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大事回顧
2008年，已正式跟我們

「Say Goodbye」!在這動盪

的一年中，除了史無前例的

世界性金融海嘯，令不少人

身家大縮水之外，健康界同

樣渡過了不平凡的一年，由

年 初 的 大 流 感 ； 到 年 中 的

EV-71腸病毒；以及臨近年

尾震驚全球的三聚氰胺毒奶

及 正 面 對 的 禽 流 感 問 題 等

等，每宗都令人猶有餘悸，

印象難忘。年近歲晚，就讓

我們回顧一下，從中汲取教

訓，提升自我健康意識。

VITAL話題

TOPIC Text：Woon

2008年3月開始諮詢的「醫療

融資」項目，引起了香港公眾的極

大迴響。政府建議市民每月從薪金

中供款百分之五，作為日後年老時

的醫療開支，但坊間不少人質疑醫

管局擁有一萬億元的儲備，而08年

的醫療預算開支只是300億，足夠

支付未來三十多年的開支，那麼政

府為何還要把醫療的沉重負擔放在

小市民身上呢？

《生命力》特此於2008年4月

初舉辦了「醫療融資面面觀」論

壇，並邀請勞永樂醫生、梁家傑議

員、病人互相組織聯盟主席張德喜

及國際自療法學院院長吳振民參與

討論。有關文章，請參閱2008年5

月號《生命力》：
www.vitality.hkarticles/20080506.
pdf

直到08年12月，周一嶽局長發

表了第一階段的強醫金諮詢結果，

他表示，公眾同意加強公私營醫療

的合作，並要強化安全網，推行電

子病歷。據知，負責研究的醫療融

資工作小組，已舉行會議討論最新

方案，並會另提一至兩個新方案，

希望能加強吸引市民參與自願保

險。有專家表示，在這樣困難的經

濟環境下，政府很難在這時候推行

強制參與的方案，一定要多想辦法

及建議，才能吸引市民參加。

不過，在現階段討論強醫金可

行與否，還是言之過早，因強醫金

還有數年的的諮詢期，政府亦預計

最快也要於2013年才能正式實行，

因此市民應趁機會盡量發表自己的

意見，加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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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根據歷史記載，上世紀共爆發了

三次流感大流行，分別是1918年的

西班牙流感、1967年的亞洲流感及

1968年的香港流感，死亡人數分別

約4千多萬人、200萬人及100萬人。

你知話

「超級流感」是甚麼?

2008年3月，香港爆發了一場

流感，引起社會一度恐慌。這場流

感導致大批學童患病，三個學童懷

疑受感染後迅速死亡，多間小學自

行決定停學，社會抨擊輿論四起，

最後衛生局局長周一嶽於3月12日

晚倉卒宣佈全港小學停課兩星期

後，直至3月30日才復課，以阻止

這場流感繼續蔓延。

事實上，香港每年均會爆發流

感，11月至3月更是流感高峰期。

據醫管局東西聯網服務統籌專員朱

偉星醫生表示：「流感病毒最可惡

之處是病毒入侵人體後，便開始不

斷變異，以圖適應在人體內傳播。

加上每一次新的傳播，人體內還未

有產生抵抗力，因此病毒才能更容

易入侵人體，再四處散播，更有機

會爆發超級流感。」

因此，為了更有效預防流感，

周局長於08年7月30日宣布推出全

新流感疫苗資助計劃，由政府資助

全港30萬名6個月至6歲兒童注射流

感疫苗，每針資助80元，計劃由11

月1日至09年3月31日底進行，希望

能鼓勵更多學童參與，預防流感。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曾浩輝於12

月12日表示：「截至08年12月，估

計已有4萬名兒童注射流感疫苗，

反應不俗。但由於兒童需注射兩支

流感疫苗，而每針需相隔4星期，

所以家長應盡快讓子女注射疫苗，

以趕及在流感期高峰前，作好防預

準備。」

有關文章，請參閱2008年4月號
《生命力》：
www.vitality.hk/articles/20080421
.pdf

超級流感 全港小學停課
事件1 事件2

醫療融資 強推不來

2008年

朱偉星醫生

曾浩輝
（相片來源：衞生防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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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本港發現首宗調

