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院恐怖風險事故 八日嬰誤打11倍嗎啡
【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道：醫療失誤一宗也嫌

多！醫管局昨日公布新一期《風險通報》指出，公立醫
院去年第四季錄得29宗重要風險事件，全年33宗醫療風
險警示，包括一名原本不需洗腎的病人被錯帶到手術室
「洗血」；另一名出生僅八日的嬰兒，被誤當作體重達

40公斤，醫護人員為其注射超量11倍的嗎啡，嬰兒一度
進入深睡狀態，最終救回。

該名嬰兒體重為3.28公斤，因患有先天性心臟缺損
，出生八天便需進行心臟手術。深切治療部的護士在處

理資料時，錯誤在病人體重一項選取 「超過40公斤」，
但醫生並無發現不妥，竟按照指引處方了20毫克嗎啡。

根據標準，一般體重二至五公斤的嬰兒，嗎啡用量
應為每小時每公斤注射10至40微克嗎啡，該名醫生錯誤
處方，達到每小時每公斤122微克，超標高達11倍。直
至另一名醫生其後檢查男嬰，發現他陷入深睡狀態，才
揭發事件。醫生隨即為男嬰處方解毒劑，並停止注射嗎
啡和麻醉劑，男童在事發15日後出院。通報指出，事件
屬人為疏忽所致，同時反映醫護人員不熟悉使用嗎啡劑

量。
兒科專科醫生謝鴻興稱，事件非常嚴重，嗎啡若用

藥過量，可抑壓呼吸，令人缺氧死亡。但若及時救援恢
復呼吸，長遠一般不會有後遺症。

認錯病人洗錯腎
《風險通報》提及另一宗個案，一名腎功能不健全

的病人，因呼吸衰竭留醫深切治療部，其間因情況惡化
，須接受持續腎替代治療，但由於溝通問題，有醫護人

員將他誤認作另一名患急性腎病需洗腎的病人。無需要
洗腎的病人被帶至手術室，被醫護人員在他的右邊頸內
靜脈置入導管 「洗血」，醫護人員於術後檢視文件時，
才發現出錯，但由於該病人的腎臟情況持續惡化，醫護
人員決定毋須取出靜脈導管。至於原本需要洗腎的病人
，其後獲安排洗腎。

醫管局批評，事件反映手術室預約系統鬆散，醫護
團隊對程序安全的了解不足，而取得病人手術同意書的
過程不理想，建議要加強安全意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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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中國際學校位於多福道，涉案被捕
男子姓陳（35歲），涉嫌非禮及不誠實使
用電腦被帶署扣查。校方前日向家長發信
，指中學部一名非教學人員，因涉嫌對個
別女學生作出不當行為，已被警方拘捕，
發信目的是為了讓家長得知今次拘捕和停
職的緣由，以免受到不必要的誤導。

任職約十年 教藝術設計
校方在家長信內透露，前日收到校園

內一則傳聞，在藝術和科技設計的學習區
域，有人目睹一名技術人員拍攝不適當照
片，以及不恰當地觸摸女學生。學校將收
集到的資料交予警方，警方馬上採取行動
。校方讚揚挺身而出報告此等不當行為的
學生，強調上述事情如果屬實，顯然是非
常不恰當，亦可能是刑事罪行，指是 「嚴
重違反了我們的專業操守和法律責任」。

據悉，校方昨日已向全校女學生講述
事件。涉案被捕的男職員是負責藝術和科
技設計科的教學助理，任職該校約10年，
平日主要負責協助教師為學生準備上課時
使用的物料。他涉嫌於過往最少一年內，

上課時藉故碰撞多名女學生的胸部、從後
攬抱，以及偷拍女學生裙底。

日前最少有兩名女學生主動向校方舉
報，當中一名受害女生稱，在去年四月上
課期間，被對方多次從後攬抱及摸胸，但
一直不敢求助，直至近日她向一名女同學
透露事件，該同學亦道出同樣是受害者，
指遭該名教學助理偷拍裙底，兩人之後向
老師求助揭發事件。案件目前由西九龍總
區虐兒組調查跟進。

