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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痛藥濫賣傷腎個案多
長者高危 醫學界促衛署加強執法

老婦昏迷八小時家遭洗劫

在沒有經過醫生的監督下亂服處方
止痛藥，極容易對身體造成不可挽回的
惡果。其中，服用非類固醇止痛藥就有
可能令市民患上急性腎損傷。香港腎科
學會主席馮加信醫生表示，自行服用處
方藥物是急性腎損傷的主要成因之一。
現時全港有約8600名急性腎損傷患者，
每年新症就有約1000宗。馮加信續稱：
「長者是急性腎損傷的高發群體，其中

不少人會因為風濕骨痛而自行到藥房買
止痛藥，更增發病的風險。」

每年千宗腎損傷可奪命
馮醫生強調，急性腎損傷與心臟病

發及中風等突發性疾病同樣嚴重，延誤
治療最嚴重的可引致末期腎衰竭，導致
死亡。

吲哚美辛（Indomethacin）和雙氯
芬酸（Diclofenac）是常見的止痛藥物
，按照香港藥物名冊分類，這兩款藥物
都是醫生處方藥物，須由藥劑師核實處
方後配藥才能出售。記者暗訪深水埗和
觀塘長者密集的區域，佯稱家中長者腳
痛，希望購買該2款止痛藥。其中大部
分藥房都沒有查詢過記者是否有醫生處
方，而店內的藥劑師也沒有核實過情況

，店員便將藥物售賣給記者，並明目張
膽地開出收據，但也有藥房在收據上草
草寫下 「藥品」便了事，並沒有列明具
體的藥物名稱。

無醫生紙仍可輕易購買
這些藥房出售的相關藥物都沒有原

裝盒包裝和服用說明書，至於分量和數
量更是任君選擇。記者就為何沒有包裝
詢問藥舖職員，職員只是表示： 「這幾
種藥本來就沒有包裝的，不過肯定沒有
假貨，服食一定沒有問題。」部分藥房
在售賣過止痛藥後，仍向記者推銷鯊魚
骨膠囊等治療風濕的保健藥物。據記者
觀察，這些藥房不乏長者光顧，狀況令
人擔心。

馮醫生指出不少藥房會因為顧客
人數太多，藥劑師無暇逐一審視藥單
。另外也有部分藥舖甚至沒有藥劑師
駐場，而私下販賣管制藥物。他直言
，本地藥房違規販賣管制藥物已經到
了一個較為嚴重的地步，他促請有關
當局加強巡查，糾正歪風。同時也呼
籲市民要遵從醫生的指引，不要貪圖
一時的便利自行購買藥物，以致損害
自身健康。

【本報訊】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
例》，記者購買得到的2種處方藥物，
必須在註冊藥房及由註冊藥劑師或在其
監督下，按照醫生的處方才可售賣。任
何人士非法售賣處方藥物，一經定罪，
最高罰則為罰款$100,000及監禁2年。

針對藥房違規售藥的情況，衛生
署發言人表示，署方有恆常機制定期

對藥房進行突擊巡查，查核藥房有否
遵守相關法例規定及發牌條件。此外
，衛生署亦有就藥房非法售賣處方藥
物進行試買行動。一旦收到有關情報
顯示藥房涉嫌非法售賣處方藥物，當
局會即時展開調查，需要時會與警方
展開聯合行動，如發現任何違規行為
，定會依法處理。

香港急性腎損傷患者每年有約1000宗新增個案，醫學界相信部
分患者發病與濫用非類固醇止痛藥有關。本報揭發多款原應由醫生
處方的非類固醇止痛藥，可輕易在市面藥房買到，且無須醫生證明
。香港腎科學會指出，急性腎捐傷可致命，衛生署應加強巡查，糾
正藥房亂賣處方藥物的歪風。

本報記者 黃 昱

售處方藥須藥劑師監督

【本報訊】記者麥國良報道：鑽石山
龍蟠苑出現迷魂劫匪。獨居七旬婦人前晚
到後梯倒垃圾時，被賊人掩鼻迷魂後推回
住所洗劫，昨晨老婦蘇醒後發現被掠走8
萬多元財物，通知女兒報警，由救護車送
院檢驗。事件令附近街坊大感吃驚，警方
重案組已接手調查。

疑遭迷魂賊抬回單位
遇迷魂賊的婦人姓楊，70歲，獨居於

龍蟠苑龍珊閣低層單位。據悉，楊婦的子
女都已長大遷出，現時只有她一人在上址
居住。

現場消息指出，前晚10時許，楊婦開
門走到後樓梯清倒垃圾時，有陌生男子從
防煙門閃出。對方二話不說衝前，隨即用
毛巾掩蓋楊婦口鼻，結果楊婦未及呼救和

反抗已經失去知覺，暈倒在地上。
直至昨天清晨大約6時，楊逐漸恢復

知覺，發現自己已處身住所之中，而屋內
一片凌亂，相信已被賊人搜掠，大驚下馬
上致電39歲的女兒求助，再由女兒代為報
警。另她經過點算，證實單位內2件共值
約6,500元的首飾，以及約8萬元現金不翼
而飛。稍後警員趕到，由於楊婦受驚，警
員立即安排救護車把楊婦送院檢查，幸她
並無大礙。