錯嬰兒事件，個案發生在32年前，

當時未婚懷孕的李太在西環贊育醫

院誕下男嬰後，原打算放棄養育兒

子，男嬰其後被送到竹園兒童院照

顧。其後，李太回心轉意，到兒童

院領回「兒子」，取名李國賢。然

而，在32年後的一天，李國賢的妹

妹卻發現屬O型血的媽媽無可能生

下屬AB型血的哥哥，因好奇心的

驅使下發現這宗調錯BB的案件。

雖然事件屬07年尾發現，但一

直延至08年2月，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周一嶽及醫管局主席胡定旭才正

式承認贊育醫院曾發生調錯嬰事

件，並代為呼籲所有於1976年11月

30日於贊育出生的男嬰及產婦協助

接受DNA驗證。其後醫管局亦已根

據當年的地址紀錄，發出180封掛

號信，希望能聯絡當年的產婦，但

至今仍未有成果。

直至08年8月，歷時九個月的

尋親行動仍然無功而還，李國賢與

養母失望之極。最後，他準備與養

父母撰寫親筆信，透過醫管局再寄

給180名同期在贊育醫院生產的孕

婦，若再沒有回音便打算放棄。但

可惜，時至本文截稿日也沒有好消

息，相信李國賢已不再強求，惟有

靜待奇蹟的出現吧。

流感疫情在周一嶽局長宣佈停

課後開始出現好轉，病毒蔓延停止

了，事件暫且告一段落。然而，當

大家恢復心情打算熱烈迎接北京奧

運時，內地卻傳出另一宗病毒大爆

發，它便是EV71腸病毒傳播。

原來，EV71病毒從3月底已開

始爆發，不過普羅大眾一直被蒙在

鼓裏，對這位隱形殺手疏於防範。

直到5月3日，中國衞生部門才開始

發佈疫情警報，消息才逐漸流傳開

去，當時才驚覺內地已有萬人受感

染，三十多名兒童及長者死亡。鄰

近中國大陸的香港，亦迅速錄得20

宗個案，數字已超越上年度總和的

12宗，加上內地疫情並沒有停下來

的跡象，情況令人擔心。

EV71腸病毒隨即入侵本港，

學童受影響最大。由於小童的身體

抵抗力較低，而EV71的傳染性又

較高，因此大部分患者均屬五歲以

下的兒童。傳染病專家勞永樂醫生

表示:「作為家長，除了加強注意

個人及家居衛生外，更應小心教導

子女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如食飯

前或如廁後一定要洗手，所有鼻

涕、痰、唾液及糞便

等分泌物應馬上

處理，以免

病毒有機可乘。」

EV7 1還有一個很厲害的特

徵，便是感染者不會出現任何病

徵，但感染者仍有能力把病毒傳播

出去，勞醫生解釋:「平均一萬個

EV71患者，有九千個都不會出現

任何病徵，令他們不知道自己已成

為帶病毒者。由於無病徵，大家很

容易失去戒心，如果感染者衛生意

識薄弱，便容易把病毒廣泛傳播，

令其他人防不勝防。」雖然現在

EV71看似平息了，但大家卻絕不

能掉以輕心。近十年，多個亞洲國

家如馬來西亞、台灣、新加坡都曾

出現EV71腸病毒大爆發，造成多

人死亡，而被以上國家包圍的香

港，至今仍能逃過一劫，絕對十分

幸運。所以我們更要份外小心，做

足衛生防禦，杜絕EV71病毒的擴

泛傳播。

有關文章，請參閱2008年6月

號《生命力》：

www.vitality.hk/articles/20080608

.pdf

14 15January 2009 January 2009

事件3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時28分，

中國四川發生了八級大地震，共約

8萬人葬身瓦礫底下及失踪，37萬

多人受傷，一幕幕奮身救人、哭崩

斷腸的情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事

件激動全球人民的惻隱之心。

香港醫管局派出醫療隊北上協

助四川災民，《生命力》亦特此獨

家專訪了伊利沙伯醫院矯形及創傷

外科部專科護士曾家傑，有關文章，

請參閱2008年7月號《生命力》：

www.vitality.hk/articles/20080703

.pdf

事件發生至今已七個多月，各

界人士、傳媒的激動情緒逐漸平靜

下來，取而代之是積極努力為重建

四川而努力。各慈善團體如紅十

字會、宣明會、樂施會一直不間斷

收到市民的捐款及物資，來自世界

各地的醫療人員一直為傷者作治

療，專業的建築組織為重建給予實

用的意見，而最令人擔心的大規模

傳染病爆發也一直沒有發生，這絕

對是滅蟲專家深入災區滅鼠的努

力成果。

不過，四川現在正式步入寒

冬，劫後餘生的災民正面對著

另一挑戰。為了幫助當地災民渡

過難關，香港教協最近發起「一

鞋多襪」行動，呼籲全港師生、

家長一人捐50元，購買鞋襪支援

災民過冬。

然而，如果大家希望繼續幫助

遠在四川的同胞，可直接往各大慈

善機構捐款，讓他們能夠渡過一個

溫暖的寒冬。

四川512大地震
劫後餘生

全港首宗
調錯嬰尋親

事件4
EV71腸病毒 兒童殺手
事件5

EV71其實是二十多種手足口病

病毒的其中一種，亦屬最普遍的腸

病毒感染之一，約佔總患者的

18%。EV71最常見的病徵包括發

燒、食慾不佳、出疹、嘔吐、腹瀉

及手掌、腳掌、口腔出現水泡

等。一般來說，病發後約七

天便會痊癒，但也有少數

病人可能會出現腦膜

炎、肺炎、腦炎、心肌

炎等併發症，當中又以

一至五歲的兒童病患

為主，因此若家長發

現子女出現以上特

徵，應加倍注意，馬

上求醫作診斷。

EV71是甚麼?

勞永樂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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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是早前炙手可熱

