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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入代心臟全港首例

司徒拔道恐成登革熱病源

可過正常生活 男子續命五年等換心

負責今次植入性心室輔助裝置手術的瑪麗醫院心胸
外科部門主管鄭力翔表示，今次手術為終末期心臟衰竭
病人過渡到心臟移植有莫大幫助，而且比以前的心室輔
助技術大有進步： 「過往類似儀器重達一公斤，患者亦
不能隨意活動，並且要注射較大劑量強心針及服食藥物
。」鄭力翔指，舊裝置不能長時間使用，但今次的 「第
二代左心室輔助裝置」（Heartmate Ⅱ）僅重二百九十
克，而且體積較少，運作時可減低對病人血液的影響。

儀器輕便可減藥量
心臟移植是終末期心臟衰竭的最終治療方法，香港

自九二年至今已為一百零五名病人完成心臟移植手術，
但由於輪候時間可長達一年，約有三分一病人在等候期
間死亡，但以全球臨床研究顯示，全球超過四千名病人
植入HeartmateⅡ後，病人可生存超過五年，而這種連
續性血流輔助泵亦可大大改善心衰病人的心臟功能甚至
生活質素。

是次移植手術由四名心胸外科醫生、三名麻醉科醫
生、三名體外循環灌注師、六名手術室護士及多名深切
治療部護士，為一名三十一歲姓謝的男子進行全港首宗
植入性心室輔助裝置手術。整個手術歷時約六小時，病
人在手術後二十四小時已可自行呼吸，並在深切治療部
觀察五天後，現時已可以隨時出院，回復正常人生活。

患者重拾人生希望
謝先生在○三年發現患上急性心肌炎，期間一直以

藥物控制病情，惟他在今年五月起心衰竭情況惡化，連
走路、睡覺亦感到氣促，他在八月初開始更要長期留院
治療。回想當時生命危在旦夕，謝先生坦言曾對人生感
到絕望： 「當時都有諗過冇生存希望，不過今次手術成

功，對自己諗法都有少少改變，例如會珍惜現在擁有的
，同家人感情都好咗。」現時他已可正常走路、散步、
睡覺，但他仍未決定會否重操故業再任職業司機。

不過，植入性心室輔助裝置未必適合所有心臟衰竭
病人，假如病人其他器官亦出現衰竭情況，進行該手術
的風險便會大大提高。此外，植入性心室輔助裝置每套
價值八十萬，但院方除了留院費用外，今次未有就裝置
向謝先生收取其他費用。院方希望政府增撥資源，資助
院方為更多有需要的病人植入裝置。

現時香港每年約有六至八宗成功移植心
臟成功個案，惟合適心臟求過於供，近十多
年有逾三成的病人，在等候進行換心手術的
一年內，因心臟衰竭而死亡。瑪麗醫院上月
成功為一名終末期心肌病人裝上植入性心室
輔助裝置，可長時間使用達五年之久，以便
病人等候合適心臟，為苦候換心的病人帶來
佳音。

本報記者 陳耀麟

【本報訊】《施政報告》去年提出活化工廈，以推
動六大產業。發展局表示，至今共收到逾二十宗申請，
批出四宗重建及改裝申請，主要是轉型為辦公室、零售
服務及酒店。當局又指，會酌情處理工廈改裝時泊車位
不足問題。但有工廈文藝團體 「吐苦水」，指租金已勁
升一倍，面臨迫遷。

發展局活化工廈措施今年四月實施，當局至今共收
到超過二十宗申請，並批出三宗改裝及一宗重建，申請
的工廈分別位於觀塘、九龍灣及屯門，主要是申請轉型
為辦公室大樓、發展零售服務業，及興建酒店。發展機
遇辦事處主任羅志康接受媒體訪問時指，現有申請如全
部獲批，可釋放超過二十萬平方米總樓面面積。

理想集團申請將大廈改裝為寫字樓，審批已達最後
階段，預料日後每呎租值可翻一番。有租用工廈單位多
年的文藝團體批評，工廈租金飆升，已被加租一倍，面
臨迫遷，壓迫其生存空間。羅表示，已接觸有意改裝工
廈的業主，對預留樓面予文藝團體，反應正面。