學生驚訝：佢平日好好人
耀中國際學校發言人表示，由於學校

已將有關事件通知警方，並交由警方處理
，故暫不方便評論事件，但校方稍後會為
學生提供社工及心理輔導。

據了解，該名教學助理已被勒令停職
，並禁止進入校園，如事件查明屬實會將
他永久解僱。

校內一名女學生得悉事件後說，感到
驚訝、難以置信，指曾接觸過被捕的男教
學助理， 「佢喺學校好耐時間，平日佢好
好人，唔相信佢咁做」。

大公報記者 趙凱瑩、賴振雄、突發組

九龍塘耀中國際學校驚爆懷疑風化案，該校中學部一名男教
學助理，涉嫌在過去至少一年內，在校內對女學生摸胸、從後攬
抱非禮，並偷拍多名女學生裙底，校方接獲學生投訴後報警，即
時發家長信提及事件。該技術員已被警方拘捕調查，並被校方勒
令停職，禁止進入校園，若事件查明屬實，他會被永久解僱。該
校學生對校園發生風化事件感到難以置信，並說 「佢（疑犯）平
日好好人㗎。」

耀中男教助涉非禮多名女生
校方接投訴報警 指摸胸偷拍至少一年

「香港欄后」跨欄運動員呂麗瑤響
應 「#metoo」，公開多年前被教練性侵
犯，哄動全城。事後警方主動跟進調查
，並拘捕一名現年77歲本地男子，昨日正
式落案控告該男子一項非禮罪，下周五
提堂。消息指該名被捕男子為一名前田
徑教練。

警方發言人昨日表示，就去年一名
女子指懷疑曾被其教練非禮，經進一步

調查及徵詢法律意見後，昨日（27日）控
告該男子一項非禮罪，案件將於五月四
日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

特首曾讚呂勇敢
美國荷里活去年掀起的 「#metoo」

風潮席捲全球，多名女性名人紛紛挺身
而出公開被性侵的經歷，呂麗瑤於去年11
月30日在其個人Facebook上公開撰文，稱
十多年前曾被學校的教練Y性侵犯，教練
放學後相約她到其家中按摩，之後把她
的長牛仔褲和內褲脫下，觸摸私處。

呂麗瑤稱，她是受到倫奧體操金牌
女將McKayla Maroney於社交媒體自白，

披露被隊醫性侵犯的經歷所激發，令她
決定鼓起勇氣說出真相，冀喚起社會對
兒童性侵犯的關注。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開腔對呂的勇
氣表示敬佩，呂麗瑤所屬的培正中學獲
悉事件後，已即時停止該名外聘教練的
工作，呂所屬的屈臣氏田徑會亦對懷疑
涉事教練暫停職務。警方嚴肅跟進事件
，主動接觸呂麗瑤錄取口供，案件由九
龍城警區重案組第二隊跟進，經初步調
查後，今年1月28日下午於香港國際機場
，以涉嫌非禮拘捕一名剛回港的男子，
他報稱不適需送院治理，經調查後獲准
保釋。

呂麗瑤前教練被控非禮 下周提堂

位於九龍塘的耀中國際學
校，於1932年創立，目前提供
幼兒教育、小學及中學課程，
是香港著名的私立獨立國際名

校。該校有全港學費最貴的國際學校之稱，
以幼稚園為例，兩歲全日班每年學費已高達
16.8萬元，但因為歷史悠久，加上名牌效應
，深受家長追捧，不惜大灑金錢為子女報讀
，據悉陳小春與應采兒為兒子報讀耀中國際
幼兒園。至於小學及中學，學費同樣高昂，
每年19.2萬至19.7萬元不等，而首名子女的入
學債券則由35萬至47萬元不等。

全港最貴國際學校
中學年費近20萬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荃
灣工廈石棺藏屍案昨日續審，庭上繼續
播放次被告劉錫豪 「亞豪」的錄影口供
。亞豪供稱，封屍後曾思考過不同方式
處理石棺，包括用綠色油漆上色，裝作
打野戰（war game）用的障礙物，以掩
人耳目，方便搬運時不被起疑。其後，
他們用風炮鑿開石棺以取出屍體，並曾
擔心風炮音響太大而驚動他人。

