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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廈
中建大廈、萬邦行、
太子大廈、業豐大廈
海富中心
六國中心
恒隆中心
亞太中心、格蘭中心、
東企業廣場
旺角中心、雅蘭中心一期

商廈設施遠未達衛生標準

診所打化療針診所打化療針
病人隨時染菌病人隨時染菌

商廈診所注射化療針程序商廈診所注射化療針程序 「「無王管無王管」」
，病人及商戶安全大受威脅。香港醫院藥，病人及商戶安全大受威脅。香港醫院藥
劑師學會揭發，十二幢商廈內十九間提供劑師學會揭發，十二幢商廈內十九間提供
癌症化療靜脈輸注的私營醫療機構，設施癌症化療靜脈輸注的私營醫療機構，設施
全部未能達到密封無菌的衛生標準，令藥全部未能達到密封無菌的衛生標準，令藥
物容易受細菌污染，免疫系統較差的癌症物容易受細菌污染，免疫系統較差的癌症
病人不但無法達至治癌效果，更有可能因病人不但無法達至治癌效果，更有可能因
此增加受細菌感染風險，一旦出現不良反此增加受細菌感染風險，一旦出現不良反
應後果堪憂。學會促請政府監管高風險化應後果堪憂。學會促請政府監管高風險化
療靜脈輸注的私營醫療機構。療靜脈輸注的私營醫療機構。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鄧如菁鄧如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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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小姐（23歲，在萬邦行
一間體檢中心任職專科護
士近兩年）：

「都擔心（提供化療
靜脈輸注服務）私家診所
調配癌藥時，釋出氣霧會
經中央冷氣系統飄到大廈
其他地方而受感染，但因
為自己都有接觸肺癌病人
，唯有做足預防措施，戴

口罩同勤洗手，又唔會因為咁而轉工。」

【本報訊】DR 美容集
團事件有新進展，有傳媒揭
發DR集團在發現有病人情
況危殆之前，已經得悉有人
在接受療程後出現問題。但
DR 方面沒有即時停止療程
，更沒有上報，只是自行處
理事件。有消息稱，該名最
早出問題的事主就是集團主
席周向榮的胞姊。

周向榮胞姊
曾打「毒針」出事

有線電視昨日引述消息
透露，最早出現問題的是周
向榮的五十九歲胞姊，她於
上月二十九日接受療程後已
經出現發冷、腹痛嘔吐及呼
吸困難等徵狀。DR 集團得
知事件後自行處理，沒有即
時停止中心療程。幾天後，
一名女醫生為另外三名女子
進行同樣療程。

據稱，三名顧客中，五
十六歲的女子進行療程後不
久就出現發燒、胸悶等情況
，要在中心逗留數小時才能
回家。另一名六十歲女病人
在接受療程時已經出現不適
情況；而第三名女子則是做
完療程後發燒、腹瀉，入住
深切治療部，至上周三死
亡。

集團在多名顧客出事仍
未停止療程，直至律敦治醫
院在短時間內接收兩個類似
個案，向衛生署通報，集團
接到指令才停止療程。衛生
署跟警方繼續調查DR療程
致命事件，有曾經在DR美
容集團任職的醫生透露，集
團若一早將事件上報，有機
會避免客人死亡。

雷小姐（在萬邦行一間體檢
中心任專科護士一年多）：

「始終大廈係用中央冷
氣系統，致癌物質會四圍散
播，都擔心自己會因此受感
染，自己為咗保障，平日都
會戴口罩，但其實都唔係保
障得太多，覺得政府都有需
要監管做化療靜脈輸注嘅私
家診所。」

擔心受感染 冀政府監管

醫院藥劑師學會近兩個月接獲十多名病人查詢，有
關提供癌症靜脈輸注的私營醫療機構監管情況。學會調
查後發現，全港有十九間提供相關注射服務的私營醫療
機構，包括私家診所、由數名醫生經營的診所及癌症治
療中心，分別位於十二幢商業大廈，包括人流密集的旺
角中心、雅蘭中心一期、中環的萬邦行、中建大廈等。

病人貪平貪近光顧
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表示，化療靜脈輸注屬

於高風險醫療程序，以往多在醫院進行化療，但由於癌
症病人人數上升，接受靜脈輸注的需求大增，為免病人
接受第一次化療時對藥物有不良反應，私家醫生會安排
病人到私家醫院進行首次化療，隨後會安排病人到其私
家診所接受餘下療程，主要是因為商業考慮， 「可能地
點較方便，價錢相對便宜」。

僅以膠箱調配癌藥
學會調查發現，十九間提供靜脈輸注化療程序的私

家診所及癌症治療中心，均沒有無菌室設施。崔俊明指
，當中大部分私營醫療機構只用 「阿加力膠」造的膠箱
，加裝家用式抽氣扇，代替符合國際標準的密封式隔離
櫃，僅得一至兩間有設置 「安全櫃」來調配癌藥，但這
些也未能達到無菌的國際標準，令藥物容易受細菌污染
， 「愈來愈多病人需接受化療，如果這些私營醫療機構
只用膠箱運作，一定出事！」

