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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私家看護 中介標準參差

協恩獲批轉直資 落區招基層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公立醫院今年4月提早
「落閘」，暫停為內地孕婦預約今年的分娩服務，令大批
港人內地妻子未能預約產科服務。為協助這類跨境家
庭，香港4所私家醫院達成共識，將會撥出95個分娩床
位，並以公立醫院非本地孕婦分娩套餐收費3.9萬元，
接收今年內分娩的港人內地懷孕妻子。

先到先得 須先核實身份
私家醫院聯會表示，有關孕婦在預約時須出示身份證

明文件及結婚證書，以及香港醫生發出的產前檢查證

明，港人內地妻子亦須取得最少90天的留港簽證。
香港私家醫院聯會主席劉國霖昨日表示，聯會已聯

絡「中港家庭權益會」核實港人內地妻子身份，當獲
確認身份及資格後，有關孕婦須以「先到先得」形
式，帶備夫妻雙方的有效身份證明文件、今年4月8日前
發出的結婚證書、香港醫生發出的產前檢查證明、身
體檢查報告、驗血報告及最少90日的留港簽證證明，到
仁安醫院、浸會醫院、聖德勒撒醫院或寶血醫院預留
床位。他稱，現時不能保證有關醫院必定有床位供有
關孕婦。

套餐3.9萬元 拒收高危婦
劉國霖表示，順產的孕婦是以公立醫院非本地孕婦分

娩套餐收費3.9萬元；一旦需要剖腹生產，需視乎孕婦
的病情釐定，預料收費介乎4.5萬至5萬元不等。
他續說，為避免增加公立醫院初生嬰兒深切治療部的

負擔，聯會設立「拒收機制」，經產科檢查後，懷有雙
胞胎、胎盤前置、胎兒不正常、妊娠毒血症及妊娠糖尿
症等高危產婦，4所私家醫院均不會接收。
「中港家庭權益會」組織者曾冠榮表示，今月初已

與私院達成共識，同意分階段核實港人內地妻子名
單，首階段共涉及95名孕婦，現時已成功核實當中69名
孕婦的資格，估計在未來數天可完成其餘個案的核實
工作。
他指出，在聯絡過程中，已有部分孕婦自動棄權，聯

會會將有關名額提供予隨後申請的港人內地妻子「補
上」，料涉及40多人。

團體籲行政措施解決床位問題
就有中介公司為內地孕婦提供「一條龍」來港產子服

務，造成香港產科床位「價高者得」的現象，曾冠榮引
述特區政府去年的統計數字指，港人內地懷孕妻子年均
6,200人，而丈夫並非港人的內地孕婦則有3.2萬人，他
認為，政府應利用行政措施，規管丈夫非港人的內地孕
婦來港分娩，以解決長遠床位不足的問題。

更年期婦患冠心病風險高4.5倍

■劉燕卿表示，內地受訓護士並非香港註冊護士，服
務水準未必達標，市民聘請私家看護前，應了解其背
景及資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新舊協恩中學校長李鎮洪（左）及劉
李國建（右）均表示，該校轉直資後不
會根據家庭背景收生，鼓勵有能力的基
層學生申請報讀。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昨日是美食博覽最後一天展期，惟未見有往年「要錢不要貨」、「劈價散貨」情
況出現，部分參展商改以購物優惠吸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北京同仁堂香港區經理林先生表示，
有大批內地旅客到場購買冬蟲夏草、燕
窩等貴價貨，生意額較預期超出100萬
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劉太最終
要「急召」
家傭到場幫
忙「運貨」
回家。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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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增意昨公布首年參與「香江學
者計劃」的博士後名單。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淑環 攝

■李麗芬指
出，更年期
女性患冠心
病的風險會
飆升2.5至
4.5倍。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聶曉輝 攝

38萬美食客入場破紀錄
平罐頭貴鮑魚皆熱賣 展商最後關頭始劈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冠心病是女性
「殺手」之一。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數據顯示，
2009年約有2,000名女性因冠心病死亡，尤以更年
期後女性最高危。心臟科專科醫生李麗芬指出，
更年期令女性體內的「好膽固醇」水平下降，
「壞膽固醇」水平卻增加，患冠心病的風險較更
年期前飆升2.5至4.5倍。

荷爾蒙改變 壞膽固醇升20%
李麗芬指出，冠心病是由冠狀動脈狹窄及閉塞

引起，是心臟病中最致命的一種，本港死亡個案
由2001年的3,166人急升至2009年的4,360人。她表
示，40歲前男性患冠心病的比率高於女性，但踏
入更年期後的女性荷爾蒙改變，「壞膽固醇」水
平上升10%至20%，「好膽固醇」卻下降約
10%，血脂容易積聚於冠狀動脈內壁，患冠心病
風險較年輕女性高出2.5至4.5倍。
她指出，冠心病患者一般在劇烈運動後會產生