的話題，人人聞奶粉色變，尤其對

家長而言，更是一啖一驚心，害怕

子女患上腎石，影響健康。而網上

著名百科全書維基百科竟已把中國

奶製品污染事件歸納為內容之一，

並不只限於維基新聞之列，可見事

件受全球關注的程度。

內地三鹿集團首先被揭發在奶

類製品中加入「三聚氰胺」有毒物

質後，陸續爆出22家企業共69批產

品含有這種毒素，當中更包括港人

經常飲用的蒙牛及伊利，情況之普

遍，令人震驚。為了平息本港家長

的憂慮，食物及衛生局長周一嶽馬

上實施三項針對三聚氰胺的新措

施，包括禁止食物中有超標的三聚

氰胺，法例即時生效，同時加快研

究制訂食物禁售及回收法。

此外，為應付大量幼童驗身的

需求，全面啟動全港18間指定門診

和7間特別評估中心，為12歲以下

小童作免費評估。截至2008年底，

已分別為近8萬名兒童提供評估及

跟進治療服務。在檢驗方面，食物

安全中心每天仍持續抽驗100個食

物樣本及公佈結果，但由於市面涉

及奶製食品成千上萬，加上化驗程

序複雜，並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完

成。

為了對受影響的兒童及家長負

責，內地22間生產含三聚氰胺奶製

品的企業於2008年12月27日正式向

曾飲用有關奶製品後患上腎結石的

近30萬名兒童，作出一次性現金賠

償，並已設立醫療賠償基金，若確

診兒童日後出現後遺症，醫療費用

將於基金撥出。而第一家被發現出

售含三聚氰胺乳品的三鹿集團，已

正式被申請破產，而前董事長田文

華亦即將受審，事件發展仍有待跟

進。

香港每年所花費的醫療開支高

達數百億元，然而一次又一次的醫

療失誤，令不少市民對醫療體系已

失去信心，就以2008年12月20日發

生的明愛醫院見死不救事件為例，

可見一斑。

當日，一名56歲男人心臟病突

發，於明愛醫院門前昏迷，在旁的

兒子馬上跑進醫院求救，但當值的

職員卻叫他自行致電「999」報

警，當白車駛來時，又因道路問題

出現阻滯，前後足足延誤了半小

時，男病人最後抵院時已告返魂乏

術，有失救致死之嫌。發生事故

後，明愛一直推說職員已遵守醫療

指引辦事，強調沒有疏忽。直到周

一嶽局長、醫管局主席胡定旭及行

政總監蘇利民三大巨頭站出來，一

致評論明愛表現強差人意後，院方

行政總監馬學章才出來向家屬道

歉。

今次事件絕對反映了醫療人員

不懂變通的處事手法，往往只跟隨

守則指引辦事，完全不以病人的利

益為首要。初時明愛行政總監馬學

章仍堅稱死者所處位置並非醫院範

圍，有關職員已盡了力及跟足指引

去做，亦沒有道歉。事後，專為醫

生謀福利的立法會議員梁家騮竟表

態認同明愛的處事手法，登時被

立法會議員黃毓民狠批，更引起

公憤，令人質疑香港的醫護人員只

為保障自己為首任，而漠視救人為

本的職責。

事隔幾天，秀茂坪一間公營診

所就發生了同類型的事故，一名患

哮喘的老翁在診所門前三米處昏

迷，途人馬上衝入診所求救，醫生

及護士立刻掉下工作帶著儀器去救

人，終拯救了老翁的性命。所謂

