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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款药物被发现含有未经批
准药用成分，其中一款还可导致
病患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卫生科
学局提醒公众避免购买和服用这
些药物。

这 三 款 药 物 分 别 名 为
“ S k i n n y  L o l i t a ” “ X t r e m e 
Candy”，以及一款没有标签的棕
色粉末胶囊。前两者在本地及马
来西亚多个网购平台售卖，而最
后一款则在红山巴刹的小贩摊上
被发现。
　　当局经化验后发现，这些
药物分别含有抗生素阿莫西林
（amoxicillin）、类固醇地塞米
松（dexamethasone）、抗敏药物
扑尔敏（chlorpheniramine）、双

氯芬酸（diclofenac）及西布曲明
（sibutramine）等多种未申报成
分。
　　卫生科学局昨天发文告指
出，在红山巴刹被发现的无标签
胶囊内含深棕色粉末，每颗长
约两厘米，由小贩以50颗包装售
卖。
　　附带的华文说明书，标明胶
囊是“100％草本药物”，含有如
辣木籽、冬虫夏草和田七花等多
种草药成分，并可治疗如癌症、
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当局是接获医生举报，指一
名50多岁女病人，在服用该胶囊
三四个月后出现头痛症状，求医
后被确诊患上导致免疫力下降、

体重激增和“满月脸”（moon 
face，一种代谢障碍）的库欣综
合征（Cushing's syndrome）。

减肥药成分包括禁药
　　同样声称“纯天然”的减肥
药“Skinny Lolita”则被发现含
有西布曲明。西布曲明原是处方
药，由于服用者会出现严重的副
作用，心脏病发和中风风险增
高，卫生科学局在2010年将它列

为禁药。
　　此外，“Skinny Lolita”还
宣称是名为“Beautea Slim”药物
的新装。“Beautea Slim”则与早
在2017年就被卫生科学局发现含
有西布曲明的“Beautea Slim Fat 
Burner for Weight Loss”类似。
　　作为糖果销售的“Xtreme 
Candy”，宣称内含人参和其他
植物成分，却被发现有他达那非
（tadalafil）相关成分。

　　他达那非是用来治疗男性勃
起功能障碍的药物，若服用不
当，将影响听觉与视力，并导致
低血压、中风、心脏病与阴茎异
常勃起等副作用。阴茎异常勃起
若不及时治疗，可造成个人性无
能。
　　以上两种药物均在多个本地
和马来西亚网购平台售卖。当局
目前已指示本地网购平台下架产
品，同时也通知马国。

　　当局劝请公众勿服用上述产
品，若已服用并出现身体不适症
状，或想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应立即求医。当局同时提醒公
众，即使是朋友亲戚推荐，也要
提防从不明渠道购买的保健品。

须对无标签保健品提高警惕
　　另外，公众也须对没有标签
的保健品，或夸大其词、声称能
治疗慢性疾病的宣传标语，提高
警惕。
　　卫生科学局警告商家，在本
地售卖和供应含未申报药用成
分的产品是违法行为。违例者一
旦罪成，将面对最高罚款10万元
或监禁最长三年或两者兼施的刑
罚。
　　公众如有任何售卖违例药物
的信息，可在办公时间（星期一
至星期五）拨电68663485，或发
电邮至hsa_is@hsa.gov.sg，联络卫
生科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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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未经批准药用成分

当局吁公众勿购买及服用三款药物
卫生科学局接获医生举报，指一名50多岁女病人，在
服用从红山巴刹买的无标签胶囊三四个月后，出现头痛
症状，求医后被确诊患上导致免疫力下降、体重激增和
“满月脸”的库欣综合征。

蓝云舟　报道
yznam@sph.com.sg

　　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加剧
我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下行
风险，化学、交通和电力等行业
将受到冲击，连带的通货膨胀效
应也可能转至消费者。
　　贸工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
医生昨天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
研究所主题为“美国与伊朗：走
向冲突？”的座谈会上发言，并
在接受提问时谈及美伊对峙对我
国经济的影响。
　　他指出，经过霍尔木兹海峡
的石油运输，76％是运往亚洲。
加上中美贸易和近期日韩摩擦引
发的经贸紧张局面，我国经济面
临下行风险和不利好因素。
　　许宝琨说，受局势牵连，我