【本報訊】為刺激當區旅遊文化發展，深水埗區斥
資八十萬元，由即日起至十二月底舉辦旅遊文化節，帶
出地區魅力。其中 「重頭戲」將在年底邀約一千名國術
高手，以武會友打破最多人同時表演功夫的健力士世界
紀錄。亦將推出旅遊購物優惠及街頭文藝表演等。深水
埗區議會預計，臨近國慶，人流將增加兩至三成。

深水埗 「深水淘寶」旅遊文化節昨日舉行開幕典禮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中聯辦九龍工作部社會工
作處代表、深水埗區議會主席陳東、深水埗民政事務專
員陳穎韶及深水埗區議會節日慶祝及宣傳工作小組主席
盧永文亦有出席主禮。政府去年通過向十八區撥款一億
八千萬元，以便在港舉辦多元化社區活動。而深水埗區
是次活動則獲斥資八十萬元，作五項活動之用。

其中 「旅遊購物優惠計劃」將令市民可在旅遊小冊
子內的商戶以優惠價購物；而 「網上攝影比賽」則吸引
市民拍下特別的深水埗；此外亦有街頭文藝表演及巡迴
展覽。而重點節目則是今年十二月十二日舉行的千人國
術薈萃，屆時將有來自七星螳螂拳、少林及詠春等各門
派，約一千名高手表演，打破最多人同時表演功夫世界
紀錄。盧永文預計，臨近國慶，活動將可令到區內的人
流飆升兩至三成，整體將增加一至兩成人流。他表示，
市民可於網上瀏覽關於當區活動的資料。

【本報訊】嬰兒出生是父母最幸福一
刻，但不少嬰兒早產出世，器官發育尚未
完善，體重甚至不足一磅半，父母要付出
更多艱辛養育。有早產 「輕磅」三胞胎母
親難忘懷胎生育經歷，奉勸年輕父母切勿
盲目追磅。

廣華醫院昨慶祝東華三院成立一百四
十周年，邀請三十個育有輕磅嬰兒的家庭
分享心得。廣華醫院兒科部門主管吳國強
說，醫院每年六千個出生嬰兒中，約有四
十個出生時體重不足一點五公斤，最輕的
甚至只有零點六公斤（不足一磅半），當
中大多數是早產嬰兒，他們的心肺及其他
器官功能發展尚未完善，一出生就要入兒
科深切治療部接受護理，依靠呼吸機幫助
，往往要留院一至三個月。

初為父母，本是大喜悅，但育有龍鳳
胎的關氏夫妻，卻只能無奈眼見孩子躺在
病房裡，關太懷孕三十周就誕下一對龍鳳
胎，兩個都只有三磅多，關先生形容當時

心情無助， 「看到 BB 好似機械人，躺在
ICU，渾身插滿導管，我在病房外只能看
，好擔心。」

九年前誕下三胞胎兄妹的吳太，亦難
忘懷胎經歷， 「第八周知道是三胞胎，但
第十周已經有小產跡象要入院。」懷孕期
間因為肚大，她入院多次，後期整日只能
躺在床上，翻身都困難，肩頭勞損，每次
只能睡一個小時就要翻身，懷孕第三十二
周時，早產誕下三胞胎，一子二女每個只
有三磅多重，要入深切治療室觀察。

早產嬰兒心肺功能尚未完善，父母要
加倍留意其呼吸。吳太說，從深切治療部
出院後，長子仍因腦出血等早產後遺症，
須頻繁進出醫院，亦曾有過兩次意外窒息
，幸及時獲救。

如今子女健康長大，身高、體重都和
一般少年無異，吳太回想 「湊 B」心得，
奉勸年輕父母切勿盲目追磅， 「餵奶唔好
夾硬嚟，可以少食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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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港七年來錄得首宗登革熱感染令人關
注，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決定將登革熱列作本土爆發處
理，向全港醫生發信留意登革熱懷疑個案。當局擔心深
水灣司徒拔道一帶成為病源，衛生防護中心昨日派員到
該區，在確診患者子女就讀學校設立抽血站，至今已為
起碼七十二人抽血檢驗有否感染登革熱。

衛生防護中心社會醫學顧問醫生張竹君昨日出席電
台節目時表示，當局十分關注七年來再次出現本土登革
熱個案，顯示這種病有機會在港扎根，當局會加緊注意
： 「多年來都沒有本地個案，現在有本地個案，已經可
以定義為爆發……因為小朋友上學，我們會在學校邀請
附近居民抽血。」