「同人唔同命」，兩所公營醫療機

構在處事上的差異，確實需要反省

檢討，正如救人一命的診所醫生蔡

鴻文表示，雖有內部指引列明如何

處理在診所外的病者，但作為醫

生，在病者最危急的關頭，不理身

處診所外或內，首要任務一定是救

人。至於明愛行政總監馬學章是否

需要因事件而負上責任，還需留待

有所報告完成才可定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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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6
自1997年本港發現全球首宗人

類感染禽流感死亡的個案後，禽流

感這三個字就從沒離開過我們。08

年尾冬至前幾天，元朗一養雞場發

現致（雞）命的H5N1病毒，政府

為免再次爆發禽流感，馬上清殺逾

9萬隻活雞。更馬上宣佈暫停售買

活雞21天，大家只好購買冰鮮雞

做節過冬。新鮮雞的滋味，要等

到12月30日才能再品嘗。

禽流感今次再次襲港，還帶來

了一個嚴峻的問題。周一嶽局長表

示，元朗雞場受感染的雞隻中，包

括曾經接受疫苗注射的雞隻，不排

除病毒已在不知不覺間出現變種。

「現時使用的禽流感疫苗，是2003

年國際上認為最有效的疫苗，至今

已相隔五年，病毒可能已有轉變，

因此我們已委託港大及內地研究，

是否需要轉換H 5 N 1禽流感疫

苗。」由於病毒一直在「宿主」身

上不斷變種，因此不少傳染病學專

家並不排務禽流感最終會演變成

功，造成人傳人的傳播。

據醫管局港島東西聯網服務統

籌專員朱偉星醫生表示，H5N1雖

然尚未演變成人傳人病毒，但人類

對H7及H9病毒同樣沒有抵抗力，

儘管目前醫學界焦點集中於H5，但

超級流感爆發可能是H7及H9，令

人防不勝防。

如果有一日病毒真的變成人傳

人，便有可能重演1918年的西班牙

流感全球大流行，估計會造成千萬

人死亡，後果不敢想像。

事件7

明愛醫院  見死不救

禽流感變種  疫苗無效

事件8

你知話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於2008

年10月出席亞洲電視《也文也武一

大班》直播節目時，主持人鄭經翰

給他一粒被驗出含三聚氰胺的熊仔

餅，要求他食一粒以釋公眾疑慮時，

周局長猶豫許久都不肯吃，更以

「政府官員不做壞榜樣」為由而拒

絕進食，最後把熊仔餅偷偷放入西

裝袋內。這件事引起了大眾市民的

討論，認為周局長「膽小」，在事

件處理上後知後覺及推卸責任。

周一嶽局長
聞熊仔餅色變

內地毒奶粉  震驚全球

周一嶽（相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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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不少人因

