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年前領軍抗擊沙士，疫戰過後 「回
歸」 學術研究的象牙塔，前衛生福利及食
物局局長楊永強昨日出席中大主辦的 「沙
士十年」 研討會，首度公開與公眾分享當
年抗疫的經歷與感受。他憶述當年在公布
沙士疫情時，對於到底是直接公布第一手
信息，還是等到有關消息得到最終確認時
才公布，內心曾一度掙扎。他又表示，當
下回歸大學校園，希望能夠從另一方面貢
獻社會。

本報記者 黃 昱

楊永強憶抗沙士感受

曾浩輝認為化驗是抗疫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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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黃昱報道：時值沙士爆發10周年
，新型冠狀病毒的陰霾也在全球蔓延。前衛生防護中
心總監曾浩輝總結沙士經驗，指出抵禦疫症的要點。
同時，他又寄望當年沙士醫護人員捨身救人的精神能
夠傳承下去。

冀醫護捨身救人精神續傳承
新型冠狀病毒正值沙士襲港10周年時出現，無疑

為港人心中帶來了陰霾。去年年底剛剛卸任的前衛生
防護中心總監曾浩輝總結自己在抗擊沙士期間的經驗
，歸納出抗擊高傳染性疾病的關鍵要素。其中包括確
保社會上有足夠的化驗所設施，及時地檢測最新出現
的病毒。另外，在看護患者的的同時，也有必要描繪
出關於傳染病的關鍵臨床數據。而在疫情開始爆發的
時候，有關部門需要建立有效機制，統一管理病人。
同時在研發出有效的疫苗前，必須準備好隔離的
方案。

他強調，社會上的輿論和民情會隨最新消息的
傳播而迅速改變；刻意隱瞞信息，往往會適得其反，
造成市民對於未知的恐慌。確保有透明準確的疫情公
布機制，能夠使得謠言不攻自破。與其他地區的及時
就疫情的最新發展交流，對於香港這個國際城市而言
更顯重要。曾浩輝續指，足夠的社會動員能力以及給
予醫護人員足夠的支持，也是成功抵禦疫症的關鍵因
素之一。至於沙士病毒至今仍沒有疫苗能夠根治，曾
浩輝補充稱，隨人口老齡化及全球化的趨勢加劇，
市民不能因沙士已經過去而就掉以輕心。他又寄望當
年醫護人員捨身救人的精神能夠傳承下去。

世界衛生組織總部危急管理對策局流行性感染症
部總監藤奈邦子則表示，香港當年抗疫的經驗值得借
鑒。世衛在這10年間，從如何在疫症爆發初期認識病
毒潛在風險，並盡快啟動相關措施應對方面下了很大
的功夫。而相關的預警界線也在不停地完善，相信能
夠比當年更好地應對新型疫症的發生。

03年沙士侵襲香港，造成全港1700多人感染，
299人死亡。疫症更由香港擴散至越南、台灣及歐美
等地。時值沙士爆發10周年，當時領軍對抗疫情的前
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首次分享他在抗擊沙士
期間的經驗，透露在決定是否公布時，也曾經掙扎
過。

恐引起公眾恐慌
他指當年衛生署人員曾經向他報告，稱在老鼠糞

便裡發現冠狀病毒，但卻未能確認到底是因為老鼠的
食物中含有病毒，還是因為老鼠自身也是沙士傳播的
媒介。他曾一度掙扎應該如何對外公布這個消息。如
果立即公布不確切的消息，擔心會引起公眾的恐慌；
如果不公布，又怕延誤時機。最後，幸得專家團隊迅
速對老鼠屍體進行解剖，證實老鼠並非沙士的傳播媒
介，才鬆了一口氣，放心地召開新聞發布會。

執教鞭回饋社會
楊永強認為，沙士的襲來，令很多東西都發生了

改變，其中包括政府決策的結構與方式。他回憶當年
的狀況，有多於1000人在醫院留醫，情況危急，需要
迅速地判斷出其中哪些病人感染了沙士病毒，但相關
的測試起碼需要1至2日才能完成。專家的意見在那個
時候就顯得尤為重要。而醫院每兩小時就會與自己聯
繫，爭取及時更新受感染的人數。衛生署的職員每日
都在跟進相關的工作；而警方亦有幫忙追查，並發現
病患的集中地，對疫情的控制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通
過隔離等工作，終於防止了沙士的進一步散播。而立

法會當時雖然反對並批評了當局的某些處理手法，但
現在回想起來，自覺處理得當。

楊永強指，擔任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為他帶
來了在醫療決策方面豐富的實踐經驗。當下自己已經
回到大學校園，並執起教鞭。他希望能夠在另一方面

回饋社會，在教育事業上有所建樹。楊永強又表示，
發現書本上的知識和自己在現實中所面對的狀況有不
盡相同之處，自己可以將公共服務中所獲得的經驗帶
入學術界，打破一些條條框框的規限；同時讓自己成
為學術與社會實踐之間的橋樑。