国化学、交通、电力供应等领域
面临成本上升的冲击。这些影响
可能渗透到消费者层面，如必须
支付更高的电费。
　　我国石油贸易领域在应对中
东局势变化上不会有太大困阻，
因为这一领域已把当前不确定性
纳入考量，并开拓石油供应来
源。
　　中东局势各方当前的首要任
务，是缓和紧张局面。许宝琨呼
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
有损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航行自由
与安全的单边行为，并回到谈判
桌，寻求以规则为基础、兼顾各
相关方利益的长远方案。
　　美国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退
出名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JCPOA）的2015年伊朗核协

议，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今年5
月还将伊朗军队的关键分支伊斯
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使两
国关系和中东局势不断升温。
　　许宝琨在发言中强调我国作
为小国，看重任何国际协定，一
旦签订就应履行，这个原则也是
国际秩序稳定的基础。
　　“JCPOA虽不完美，也没有
消除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不信任或
解决长远问题，但仍有助处理分
歧并缓解紧张关系。那是一份取
得微妙平衡的协定，将各方利益
衔接起来，长远而言也可能建立
各个直接相关方之间的互信。”
　　座谈会也邀请到美国前常
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 tage）和伊朗政治与国际
研究学院院长、伊朗驻联合国

前大使赛加坡尔博士（Kazem 
Sajjadpour）发表主旨演讲。
　　2001年至2005年在任的阿米
蒂奇指出，JCPOA虽有不足，但
远比没有协定好。
　　他相信特朗普无意在中东开
战或增兵，但目前采取的策略没
有经过深思熟虑，“也不知如何
后撤”。
　　赛加坡尔则认为，个别相关
方没有认清伊朗是波斯湾“最重
要的沿岸参与者”的现状，并指
出伊朗在联合国框架内参与了
JCPOA长达两年半的磋商，而美
国选择退出协定是该地区局势不
稳定和不安全的根源。
　　座谈会由我国外交部前常任
秘书、中东研究所主席比拉哈里
主持。

贸工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医生（右）指出，美伊两国在中东的对峙局面加剧我国和其他区域经济体面临的下行风险。座谈会由我国外交部前常任秘
书、中东研究所主席比拉哈里（左）主持。（王彦燕摄）

许宝琨：
中东紧张局势或造成我国电力供应等领域成本上升

被发现在红山巴刹售卖的无标签胶囊内含深棕色粉末（左），经化验后发现内含多种未经申报药用成分，可引
发严重副作用。减肥药“Skinny Lolita”（中）被发现含有禁药西布曲明。当作糖果销售的“Xtreme Candy”
（右），被发现含有用来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他达那非相关成分，服用不当将可造成性无能。

（卫生科学局提供）

陈劲禾　报道
jinhet@sph.com.sg

　　父亲五年前患上严重肺炎险
些丧命，男生向抢救父亲的医疗
团队看齐，立志当医生，希望未
来自己也能救人一命，缓解病患
和家属的痛苦。
　　南洋理工大学李光前医学院
昨天举行入学仪式，共有150名
新生由医学院讲师为他们披上白
袍，象征医学生涯的开始，杜知
贤（19岁）是其中一人。
　　中二那年，杜知贤的父亲患
上严重肺炎，肺部积满水，须
用体外膜氧合术（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 ion，简称
ECMO）急救，以机器暂时取代
心肺功能。
　　父亲当年在新加坡中央医院
接受治疗，住院长达一两个月，
杜知贤经常放学后到医院探望父
亲，母亲则请假留守父亲身边。
　　他说，亲眼目睹医疗团队齐
心协力，为父亲提供治疗和慰

藉，让他下定决心当医生。
　　在华侨中学求学时，杜知贤
和同学们曾到雅西西慈怀医院当
义工，帮忙照顾临终病患。他
说，当义工不是为了丰富履历，
而是从中领悟生命的价值。“我
从来没想过自己能考进医学院，
能被录取，我非常开心和感恩。
能在那么有意义的工作中做出贡
献，将来回首我会感到幸福，我
会享受这份工作的每一天。”

今年录取历来最多150新生
　　李光前医学院今年在900多名
申请者中挑选出150名新生，是
该学院历来最大批的新生。据了
解，这是医学院的理想名额，除
非有迫切需要，未来预计会保持
每年录取150人。自2013年开始收
生以来，李光前医学院至今共录
取了738名学生。
　　另一名新生是张蔚明（19
岁）原本对医学系举棋不定，
但她在认识一名全身瘫痪的病患