壓迫性的心絞痛，痛楚感覺蔓延至手臂、肩膀、
頸部和下顎等位置，但之前症狀並不明顯，加上
女性較男性少體力勞動，更難認清症狀。她建議
更年期後的女性多運動、避免煙酒及注重健康飲
食，定時身體檢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佩琪）平價的罐頭、即食麵，貴至鮑

魚、花膠，通通成為到美食博覽「掃貨」人士的囊中物。為期5

日的美食博覽昨圓滿結束，逾38萬人次入場，較去年上升3%，

打破歷屆紀錄。多家參展商表示，通脹推高來貨價，故未有趁最

後一天展期大減價求售，惟無阻市民「掃貨」意慾，今年韓式及

台式食品大賣，有參展商指生意額按年升至少20%，賺到「盆滿

缽滿」。有內地著名中藥行參展商表示，生意額較

目標高出100萬元，喜出望外。

4私院撥95床位 供港人內地妻分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淑環）為
推動內地及香港的科研培訓，香港學
者協會推出「香江學者計劃」，首屆
獲選名單昨日公布。50名內地博士畢
業生在近500個申請中脫穎而出，將
於新學年來港與本港傑出教授進行配
對，接受為期兩年的博士後培訓，當
中包括工科、醫學、理科及農業等研
究項目，每名博士後可獲2.5萬元月
薪，每年涉及總經費1,500萬元。上述
計劃暫擬舉辦3屆，首屆完成研究
後，大會考慮將之拓展至人文學科。

為期3屆 月薪2.5萬港元
上述計劃為期3屆，每屆均會選出

50名博士後，邀請他們來港進行兩年
研究，每名博士後每年可獲內地資助
15萬元人民幣，及由本港教授從研究
經費中提供每年15萬元港幣，即每人
月薪約2.5萬港元。
香江學者計劃秘書處發言人匡增意

昨公布首屆入圍的博士後名單，大會
共收到來自教育部屬下「985工程」
重點大學、中國科學院、國家重點實
驗室及全國優秀博士後等495個申
請。經13個專家小組評選，及香港學
術委員會開會後，成功配對出79位香
港學者及內地博士生，而大會最終選
定50人的名單。

港極缺博士生 計劃補不足
身兼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香港學者協會主席

的黃玉山指出，現時本港有很多國際級水平的研
究學者及儀器，但博士生卻非常短缺；反之內地
每年均培訓眾多博士生，他們要經2至3年的博士
後專業培訓，故有關計劃可達至雙贏。
他又指出，是次評選準則參考申請人的學業成

績、論文素質及研究項目等，各人的水準非常
高，「一些資歷很豐富，如發表了20、30篇國際
級論章；及已擔任2至3年博士後及講師，資歷相
信對本港科研發展很有幫助」。
匡增意補充說，預計博士後在兩年的研究培訓

中可完成研究目標，如有延期需要，最多可留港
一年，但需由本港教授負責薪酬開支，博士後完
成培訓後，亦需回內地工作至少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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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嚴敏慧）家居護理概念日漸普
及，私家看護需求直線上升。消委會發現，中介公司
推介看護的標準不一，例如要求聘請懂得進行腹膜透
析(俗稱「洗肚」)的看護，有中介建議聘用本港註冊護
士，亦有中介指保健員或內地受訓護士能勝任。消委
會表示，「洗肚」為專業護理程序，病人及家屬應事
先了解應徵者是否曾接受相關訓練。該會又提醒市
民，內地受訓護士並非香港合資格護士，若有人故意
充作註冊護士或採用相關稱號，即屬違法。

港註冊護士收費較高
消委會總幹事劉燕卿表示，近年不少市民經由中介

公司，聘用私家看護或護理員照顧家中長者或病人。
該會調查發現，具有不同資格的看護收費各異，例如
一名具香港註冊護士資格的私家看護，每日工作8小時
收費1,130至1,320元，但一名保健員收費僅為460至690

元。而他們的服務內容除包括基本日常照顧外，部分
人可執行打針和換藥等服務。

內地受訓水準或未達標
消委會職員曾以消費者身份致電5間中介公司，要求

聘請能為腎病家人「洗肚」的看護，有中介建議聘用
註冊護士或登記護士，亦有中介提議聘用內地受訓護
士或香港註冊保健員，更聲稱有關人士懂得「洗肚」
程序。劉燕卿表示，「洗肚」為專業護理程序，已接
受訓練的醫護才能進行，市民應先確定有關看護掌握
的技能。
劉燕卿補充，內地受訓護士並非香港註冊護士，服

務水準未必達標，消費者要加以留意有關人士的資
歷。她強調，在護士條例下，沒有在香港護士管理局
註冊的人士，均不能自稱是註冊護士，否則即屬違
法。消費會至今未有收到有關私家看護的投訴。