【本報訊】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
昨日討論，政府建議修例規定0至3歲的嬰兒奶粉及食品
，必須附有營養標籤，並展開兩個月諮詢期，在今年1
月21日結束。工聯會的王國興歡迎政府的做法，但認為
政府要縮短寬限期，讓措施盡快落實。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在會上表示，早前的公
眾諮詢期間，普遍得到業界及市民支持，當局希望在今
年內草擬法例，並提交立法會審議，立法後會設寬限期
，至於寬限期長短會再研究。同時，有議員關注政府會
否立法監管奶粉商廣告可能有失實或誤導，食衛局副秘
書長陳鈞儀說，由於在這方面國際間未有共識，如何規
管要再研究，現階段要先就營養成分及標籤立法。

根據食物法典委員會準則，政府擬規定嬰幼兒食物
的營養標籤必須附有能量值，0至6個月的 「細仔奶粉」
，須額外標示33種指定營養素含量；7至36個月的 「大
仔奶粉」，則須額外標示25種指定營養素含量；至於其
餘嬰幼兒食品，須標示指定的維他命和礦物質。

公布疫情曾內心掙扎

【本報訊】政府與浸會大學就前李惠利校舍
用地的爭議持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重申
，前李惠利地皮是政府用地，即使真的用作發展
中醫院，也應該公開考慮，未必只能安排給浸會
大學。

高永文昨日重申，李惠利地皮屬於政府用地
，即使決定用作興建中醫院，也應該作公開考慮
，未必只安排給浸會大學。他強調，政府支持中
醫藥發展和是否撥地給浸會大學作教學用途、興
建中醫院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

另外，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下周一討論本
港中醫中藥發展，食衛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表示
，為使學院課程及人才培訓更配合中醫藥業的專
業發展需要，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將檢視現時中
醫藥學院的有關課程及內容，研究加強中醫藥學
生或畢業生的實習及臨床診治機會。委員會並會
研究成立中醫醫院及促進中醫住院服務發展，而
為了促進中西醫協作，委員會將聯同醫管局、相
關服務及研究機構，總結現有經驗，揀選優先和
重點服務領域，作為在公共醫療系統內建立中醫
診療及中西醫配合診療的試點。食衛局稱，衛生
署領導下的香港中藥材標準研究計劃，截至今年
1月，已為約200種中藥材制定安全和品質標準。

【本報記者石璐杉北京十二日電】香港自3月1日起
實施限制帶兩罐奶粉出境的措施，在內地引起極大爭議
。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廖長
城在北京出席兩會期間，也曾見到網上的言論，並與不
同的內地人士討論過相關問題，他說，內地對有關香港
實施的限帶奶粉措施有一些誤解，廖長城表明，這是一
個緊急的措施，主要目的是打擊水貨客，他希望限帶奶
粉只是目前的措施，長遠要視乎奶粉供應情況再做調整。

至於違例者罰款50萬和監禁兩年的刑罰是否過重，
廖長城指出，這是《進出口條例》的主體法例列明的最
高刑罰，相信法庭會根據個案的不同做出處理。他又指
，如果要修例，是修訂《進出口條例》附件，在受規管
貨品中加入 「奶粉」一項。廖長城指出，希望限帶奶粉
只是目前的措施，長遠應該視乎奶粉供應情況，供應鏈
是否更有效率，政府需要與業界商討。對於在修例時訂
明 「日落條款」是否可以解決問題，廖長城說，何時不
需要採取相關限帶措施，要看奶粉的供應情況，做到因
應時勢，很難設定一個法例失效的日期。

廖長城又說，多年來內地向香港供水，供應新鮮食
品，從無微言，在處理兩地供求時，措施必須考慮民眾
的感受。他亦指出，香港的經濟發展對旅遊業的依賴很
大，有更多遊客來香港是好事，但香港在接待自由行旅
客方面目前出現了容量的問題，應該透過加強管理來改
善。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沙
士源頭病人的房牌號碼 「911」預示
了這一場病毒上的恐怖襲擊，匆匆
10年，當年躺在病榻上或是站在最
前線的，如今坐在台上用數分鐘概
括患病的起點與終點，有康復者以
「閉氣一分鐘」比喻當時呼吸的困

難狀況，也有康復者表示沙士給了自
己很大的人生反省，走出沙士陰霾，他們稱
為 「重生」。

「不是明天會更好，而是明天會更差
」，何鴻燊博士醫療拓展基金會信託委員會
副主席暨行政委員會主席禤永明（上圖）表
示，當時神智不清，呼吸困難，加上不能見到
家人，感到前路茫茫，是真正的 「叫天不應，叫地
不靈」。他說，那時候感到極度無助， 「大小二便都
要假手於人，不能自己刷牙」，使他自尊心受挫，心
靈上有很大負擔，感覺被人遺棄。徬徨無助之際，太
太請他念經剔除心中雜念，不知是否心理作用，之後
呼吸也漸回正常。但看到每天病房裡的病人不斷 「進

