈注射前，負責之獨立醫生會對將接
受靜脈注射人士進行評估，以專業知識判斷是否適宜進
行靜脈注射。就今次事件，集團會協助有關政府部門尋
找是次事件的起因。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表示，靜脈
輸液治療是高風險的醫療程序。若過程受到污染，例如
重複使用儀器或藥物，都可能受細菌污染， 「毒素和微
生物會在血液中走到五臟六腑。」病人會血壓低，出現
休克症狀，有機會出現器官衰竭， 「病人會有嚴重併發
症，有機會因為器官衰竭死亡。」

血液及血液腫瘤科專科醫生梁憲孫表示，處理體內
細胞的過程非常嚴格，一般會在醫院的無菌實驗室中進
行。而細菌入血病徵包括發燒、休克，如入血細菌量較
多，病人在數小時內的情況會較差，甚至死亡。根據美
國的醫學文獻，敗血性休克症發病者一般以六十歲以上
的男性為主，死亡率超過兩成。

高永文指過程涉醫療行為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

文（見圖）對事件亦表示關
注，他說： 「（病人）據報
抽出自己的血液經過處理後
，再以靜脈注射的方式，注
射到自己的身體內，我認為
這是一個醫療程序、醫療行
為。發生如此嚴重的事故，
我感到非常震驚。」

衛生署呼籲市民，若曾
接受DR醫學美容集團有關治療或其他類似治療後感到
不適，或不良反應，應立即求醫，並呼籲曾到該集團接
受 「DC-CIK」治療人士，致電署方熱線二一二五一一
三三提供進一步資料，熱線運作時間為每日上午九時至
下午五時。

關 昭

應立即表彰海難救援人員

井水集

長者津貼要審查 七十以上應豁免

社 評

新一屆立法會下周三開始運作，而
頭一個在財委會審議的撥款項目，便是
特首梁振英上任伊始提出的發放二千二
百元長者生活津貼。項目已定本月二十
六日審議。

改善老人福利，各方本無異議；但
撥款方案尚未提交，立會內外已一片
「山雨欲來」 之勢，原因在於， 「資產

審查」 這一 「附帶條件」 ，有可能闖不
過。

按照梁振英七月十五日提出，凡年
在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只要月入不超
過六千六百元、資產總值不超過十八萬
六千元──長者自住房屋及子女給予的
生活費不算資產，就可以獲得每月二千
二百元的生活津貼。

按此準則，合資格領取的長者人數
將為四十萬，每年公帑支出約為六十億
元。

而資產 「超標」 不獲津貼的，仍可
照舊領取每月一千零九十元的 「生果金
」 ，即六十五歲以上要入息審查，七十
以上不審查。

眼前，尚未走馬上任的新一屆立法
會七十位議員，二十七名反對派已 「一

面倒」 表態反對資產審查；工聯會六票
不完全反對，但要求七十歲以上免審查
。如此也就是說，如果原方案一點不改
，將會面臨最少三十三票反對，一個不
留神，隨時會 「陰溝裡翻船」 ，不能過
半數而遭到否決。

因此，面對有關情勢，梁振英政府
必須小心謹慎從事，而個中關鍵，端繫
於必須在老人福利與社會整體長遠負擔
之間取得平衡。

事實是，有關資產審查機制之設，
確有必要。一來，新增項目名為長者生
活津貼，並非生果金，後者屬敬老，李
嘉誠高興也可以去領，但前者是為低收
入長者提供一點挹注、幫補一下生活，
明顯有扶貧之意，兩者性質並不相同。
二來，審查機制的條件並不嚴苛，甚至
可以說寬鬆。

而更重要的是，本港人口結構正進
入老齡化時期。據統計處最新數字，到
二○三○年，本港七十歲以上的人口將
達到一百五十萬，佔總數的百分之十八
，每千人供養老人的比率也會由現在的
三百三十人增加至六百二十人。如果長
者生活津貼全部敞開、不設審查，支出

將會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最終納稅人
社會將無法承擔。

就有關資產審查問題，特首梁振英
昨日在一個場合回答記者詢問時表示難
有放寬空間；而勞工及福利局長連日在
約晤勞工界議員時也強調，若不設審查
，撥款申請不僅要增加三十億元，對其
他福利開支也會造成衝擊。