由於案件性質嚴重，黃大仙警區重
案組一隊已介入調查，初步懷疑賊人是
把事主迷魂後，再抬回屋內搜掠，但歹
徒從何得知楊婦家中無人，以及是否有
使用迷魂藥物，則有待進一步調查。警
方稍後檢走大廈閉路電視片段，希望鎖
定疑人身份。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醫者父母
心，今年獲頒醫管局傑出員工獎的陳麗紅表
示，多做只因從病人角度看問題。伊利沙伯
醫院的電話查詢熱線曾經常被投訴無人接聽
，本身是護士的陳麗紅就 「落手落腳」在院
內開發電話中心，令醫院可應付的查詢由每
天約70宗升至近500宗，她又推行驗血服務
分流，令病人的輪候時間由45分鐘縮短為20
分鐘之內。

護理系畢業的陳麗紅從事醫護工作近20
年，成為部門運作經理只因要為病人 「想多
一點點，做多一點點」。以往伊院分專科接
聽電話查詢，但電話系統卻是內線、街線都
接駁至同一電話，接線的護士雖然忙個不停
，但一直打不通查詢電話的病人或家屬亦投
訴不斷。陳麗紅設想，病人或家屬查詢什麼
、如何可以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統計後發現
，原來逾95%電話查詢只是改期覆診、普通
查詢，經訓練的文員都可協助解決問題，於
是她籌劃成立查詢熱線電話中心，安排專人
接聽電話，令醫院可應付的查詢由每天約70
宗升至近500宗，投訴亦銳減。

由於不少到醫院覆診的病人都需預先抽
血檢驗，眼見抽血室每日早上的病人多到 「
打蛇餅」，但下午卻靜到 「拍烏蠅」，陳麗
紅深知這樣既浪費病人時間又不利醫院工作
，她嘗試了解病人的看法，原來不少人對驗
血一知半解，總以為驗血要空腹，故一早來

排隊，於是她建議推行驗血分流，讓醫生及
護士因應病人的病情及特別要求安排病人分
時段來驗血，不但病人的輪候時間由以往的
45分鐘縮短為20分鐘，同時令抽血室的容量
由以往每日處理600人增至現時的900人。

九龍中聯網獲得嘉許的還有香港佛教醫
院的關節置換中心。中心2010年底成立後，
平均每天可處理3宗髖關節置換手術，令九
龍中聯網累積的1000宗髖關節個案減半，病
人的手術輪候時間由以往的53個月，大大縮
短至6個月。中心提供一條龍式醫療服務安
排，手術前後都有安排，增加病人及家屬對
病情及復康的認識，同時試行新的復康安排
，讓病人在手術後一天即開始做復康運動，
加快復康進度，置換髖關節病人的平均住院
時間縮減至8.8日。

本土農業與城市發展，是否一定互相抵觸？馬屎埔村坐落於
粉嶺北梧桐河畔，高峰期有700多戶人家，但時至今日只剩下100
多戶留守。馬屎埔村去年因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議題再次備受
關注，由於納入發展區規劃，村內農業用地將改為住宅用地，以
種田維生的村民也將搬遷。

本報記者 蔡文豪（圖）
朱晉科（文）

出門口倒垃圾被掩口鼻失知覺

用心思為病人設想
護士解伊院兩難題

【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四川省雅安市7級地
震發生一個月，各界對地震援助未曾停歇。團體 「中華
仁人家園」宣布，決定於邛崍市進行災後援助工作，並
成立災後重建基金，為災民重建家園，本年目標希望可
蓋建66間房屋。團體表示，希望災民在入冬前 「有瓦遮
頭」，最快可在本年10月展開重建工程。

中華仁人家園行政總裁嚴啟泉表示，除重災區蘆山
縣之外，距離蘆山縣僅一山之隔的邛崍市亦深受影響，
估計受災人口達12.9萬人，房屋損毀嚴重，當中316戶
農村家庭房屋倒塌，6,585戶農村家庭的房屋嚴重受損
，全市經濟損失超過28億元人民幣。

仁人家園於上月24日成立 「四川地震災後重建基金
」，並開設戶口籌募捐款，決定將捐款用於邛崍市內的
高何鎮靖口村及天台山鎮馬坪村，為災民們重建家園。
嚴啟泉透露，上周他親身前往邛崍市與副市長鄧蔚、邛
崍市民政局及建設局等多個部門開會商討重建事宜，當
地災民現時居住在臨時帳篷內，現時夏天的日間，帳篷
內熱得人根本不能待在裡面，但在冬天根本不能保暖，
因此他希望可盡快展開重建項目。