而身家大縮水甚至失業，經濟的問

題直接增加了心理上的壓力。公立

醫院早前發表了調查，當中顯示

2008年9月的精神科門診求診個案

亦較去年同期增加13 . 3％，由

48,751宗增至55,219宗，情況令人

擔心。

當發生金融海嘯後，社會福利

署已馬上撥款資助本地兩間非牟利

機構，針對金融海嘯設立情緒輔導

熱線，當中不乏雷曼苦主，除了透

露情緒受困擾外，部分更表示有自

殺念頭。

有見及此，醫管局打算額外撥

款一千萬元於7個聯網設立精神健

康診所，並計劃在2009年1月第三

星期開始，為更多精神科病人提供

治療，預每月將處理300宗個案

。而九龍東醫院聯網總監陸志聰亦

表示，會在2008/09年度共撥款

1,650萬元加強兩項重點服務，當

中包括動用1,100萬元加強人手參

與精神科服務，目的是希望能減低

精神科病人入院次數，以紓緩醫院

的整體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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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9
你知話

金融海嘯害苦了股民，一般市民固然

有損手，但一些如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

也不能倖免，慘成苦主。有醫生稱他們為

「隱形事主」，由於他們擁有高學歷及成

功的事業，往往會把自己看高一線，當把

身家輸掉一大截後，才發現自己原來與一

般「師奶」無異，同樣會有「無知」的時

候，因而不欲把情況告知他人，逐漸只懂

逃避，不敢面對。這一群人，絕對是今次

情緒病爆發的高危一族，他們由高處跌

倒，很容易就這樣一蹶不振，甚至走上絕

路。

「隱形事主」拒求醫
一擲千金 醫治海嘯情緒病 

政府為了表達對老人的負責及

照顧，宣佈向所有70歲及以上長者

每年派發5張面值50元的醫療券，

可以用於支付私營西醫、註冊中

醫、牙醫、脊醫、註冊和登記護

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放

射治療技師和醫務化驗師等服務。

醫療會採用電子形式推行，並

已於2008年12月1日進行試驗計

劃，雖然暫未知此項措施成功與

否，但在實行前夕，已引起了不少

評批的意見。首先，政府採用電子

系統作記錄，令不少中醫或西醫深

感不便，由於部分診所並沒有電腦

設施，所以難以實行。雖然政府提

議醫生們可把資料帶回家再存入電

腦內，但相信大部分人也不希望把

工作帶回家，某程度上降低了醫生

或相關專業者參與的熱情。

此外，截至08年12月23日，全

港僅得3.2%（2,057名）醫護人員

登記參與此項服務，實在不算踴

躍。而當中的醫護人員分佈中，九

龍區共有600多名、新界東、新界

西和港島各有大約300名，離島則

有18名，十八區的分佈並不平

均，其中有些地區沒有相關醫護人

員參與，意即長者若要使用醫療券

需要長途跋涉跨區求診。

對於以上種種抨擊，衛生署副

署長譚麗芬表示：「我們暫不會提

高醫療券金額，同時認為電子記錄

模式可行。但兩年後我們會作中期

檢討，三年後會全面檢討。」

事件10

你知話

長者使用醫療券
注意事項

長者醫療券 三年試驗期

1. 只限年滿70歲及以上人士。

2. 只需在看症前出示有效身份證，
 無須預先登記或領取醫療券。

3. 只適用於已登記並有「醫療券」
 標誌的私營醫療服務提供者。

4. 長者在診症前須簽署同意書，同
 意以醫療券支付費用。

5. 長者可選擇一次過使用多張面值
 50元的醫療券，或分開多次使
 用。

6. 醫療券三年內有效，每年餘額可
 滾存，但不可預支下年度的醫療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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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回顧完了，當然要展望今