事實是，圍繞有關撥款申請，審議
過程 「被政治化」 的危機已擺在眼前。
梁振英政府出於關顧老人之心，以及必
須對公帑負責，提出資產審查；反對派
議員則為了撈取民意本錢，慷納稅人之
慨，提出不審查。何者始真正有利於民
、有利於老、有利於整體社會，是顯而
易見的。

眼前，梁振英政府必須認真評估立
會和社會的反應，既要敢於堅持原則，
也要審時度勢、靈活應變；長者生活津
貼之設，肯定是符合市民訴求、符合社
會整體利益、也有助社會和諧安定的，
應該大力爭取通過、促成落實，其中，
工聯會提出的 「六十五以上查，七十以
上不查」 ，不失為一個兩全其美、折中
可行之法，可予考慮。

今日是全港哀悼南丫島海難事故
罹難者的第三天。過去兩天來，不少
市民自發到十八區弔唁冊簽名，寫上
願逝者安息、生者堅強的心意字句，
真切感人。

患難見真情，港人社會在危難中
顯示出來的質素和精神令人深受啟發
和鼓舞，正如不少簽名者所指出，社
會需要安定團結，市民需要互助互愛
，大家都應該拿出主人翁的態度，好
好生活，共渡難關。

而在此次震撼全港的災難性事故
中，除了極少數亂港政客和傳媒竟對
「中聯辦」 的善意關懷和盡責工作作

出惡意歪曲外，全港市民和特區政府
的表現都是令人欣慰的。而其中，最
令人感動和不能忘記的，是一群在事
發當晚下海救人的水警、消防員、蛙
人以及其他紀律部隊人員。

從已經披露的事實可以看到，他
們是在奮不顧身、把自己安危置於度
外的情況下落海救人命的，有的身體
不同部位受了傷，有的更幾乎被遇溺
者扯下水底，但他們二話不說，不顧
傷勢和危險，一個心意就是救人，救

得一個是一個。
而且，據報道，這些救人的紀律

部隊人員，面對如此慘烈的場面，幾
乎沒有一個不哭了……

當前港人社會，由於反對派政客
和亂港傳媒長期作祟，動輒鼓吹反政
府、罵特首、貶官員，部分年輕人也
傾向暴力衝擊，令到社會戾氣充斥、
少見祥和，對好人好事不敢作聲、對
正確的事不敢支持，似乎連人性中的
一點正義和良知也泯滅了。

因此，當前面對港人社會在海難
事故中的深刻反思和痛定思痛，梁振
英政府必須及時抓住時機，向全社會
作出一次正面的、健康的、有建設性
意義的呼籲，其中第一件要做的，就
是立即公開表彰當日全體落水救人的
紀律部隊人員，以及提供支援的後勤
人員和救死扶傷的醫護人員，而且必
須是有名有姓的請到禮賓府去表彰，
由特首代表全港市民、代表受難者家
屬及傷者、生還者向他們致謝，呼籲
全社會特別是青少年要向他們致敬和
學習。

重案組查DR醫學美容
再有人靜脈輸液後現敗血病

■何謂自體細胞免疫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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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你知

【本報訊】DR醫學美容集團成立於一九九
五年，原為DR醫學美容護膚品研製中心，主要
研製美容護膚品。同年起亦自設美容服務中心，
營運至今已有十七年歷史。

該公司在其網頁上聲稱擁有超過三十萬名會
員，在全港擁有四十二個服務點，是全港最大，
歷史最悠久之再生醫學美容集團。集團又聲稱團
隊中有不少教授、醫生及科學家參與研製護膚品
及保健產品。近年，該公司開始向顧客提供輪廓
及容貌修飾再生服務，又會安排專人與顧客前往
韓國參與 「再生之旅」接受整形服務。

【本報訊】就三宗接受靜脈注射進行美容的事故
，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促請政府盡快清晰界定
醫學與美容的分別，及對醫學美容進行更嚴密的監管
。該會主席更指出，一些聲稱由醫生進行的美容療程
，實質是由一些沒專業資格、或已被釘牌、或外地到
來的醫生 「操刀」，一旦出事，事主難以追究。

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昨日召開記者會，敦
促政府盡快將醫學美容與美容的定義向公眾釐清，該
會主席許慧鳳指出，醫學美容愈趨普及，但現時香港
卻沒有任何法例對醫學美容及其廣告進行監管。