出」，心裡也難免擔心。走過人生的一個甲子，禤
永明表示， 「從未做過手術，也未試過被隔離」
，不是醫院的常客，卻在沙士期間在醫院住了
104天。回望前事，他說，知道生命無常，學會
感恩。

當時事業如日方中的腳步卻被沙士絆住，香
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腸胃及

肝臟科教授陳力元（下圖）表示，沙士給
了自己很大的人生反省，用沙士前的醫生
之身觀照動彈不得的病人之軀，前者是
明日之星，後者卻是徘徊在死亡邊緣的
病人，以前只想要伸手摘星，現在卻連

舉手也要重頭學起。
自我觀照，坦誠面對自己是需要勇氣的

。陳力元表示，當時吸取很多類固醇，以致 「走樣
」， 「洗澡時看到鏡子中自己的樣子，嚇了一跳」，
康復後休息的一段日子，每天到健身房健身， 「健身
房沒什麼人，很開心」。陳力元續說，感謝當時同事
「每日一笑話」，助他度過那段日子。

服食類固醇致身體走樣
走出沙士陰霾如重生

◀楊永強昨出席沙士研討會，被記
者包圍追訪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曾浩輝寄望沙士期間醫護人員捨身救人的精神
能夠傳承下去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威院新技術減化療痛楚

▲ 張瑞心表
示新導管可
減少因血塊
閉塞導管而
發炎及出現
併發症情況

本報記者
林丹媛攝

嬰兒食品納規管
議員促縮短寬限

廖長城：限帶奶粉需視供求

中醫院用地需公開考慮

▲楊永強（中）、曾浩輝（右二）
等人昨出席中大舉辦的沙士研討
會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為減低癌症及腫瘤病
人在化療時穿刺的痛楚，醫生會在病人身上擺放一條導
管幫助輸送藥水。威爾斯醫院從美國引入新式導管設計
，減少因血塊閉塞導管而發炎及出現併發症之餘，也可
省卻每天需要清洗導管的工序，使病人的家庭生活不會
過於受影響。

威院兒科部專科護士（兒童癌症）張瑞心於2011年
到 美 國 ， 在 田 納 西 州 的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培訓期間，引入三向瓣膜中央靜脈導管，取代
舊式的導管。她說，新導管由軟膠製成，醫生會把導管
放在手臂上的靜脈，並伸延至肩膊及頸的位置，然後進
入身體的大血管。導管可減少每次靜脈穿刺的痛楚，透
過導管，可將鹽水、藥物及營養水輸送到體內，供身體
所需，而導管也可作抽血及輸血。

張姑娘表示，舊式的導管採用開口式設計，在抽血
需 「倒抽」一下，出現血液倒流情況，經常會出現 「塞
管」，所以需每日把藥水灌進導管中，避免閉塞，舊導
管每星期亦需沖洗兩次；而新導管設計改良了入口位，
抽血時不需 「倒抽」，導管尾部採用活瓣開關導管，可
使血液不會倒流，避免閉塞，出現血塊凝固引致的發炎
及併發症情況。

張姑娘續說，舊導管需每日 「沖喉」，每星期到醫
院清洗兩次，但新導管只需一星期由醫護人員清洗一次
。張姑娘表示，雖然 「沖喉」只需5至6分鐘，但由於病
人家屬非專業醫護人員，所耗時間較長，有時也會忘記
「沖喉」，新導管不需每天 「沖喉」，每星期只需到醫

院沖洗一次，減輕病人痛楚之餘，也減少對家庭生活的
影響。

18歲的莊小姐於2010年因呼吸急促、上樓梯時會喘
氣，於是到醫院照X光，發現肺部有積水，胸骨肌肉也
出現陰影，經診斷後證實患上第四期的橫紋肌肉瘤。她
說家族無人患過此病，醫生也不知原因。她在治療初期
，在體內放置導管時，常出現移位而致手臂經常紅腫發
炎，而姐姐每天也會幫她 「沖喉」，影響了她上班。但
新導管不需要每天清洗， 「現在不用擔心忘記清洗
導管」。

【本報訊】醫管局新界東聯網總監兼威爾斯醫
院行政總監馮康當年也有 「中招」，是感染 「沙士
」的前線醫生之一。馮康昨日稱，當年疫情嚴重，
不斷見到病人數字增加，看同事相繼病倒，感到
十分心痛，更為同事努力掙扎與強烈的求生意志，
感到驚訝。當他得悉自己感染時，反而沒有太大感
受，相信是因為太投入工作與太忘我。

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回憶十年前全港應對沙士
的經歷，他引述作家狄更斯於雙城記中的 「這是最
壞的時期，亦是最好的時期」，說 「沙士一役，讓
人看到香港社會的團結與人情，讓人看到香港社會
的團結與人情，讓我們有機會審視和反思公共醫療
系統，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到國際和區域間合作的
重要與必要」。

抗疫成功凸顯港人團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