由於癌症病人體弱，免疫系統較差，故此受
細菌感染的風險大增。加上這些機構醫療未必
有足夠設施，輸注療程時間可長達四小時
， 「若數名病人（接受靜脈輸注過程中
）一同出現不良反應，嚴重性是有
過之而無不及」。

氣霧或經冷氣四散
崔俊明續說，九成接受化療的癌症病人會使用傳統

癌藥，但醫學文獻指出，所有傳統治療癌藥都可致癌。
而調配癌藥的過程複雜，包括藥物抽取、稀釋、混合等
程序，最後再注射到病人藥包內，因此過程必須在無菌
環境下進行。這些商業大廈採用中央冷氣系統，當醫護
人員抽取藥物時，釋出的癌藥氣霧或會經中央冷氣污染
四周環境， 「有機會去到第二間商戶，如果商戶是婦產
科（診所）、兒科（診所），問題就出現」。

學會副會長蘇曜華也稱，除了公立醫院和私家醫院
外，所有私營醫療機構均沒有為員工設置專為調配癌藥
的密封式隔離櫃，員工長期工作，有機會吸入致癌物。

促請當局加強監管
政府現時沒有條例或指引要求醫護人員需接受訓練

才可進行靜脈輸注程序，崔俊明表示，有關程序應由專
科醫生、藥劑師處理，建議政府新成立的私營醫療機構
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應擴大規管私管醫療系統，監管
高風險化療靜脈輸注的機構，並促請衛生署、環境保護
署及勞工處三方需盡快巡查，確保有關醫療機構，符合
規定；至於私營醫療機構則可共同設立中央癌藥調配室。

食物及衛生局表示，新成立的督導委員會將檢討本
港私營醫療機構的規管架構，「吸納社會各界的意見，就
私營醫療機構的規管模式及監管制度提出建議」。政府會
研究私營醫療機構規管的適用範圍，包括研究是否將進
行高風險的醫學治療或程序的場所納入規管，以保障市
民的安全。而環保署會因應委員會的要求，在確使有關場
所的通風和排放不會危害公眾健康方面提供專業意見。

診所自稱無菌室獲認可診所自稱無菌室獲認可
記者表明身份即稱無相關治療記者表明身份即稱無相關治療

護士心聲

【本報訊】記者昨日直擊位於中環中建大廈、
萬邦行及金鐘海富中心內，多間有提供癌症化療靜
脈輸注的私營醫療機構，有腫瘤治療中心自稱其無
菌室已獲國際認可，並設有良好的通風系統。但另
有診所登記護士指，若擔心過程中會受空氣細菌感
染，建議到私家醫院進行化療。

本報記者昨日以顧客身份，走訪多間有提供癌
症化療靜脈輸注的私營醫療機構，其中在海富中心
一間腫瘤治療中心，登記護士說，該中心由註冊護
士為癌症病人進行化療。現場所見，診所的化療病
房放置七張梳化椅供病人接受化療，藥房內亦設有
無菌室，其中一名配藥員向記者介紹時指，中心設
有無菌裝置，加上負責的醫護人員均接受培訓，他
們會 「盡可能令地方無菌，product（藥物產品）
出來亦無菌。」該治療中心發言人表示，中心設有
的藥房已獲國際標準認可，屬無菌式設計，並有優
良的通風系統。

在中建大廈一間內科腫瘤科專科醫生的診所，
記者以顧客身份入內，現場所見有兩間化療病房，
一名護士向記者指，化療過程中有醫生留意情況，
確保安全，價錢一般比在私家醫院進行可便宜三成
，約二萬多元，並說現時每月約有一至兩名病人到
診所接受靜脈輸注。但當記者稍後表明身份致電診

所查詢時，對方則指並無提供相關治療。
該廈另一間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的診所，負責

登記的護士向記者指，靜脈輸注由診所護士負責，
當記者問及過程中會否細菌感染，護士指基於同時
要保障個人安全，過程會確保不會有問題，但建議
「如果擔心會受空氣細菌污染，去返私家醫院較好

，但價錢會相對昂貴。」

診所運作商廈難監管
對於醫藥界關注在商廈的診所提供癌症化療靜

脈輸注程序，若處理不當，可致癌藥物或會經中央
空調系統傳到大廈其他地方，測量師學會物業設施
管理組副主席熊傳笳稱，現時一般管理公司並沒有
為商廈診所訂定規條，因為管理公司沒有法律權力
，最多只可以在簽約前了解診所的運作。若發現有
醫療行為有機會傳染，會於合約訂明相關隔絕措
施， 「但合約訂明後，就沒有法律權力限制其他
事。」

他認為，要就此類事件作防範措施，最好就是
政府立法監管。至於能否在商廈加裝空氣過濾等措
施，他表示不太可行： 「技術層面是可以做到，但
裝置成本始終都會轉嫁在消費者身上，最後每位顧
客都要承擔空氣處理的費用。」

◀◀崔俊明（左）崔俊明（左）
促請政府監管高促請政府監管高
風險化療靜脈輸風險化療靜脈輸
注的私營醫療機注的私營醫療機
構。旁為蘇曜華構。旁為蘇曜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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