張竹君稱，本港鄰近地區如泰國及新加坡等，今年
發現有較多登革熱感染，當中更出現死亡個案，香港是
少有未出現疫情的地方，但仍要做好防蚊工作，以免登
革熱成為風土病。

日前確診家住深水灣香島道的四十六歲外籍男子，
一家四口懷疑已 「中招」，鄰居兩歲女童同樣有登革熱
徵狀正接受進一步測試，她就讀的英基國際幼園（曉新
）及確診外籍男子的八歲兒子就讀的白普理小學，均在
司徒拔道。

張竹君稱，當局擔心司徒拔道學校一帶成為登革熱
感染的另一個病源，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再在附近進行調
查及派發問卷，截至昨日，已在深水灣香島道及司徙拔

道一帶，成功以問卷調查或面談取得逾四百六十人的資
料，沒有人報告出現病徵。衛生署昨日並已抽取七十二
人的血液樣本進行化驗。衛生防護中心熱線（2125
1122）截至昨午五時，累積接獲共三十五個查詢。

南區區議員陳李佩英稱，區內居民暫未出現恐慌情
緒，區議會已呼籲市民注意衛生。衛生署今午會與食環
署在南區赤柱社區會堂聯合舉辦登革熱講座，講解病毒
傳染、病徵及預防方法。

張竹君稱，外國經驗顯示，部分兒童感染登革熱後
並無明顯病徵，呼籲市民如遇身體不適，應立即求醫，
以免延誤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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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旅遊文化節開幕

【本報訊】丙型肝炎藥物 「派樂能」注射筆的分隔
裝置出問題，可能將藥粉過早混入筆內的清水，影響藥
物品質。有關產品供給本港十名醫生及三間醫院，由於
評估認為風險不高，藥廠將派代表到有關醫生診所及醫
院，在存貨使用前檢查。衛生署稱密切監察事件。

「派樂能」注射筆用以注射 「聚乙二醇干擾素
alfa-2b」，屬處方藥物治療丙型肝炎。衛生署前日接獲
註冊持有人 Schering-Plough SOL Limited 通知指，
劑量注射筆輸送器內玻璃筒的裝置出現密封問題，筆內
用作隔開藥粉和清水的分隔裝置，正常是醫生按下筆身
時，藥粉和清水才混合，但個別注射筆的裝置出問題，
根據現有資料估計，密封問題出現的機會率為二萬分之
三。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蘇曜華指出，若注射筆內
的藥粉在使用前已和清水混合，存放有效期限會減短，

但就不會造成其他不良化學作用。他說 「派樂能」在本
港使用的人數，較另一丙型肝炎干擾素 「派樂欣」為少
，同意低風險的評估。

根據有關公司記錄， 「派樂能」注射筆在本港有供
給瑪麗醫院、瑪嘉烈醫院、港安醫院及十名醫生，鑑於
出現問題的機會率不高，且市面上並無其他替代產品，
該公司建議委派代表即時到每間醫生診所及醫院，在他
們使用存貨前作出檢查。醫護人員應在此期間暫停使用
。衛生署經風險評估後，同意有關做法。署方並已和海
外的藥物監管機構聯絡，以取得進一步資料。

「派樂能」在本港有五款註冊產品，包括 50mcg/
0.5ml （HK-55115） 、 80mcg/0.5ml （HK-55119） 、
100mcg/0.5ml（HK-55118）、120mcg/0.5ml（HK-55117）
及 150mcg/0.5ml（HK-55116）。有關公司已設立熱線
電話3791 2987供市民查詢。

肝炎藥注射筆有問題籲停用

▲心臟專科醫生及護士在上月底，成功為一名擴
張型心肌病患者裝上心室輔助裝置，讓他重獲新
生

▶謝先生（右）上月一度垂危，但接受手術後，
現時生活已與正常人無異 林雨燊攝

▲廣華醫院舉辦活動，大批家長聚首一堂分享育兒心得 本報攝

▲ 「派樂能」 註冊持有人指注射筆的玻璃筒裝置
出現密封問題，建議暫時停用

▲深水埗旅遊文化節即日起至12月底舉行。許曉
暉（中）昨日出席開幕禮 本報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