太重未能搬離
亞豪表示，石棺體積大，須靠貨車

運走。當時，首被告曾祥欣 「亞T」提

議把石棺漆上綠色，扮作野戰遊戲的障
礙物，可減低電召貨車司機的疑心。不
過，最終因石棺過重，未能用升降機載
至地下，沒法運離工廈。

亞豪曾稱，被告等人曾用風炮破開
封屍石棺，希望取出屍首方便棄屍。錄
口供的警員指，風炮運作時會發出響亮
噪音，質疑為何無驚動他人。

亞豪稱當時的確擔心，但別無他法
。而他們在平日的下午動手，外人可能
以為單位正在裝修，未有投訴噪音問
題。

亞豪又稱，在台灣被扣留時，亞T
及第三被告張善恒 「亞K」被安排在同
一囚室，而他被扣在另一囚室。他見亞
T及亞K兩人不時耳語，認為兩人在夾口
供，將殺人責任推諉予他。

次被告：曾想過石棺髹成野戰障礙物
【大公報訊】記

者梁康然報道：藝人
李璨琛早前承認在本
年農曆年初五醉駕，
昨日在觀塘裁判法院
被判處120小時社會服
務令及停牌12個月。
聽判後，李璨琛在庭
外稱： 「錯要認，打要企定。」他稱案發
後已不再飲酒。

李璨琛（原名李瑋聰、42歲）被控在
今年2月20日駕車，行至黃大仙太子道東
近油站時，被警方路障截獲，經呼氣酒精
測試後，發現其體內酒精濃度超標逾兩倍
，達58微克。辯方指被告無案底。被告在
事發日，因收到臨近預產期的妻子來電表
示不適，他即中止朋友聚會，心急下趕回
家，忽視自己曾飲酒而犯案。

李璨琛醉駕停牌一年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空姐
屍藏衣櫃命案續審，法醫解釋死者陳曼儀
的傷勢時表示，無發現遺體曾接受急救的
痕跡，變相駁斥被告莫俊賢曾拯救的說法
。法醫指，如死者在失去意識初期立刻獲
急救，可能救回一命。

控方昨日傳召法醫賴世澤解釋驗屍報
告，指死者身穿的港龍空姐制服，制服裙
被捲起至腰部，頸上包有半圈頸巾。她的
身體像嬰兒般蜷曲，側躺衣櫃內，舌頭微
微伸出，鼻孔流出帶血液體。頸部有橫間
狀瘀傷。

法醫進一步檢查死者體內情況，發現

右眼因微絲血管破裂而充血，肺部開始分
解。她的頸部傷痕是由布等軟物勒成，喉
嚨軟骨無碎裂，因此不認為是被人徒手扼
斃，傷痕顯示死者有可能被頸巾勒斃。她
的胸骨及胸前無傷痕，顯示無接受心外壓
等急救。法醫指，如有認真進行心肺復甦
法，死者胸口會留有瘀傷或受壓痕跡，但
她的胸口無傷勢。法醫指，如因窒息而失
去知覺，即時急救，大有可能救回事主。

被告稱曾施救 法醫：無發現急救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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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風化案隨時為受
害者帶來不可磨滅的心理
陰影，中大精神科學系李
誠教授回覆大公報查詢表

示，影響一般而言可分為兩方面，其中
是學生不再信任學校，不敢返學，其二
是擔心偷拍相片流出互聯網，影響可以
是持續性，後果更加嚴重。

李誠指出，學生一直覺得，學校是
一個既安全、值得信任和學習的地方，
受害人或會因此失去安全感；現時互聯
網資訊發達，受害人被偷拍，已是一次
不愉快經歷，她們最擔心一定是相片的

去向， 「如果照片被放上互聯網廣泛流
傳，就會一直存在，難以阻止！」

校方已發信通知學生家長有關事件
，如果學生有需要，校方會提供心理輔
導。李誠建議家長，若發現小朋友感到
焦慮、經常發噩夢，甚至不敢返學就要
多加留意，有需要時帶小朋友到臨床心
理學醫生作出評估。

至於校方，一般而言會提供善後工
作，找一兩位心理學家向學生解釋和輔
導，但由於接收者眾多，部分人或會隱
藏起來，覺得事件很羞恥，不願意尋求
協助。

受害人或對學校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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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麗瑤有 「欄后」 之稱，她自爆被性侵，警方及後拘捕一名本地男子，昨日
正式落案控告該男子一項非禮罪，下周五提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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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塘耀中國際學校懷疑風化案，中學部男教學助理涉嫌在校內非禮女生及偷拍
裙底，校方接獲學生投訴後報警

▲呂麗瑤響應 「#metoo」 ，在fb公
開多年前被前教練性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