嚴啟泉指，預計每間房屋的成本約8萬元人民幣，
仁人家園會為每個受助戶開一個戶口，日後所有資助均
會直接撥入戶口，絕不會經過任何中間人，為了確保資
助用得其所，仁人家園會分批撥款，並會有專人定期監
察，同時委託符合國際資格的香港獨立核數師審核帳目
。他續稱，現時仁人家園正進行與災民家訪的工作，以
了解他們的情況來決定每戶的資助額，預計本年10月開
展建屋工程，本年目標建成房屋約66間。

【本報訊】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發起慢駛遊行示
威，抗議政府過急和過度發展鐵路項目，打擊的士小巴
司機生計，要求政府重新檢討鐵路發展政策，放寬禁區
上落客限制及增設的士站，否則不排除罷駛抗爭。

逾百小巴及的士參與昨日的慢駛遊行，抗議政府大
量資助鐵路發展，扼殺小巴的士業界營運空間。車隊分
別在西灣河鯉景道及上環豐物街出發，沿英皇道及告士
打道等，慢駛至金鐘政府總部，並圍繞政府總部兜圈行
駛。

30多名司機向政府代表遞交請願信。有參與慢駛的
的士司機表示，現時乘客以 「駁腳」的短途客為主，多
數只會以港鐵站為終點，令他們的收入大受影響。有小
巴司機指出，政府不斷設立小巴禁區，又禁止小巴在高
速公路行駛，令營運空間不斷收窄。

發動慢駛的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指出，政府過急
和過度開發鐵路項目，政策向鐵路公司傾斜，令他們生
計受到衝擊，以將軍澳為例，港鐵支線通車後，乘客轉
坐鐵路，的士業界收入劇減30%。工會要求政府重新檢
討鐵路發展政策，並採取有效疏導措施，包括放寬禁區
上落客的限制及增設的士站，協助業界渡難關。工會又
說，若政府繼續漠視業界聲音，不排除進一步抗爭，包
括罷工。

【本報訊】就職工盟指稱工聯會去年與建築商會
達成加薪的協議未有落實，工聯會建築業總工會理事
長周聯僑反駁稱，工會上月跟進了工友加薪情況及回
收了1000份問卷調查，當中60至70%工友表示加薪達到
或高於協議的幅度，加薪未如承諾的主要是新手或年
長工友。

工聯會建築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昨午召開記者會
表示，去年與分包商達成協議後，一直有進行跟進加薪
情況，期間發現有工友薪金升幅未達預期時，工會會先
問他們的年紀，如果未到60歲，他們會與商會理論。周
聯僑強調，工會與分包商達成的雖是口頭協議，但口頭
協議亦具法律效力，如資方無理不給工人加薪，做法等
同欺騙。

另外，工會亦會問少加薪的工友為何少拿薪金，得
到的回應多是工友年紀較大、剛入行或承認生產力低了
，但這些情況不多，因為在跟進調查中60至70%人表示
加薪達到或高於協議的幅度。

工聯強調建築業加薪落實

的士小巴業抗議鐵路搶食

仁人家園助邛崍重建房屋

鄉村一景

【本報訊】記者麥國良報道：前日因 「搵位」飲茶
問題與丈夫爭執後自縊的懷孕少婦，經搶救後延至昨天
凌晨不治，釀成一屍兩命悲劇。這已是本港個多月來第
二宗類似慘劇。

自縊身亡的少婦姓何，27歲，育有2子1女，2名兒
子分別3和4歲，幼女更未足2歲。原與江姓丈夫和3名子
女居於粉嶺花都廣場2座。據悉，今年3月何婦再度懷孕
，預產期為明年初。但何在懷孕初期出現妊娠反應，情
緒不穩，加上夫婦因性格問題，雖已結婚8年，但仍不
時為瑣事而吵架。消息指江為商人，經常要外出應酬，
夜歸更是常事，有人疑為此不斷向丈夫大發雷霆，更懷
疑丈夫在外面花天酒地，雙方因此罵戰不斷。

前天上午10時許，何婦打算趁假期舉家外出飲茶，
要求丈夫先到茶樓搵位，但未被理會，她即情緒失控，
突然衝入房間並反鎖木門。丈夫最初不以為然，但15分
鐘後見妻子無聲無息，心感不妙，拍門沒有回應後即破
門入內，赫見妻子用毛巾上吊昏迷，大驚下立即將之解
下和報警，救護員趕至將婦人送院搶救，一直於深切治
療部留醫，延至昨天凌晨零時許終告返魂無術，一屍兩
命。

【本報訊】沙特阿拉伯王國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1
宗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個案，病者是81歲女子。據了解，
沙特政府就東部一間醫院接連發生病人感染新型冠狀病
毒後，排查出這名女病者於上月8日至28日身處該醫院
留醫。

迄今，與此宗在沙特東部爆發個案有關的22名病人
當中，有9人死亡。全球累積的新型冠狀病毒致嚴重呼
吸系統病確診個案則增至41宗，其中20宗為死亡個案。

自縊孕婦搶救半日昨不治

沙特增一宗新沙士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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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小巴司機慢駛抗議當局的鐵路政策，影響他
們生計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遇劫老婦在龍珊閣住所垃圾房附近（小圖）被賊人迷魂，抬回單位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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