年。2009年會有甚麼疾病流

行呢？

身體疾病我們無從預測，但心

理方面，我們不希望言中的是，由

於金融海嘯，情緒病患者可能會大

大增加。經濟急劇轉差，有投資的

港人身家難免大縮水（最可怕是，

幾乎任何投資都是貶值，除非你像

丁蟹般沽期指），資產價格貶值三

成叫跑贏大市，貶值一半叫合理，

貶值八成也見怪不怪，難免令很多

人長期心情欠佳，或埋怨自己、怨

這怨那，情緒備受困擾。而海嘯的

影響尚未完全浮現，今年肯定會有

更多員工被裁，保得住飯碗的也要

面對減薪或更大的工作量與壓力。

經濟轉差

小心情緒病來襲

香港人雖然見慣風浪，不代表

不會為情緒病所困，我們應該小心

留意自己及身邊親友的精神狀況，

亦不要因經濟環境轉差便吝嗇健康

方面的「投資」，不論是身與心的

健康。從壞的角度看，金融海嘯打

散經濟，可能令物質方面的生活質

素受到影響，但從好的方面看，我

們可借此機會重新反思自己，檢討

過去的生活方式及想想如何生活得

更健康，亦可裝備自己，回學堂進

修或藉書本吸收更多資訊以面對將

來。

而且，人生總不能一味衝刺，

偶爾放慢腳步其實也不錯，而很多

精神上的享受與放鬆，也不一定要

耗費金錢。若覺得這場金融海嘯令

你失去了甚麼，更應該想想如何藉

此得回甚麼。身心健康最重要，首

先不可以因此而失去健康，記住金

錢去了可以賺回來，若因金錢損失

而影響健康卻可能造成無法補救的

損害。

其次就是要把握機會令自己更

健康，以往可能太忙沒空做運動，

現在機會來了；可能太忙沒時間調

劑身心、調整精神狀況，現在機會

也來了。

善用時間

定下今年大計

若你零九年會比較空閒，不妨

想想有甚麼是近年想做而未做的？

有甚麼是做了會開心、不做會遺憾

的話，是時候了。又有甚麼人是想

多加相聚的？家人、朋友，都可以

趁空閒經常見面、相處，假如你好

好把握這段可能比較空閒的日子，

日後回顧，不難成為一段難忘的寶

貴「資產」。經濟有起有跌，人生

卻不一定要同步，工作、投資、賺

錢的環境轉差，可能令我們的人生

路途有更多時間、自由、選擇。資

產價格不由我們控制，人生的價值

卻可以由多方面體現，輸掉金錢，

若能贏回人生價值，不亦快哉？

展望零九

健康意識更上層樓

零八年的種種風波，假如有助

內地及香港人進一步提升健康意

識，未嘗不是因禍得福。三聚氰胺

事件令我們反思食物的安全問題，

原來任何品牌都不是絕對安全，更

重要的，是重新體會到母乳的好

處。對嬰兒來說，母乳是最好的食

品，有無三聚氰胺事件都是一樣。

普天之下，古往今來，除了近代的

人類，所有哺乳類動物的幼兒都是

以母乳為唯一食品，而壯茁成長。

反其道而行，受益的不是你的寶

貝，而是收你奶粉錢的商家。零九

年，母乳餵哺率會有所提高嗎？

醫管局額外撥款一千萬元設立

精神健康診所，固然有助醫治精神

病、情緒病，但第一步是患者肯正

視問題、尋求幫助。記住，情緒病

就如傷風感冒，人人都有機會患

上，絕不是羞恥之事，不應拒絕承

認、面對及求助。假如覺得身邊親

友情緒出現問題，亦應多加關心，

有需要的話可鼓勵他們求醫。精神

健康的重要性對個人、對社會都不

容忽視，我們希望社會大眾這方面

的意識不斷提高。

室內全面禁煙

必須嚴令執行

另一件零九年關乎市民健康的

大事，就是七月起禁煙範圍將會擴

大，現時獲暫緩執行室內禁煙的娛

樂場所，包括酒吧、夜總會、麻雀

館及浴室等亦需要實施禁煙。一般

食肆自零七年禁煙以來，未嘗聽聞

有因而生意大受影響者，可見業界

以此為理由抗拒禁煙，完全無稽，

而不吸煙的市民猶如重獲新生，莫

不對條例拍手叫好，食肆從業員健

康亦得到保障。

近來政府管治威信屢受挑戰，

政策常被壓力團體左右，我們衷心

希望政府在禁煙問題上不要作絲毫

讓步，如期實施，並加強執法，以

免有例等如無例。

最後，希望大家記得，四川大

地震雖已成了去年的事，但很多災

民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仍需要各

方的支援才有望重拾正常生活。我

們展望自己之餘，也不要忘了內地

的災民同胞，有能力的話不妨繼續

施以援手。

20 21January 2009 Januar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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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把握時機
做想做的事 聚想聚的人
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