后，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张蔚明当时通过学校到陈笃
生医院观察物理治疗师和职能治
疗师的工作，为期五天，当中接
触到一名因车祸导致全身瘫痪的
中年女病患。
　　张蔚明说，虽然女病患表面
上性情古怪，但看得出她其实很
寂寞，而治疗师尽量让女病患心
情好转，也让张蔚明对治疗师的
专业态度感到佩服。
　　观察期结束时，女病患突然
有感而发，告诉张蔚明要勇于追
求梦想，时时保持谦卑的态度。
　　毕业于莱佛士书院的张蔚明
说：“被医学院录取让我更谦
卑，意味着教授们相信我能成
为一名称职的医生。我要继续
努力，不辜负教授们对我的期
望。”
　　李光前医学院入学仪式嘉
宾、学院管委会成员李永兴医
生致辞时提醒学生，要成为一
名杰出的医生，只有智商和体

能是不够的，情商也很重要。他
引述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医生
（William Osler）的话说：“认识

患有疾病的病患，比认识病患身
上的疾病更重要。”
　　最后，李永兴以一句话概括

行医的精神，希望学生们能铭记
在心：“偶尔治愈疾病，经常减
轻痛苦，时时抚慰心灵。”

受医疗团队抢救父亲启发　男生立志当医生

张蔚明（左）和杜知贤在900多名申请者中获录取进入南洋理工大学李光前医学院。（林国明摄）

胡洁梅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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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人力资源公司的一项
报告，约半数在新加坡工作的
员工预计他们的工作在未来五
到10年内会走向自动化，高于
国际平均的34％。
　　有鉴于此，超过八成本地
员工认为，雇主应投入更多资
源来提升他们的数码能力，支
持他们保障就业机会。这个比
率也高于全球的68％。
　　这项调查由人力资源公司
任仕达（Randstad）在今年4月
23日至5月9日展开，目的是了
解职员对应对未来职场能力的
看法。调查针对34个国家和地
区，各国有约400名员工参与调
查。
　　任仕达在昨天公布的工作
观察（Workmonitor）报告中指
出，尽管在新加坡工作的员工
中有79％反映，目前能应付工
作的数码化作业，但也有51％
预计他们的工作在未来五到10
年内会走向自动化，这比全球
平均的34％高17个百分点。

　　因此，本地职员中有高达
83％认为，雇主应该投入更多
资源提升他们的数码能力，保
障他们的就业前景。这个比率
高于全球平均的68％。
　　文告引述任仕达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地区经理佳雅·戴丝
（Jaya Dass）说，许多在新加坡
的企业已开展数码转型工作，
不仅投入资源在新科技上，也
聘请专才来发展创新产品与服
务。职员因此会期待雇主投入
资源，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
这不仅仅是上培训课，也应包
括与雇主坦诚讨论工作性质在
未来的改变、以及将来所需的
技能与要求。
　　另外，报告也指出，55％
本地职员认为雇主需要那些在
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简
称STEM）领域方面有经验的员
工，这与任仕达先前进行的一
项调查结果吻合。
　　任仕达每个季度会根据不
同 主 题 展 开 “ 工 作 观 察 ” 调
查，今年第一季进行的调查针
对员工对工作评估的看法。

调查：本地逾八成员工认为
雇主应帮他们提升数码能力

邻里纠纷仲裁庭
近四年共接324起案子
　　邻里纠纷仲裁庭自2015年
10月投入运作以来，共接到324
起案子，法官将其中82起交由
社区调解中心进行强制调解。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
根日前以书面回答议员口头询
问 时 说 ， 邻 里 纠 纷 仲 裁 庭 于
2015年10月1日至2019年6月30
日间，共接获324起案子。目
前仅30起仍在处理，其余已解
决。仲裁庭将82起（约25％）
交由社区调解中心进行强制调
解。

　　国家法院邻里纠纷仲裁庭
于2015年10月1日成立，旨在处
理悬而未决的邻里纠纷。邻里
纠纷仲裁庭在2015年接到27起
案子，2016年有80起，2017年
57起，去年108起，今年上半年
则有52起。
　　尚穆根在答复中也强调，
邻居之间处理纠纷时，应先自
行 尝 试 调 解 ， 包 括 向 公 共 部
门 、 基 层 组 织 或 社 区 领 袖 求
助，真的无法达成共识才到邻
里纠纷仲裁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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