昨日是美食博覽最後一天展期，中
午過後，繼續有大批市民入場「最後
衝刺」掃貨，但今年通脹厲害，導致
來貨價急升，參展商顯得較審慎，大
型參展商「企硬」沒有減價，往年
「要錢不要貨」、「劈價散貨」情況不
再，部分小型參展商「堅持」到最後
30分鐘始減價求售，有小型攤檔以30元
售賣12個杯麵、100元9包韓式紫菜等。

通脹增成本 謹慎定貨量
今年韓式及台式食品攻佔美食博

覽，主打韓式美食的蕭邦貿易負責人
何繼光昨表示，今年銷情理想，較預
期超出20%，其中即食炸熱狗、新鮮
人參及蜜瓜最熱賣。惟因各款產品的
來貨價按年上漲10%至20%，今年預
訂入貨量時較謹慎，故未有於最後一
天減價求售，「我們都有壓力，除非
不想帶貨物返公司才減」。

稱銷情理想 毋須減價

代理台灣食品的華記永昌號發言人
梁小姐昨表示，因匯率及通脹關係，
今年來貨價上升，但沒有全數轉嫁予
消費者，整體產品售價只是稍為上
調，亦沒有減價促銷。她說，今年人
均消費約200、300元，生意額較去年
增加20%。售賣參茸海味產品的官燕
棧負責人洪先生表示，今年銷情理
想，花菇、瑤柱套裝「去貨」迅速，
故毋須減價速銷。

中藥行首度參展賺超預期
北京同仁堂今年首次參展，該店香

港區經理林先生表示，有大批內地旅
客到場購買冬蟲夏草、燕窩等貴價
貨，「一次過買10萬元冬蟲夏草」。
他稱，生意額較預期超出100萬元。
到場市民都帶備手拉車，劉太與友

人一行6人到場掃貨，合共消費3,000
多元，買到「大袋細袋」，最終要
「急召」家中傭工到場幫忙「運貨」
回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辦
學75載的英中名校協恩中學昨宣布獲
教育局批准，於2012/13學年正式轉為
直資中學，該校3成學費收入將用作獎
學金及助學金，最快於今年秋季收
生。即將卸任的校長劉李國建指出，
明白草根學生日後或會擔心學費問題
而不敢報讀該校，故校方將派出「招
募小組」到18區小學宣傳，吸引基層
學生報讀。

強調家境不影響錄取
劉李國建將於新學年卸任校長，轉

任顧問，她將與新任校長李鎮洪、校
內老師、學生及家長組成「招募小
組」，於新學年到18區基層小學宣傳協
恩的辦學理念，吸引來自基層但有能
力的學生報讀。劉李國建坦言，最傷
心是聽到學生說「我高攀不起」而對
該校卻步，並強調家庭背景不會影響
收生的決定，她希望該校轉直資後可
打破直資學校代表「貴族及階級化」
的觀念。李鎮洪表示，協恩中學轉制
後會脫離中學統一派位機制，有意報
讀的學生必須自行到學校申請，而該

校最快於今年秋季始接受申請，目標
是「全面發展均衡的學生」。劉李國建
則希望學生「成績好、有鬥心、關心
社會時事」。

3口家月入遜2.66萬獲全資助
轉制後，初中及高中學費分別為每

年3萬元及3.3萬元。對於獎學金及助
學金發放，李鎮洪指會採公平及公開
原則，有關資助模式及要求將上載到
學校網頁，他強調批核過程只會經校
長、副校長及財務顧問，以保障學生
的私隱。至於資助比率，該校會參考
學生資助辦事處，以3人家庭為例，家
庭月入少於2.66萬元可獲全額學費資
助，而申請資助最高入息上限為一年
50萬元。該校未來將開設5班中一，合
共收生180人，每班人數暫定為36名，
少於教育局規定的41人上限。另學校
會按年增聘4名教師，目標將教師數目
由現時70名增加至100名，可望做到師
生比例為1對10。該校亦將成立「學校
管理委員會」，下設課程發展、財務、
傳訊及內部稽查4個小組委員會，以加
強學校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

偉龍）傳統主動脈瓣狹窄
患者只能接受開胸手術治
療，但有30%病人因年長或
有其他疾病，並不適合進
行手術。伊利沙伯醫院去
年12月起引入「導管主動
脈瓣植入」微創手術，成
功治療6名病人。伊利沙伯
醫院行政總監熊志添表
示，該院未來1年會再進行
5宗微創手術，期望成為國
際認可導管主動脈瓣植入
術中心。
傳統開胸手術，病人胸

口會留下約1呎的傷口，需
休養7至10日才可出院，但
「導管主動脈瓣植入」微創
術，以直徑6毫米的導管將
人工心瓣由大腿內側動脈
送到心臟位置，再擴大心
血管，增加泵血功能，造
成的傷口只有6毫米，病人
術後2天便可行動自如，死
亡率亦比傳統手術低50%，
即使是年老或有其他疾病
的病人，亦適合有關手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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