她指出，有時美容院內的醫生也未必是合資格的
醫生，可能只是受過訓練的美容師，甚至是一些已被
「釘牌」的醫生，故她促請政府盡快立法規管醫學美

容，例如對醫學美容醫生進行發牌制度。
許慧鳳又稱，政府應定時巡查美容院，對醫療美

容實施更嚴格限制。她說，現時有醫學美容中心會聘
請海外美容醫生替客戶施手術。 「我有一位朋友曾在
港接受一位韓國醫生的手術，在其下巴及鼻樑的注入
膠原，但醫生卻錯誤將其鼻樑壓凹，而該名醫生在手
術後亦回到韓國，令受害人難以追究。」

對於肇事的三名受害人中有一名是長期病患者，
許慧鳳表示，業界一直有行規規定長期病患者在接受
醫學美容時，需由醫生准許才可進行。她補充： 「即
使客戶強行要接受美容服務，公司亦有責任拒絕。」
許慧鳳叮囑消費者若要接受醫學美容，應先詢問醫生
意見及進行詳細身體檢查。

是次美容事故中四名事主接受的自體細胞
免疫療法本來是一種治療癌症的方法，不過近
年卻有人用於美容。

自體細胞免疫療法英文簡稱DC-CIK，方
法 是 從 人 體 血 液 中 提 煉 出 簡 稱 為 CIK
（Cytokine-Induced Killer）的淋巴細胞。而
CIK是異質細胞的一種，含抗瘤活性，可以調
節身體免疫系統。

據醫學文獻顯示，在成功提取CIK細胞後
，細胞會被加以濃縮，並培養至成千上萬倍，
再注射回患者身上，增強其免疫細胞的殺傷力

，有效殺滅腫瘤細胞、病毒感染細胞及組織中
的病原體，促使病者能使用原屬自己的細胞
「自主抗病」 ，有效達致治療和防治雙重功效
。而培養CIK淋巴細胞亦常被用在治療癌症之
上。但據知近年中港台都有美容公司聲稱可採
用這種技術進行美容，功效包括消除皺紋、美
白等。

貪靚惹禍！繼前日三名女子接受DR醫
學美容集團的幹細胞美容治療，致敗血性休
克送院後，昨日再有一名女子懷疑接受同樣
治療後出現敗血病，情況穩定，但較早前入
院的三名女子情況仍然危殆，嚴重更可能出
現器官衰竭死亡。衛生署與警方重案組正調
查事件。涉事美容集團發聲明指，靜脈注射
是由非受聘於集團的獨立醫生在醫務中心進
行。 本報記者 連達曦 鄧如菁

工會促監管醫學美容療程

集團聲稱有三十萬名會員

【本報訊
】DR 醫學美
容集團四名顧
客 懷 疑 接 受
「DC-CIK」

治療後出現敗血性
休克，有顧客表示
，花了五萬元分期
購買美容療程，但
仍有近半未使用，
擔心集團會 「執笠」會血本無歸
，希望可獲安排退款。消費者委員會希
望，當局研究以發牌制度監管提供醫療
服務的美容院。

二十多歲的蘇小姐於○七年光顧
DR醫學美容集團的通淋巴及美容療程
，各購買一百次，合共五萬元，至今仍
有二萬元款項未供，她擔心集團會受今
次事件影響而結業，會向集團職員查明
希望獲安排退款，但坦言機會很微。她
續說，職員曾向她推介激光、彩光、推
脂等療程，並稱會由醫生處理，但最終
擔心有危險沒有購買。

鍾小姐亦光顧該集團數年，購買美
容及按摩療程。她說，職員指她患有濕
疹，皮膚暗啞，建議她購買靜脈輸液相

關療程，但最終亦拒絕購買，認為 「始終是打入
身體，擔心有危險。」她亦擔心今次事件會令集
團結業， 「剛剛才買了新療程，擔心會血本無歸
。」

消委會總幹事劉燕卿認為，當局應研究以發
牌制度，監管提供醫療服務的美容院，並與傳統
美容院分開，以規管它們的運作、服務質素和安
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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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醫學美容中心銅鑼灣分
店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DR醫學美容集團青衣分店照
常營業 中通社

▲香港美容健體專業人員總會促請政府盡
快清晰界定醫學與美容的分別

本報記者連達曦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