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麗珠）9月公立醫院
醫生流失率5.2％，整體尚欠約500名醫生填補空
缺，醫管局擬以「免試」形式招聘海外醫生解決
人手不足的問題，卻引起各界的關注。本身是公
立醫院精神科顧問醫生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潘佩
璆反對計劃。他表示，海外醫生的培訓及考試制
度與香港不盡相同，香港過往一直嚴謹審批海外
醫生來港執業，過去4年的執業試平均合格率不足
9％，醫管局如今卻「將就」免試聘用海外醫生，
難免令人質疑這批醫生的質素，以及當局有「雙
重標準」之嫌。

執業試合格率不足9％
潘佩璆表示，過去30多年，能通過執業資格試

的海外醫生數目持續下降，但本地培訓的醫生人
數有限，造成醫生人手緊絀，再加上私家醫院不
斷擴展，並向公立醫院「挖角」，導致公立醫院醫
生短缺。
他指出，香港對海外醫生的執業試難度十分

高，合格率相當低。1999年至2008年平均每年僅
8.7人合格；另外，過去4年參加考試的考生達583

人，但僅52人合格，平均合格率不足9％(見上
表)。他認為，合格率低的原因是當局嚴格審批海
外醫生來港執業，原因何在？他反問：「海外醫
生的水平與本地畢業醫生的水平相同嗎？」
潘佩璆表示，各地的醫科訓練與考試形式不盡

相同，所以港府授權醫委會舉辦非本地畢業醫生
執業試，確保來港執業的醫生質素，但如今醫管
局的做法推倒一直以來的審批原則：「單憑一紙
外地文憑就能免試聘任醫生，能保證水平嗎？」
潘佩璆反對政府為解燃眉之急，草率推出免試

聘用海外醫生的計劃，「免試執業的審批標準怎
樣訂？是否只招攬外國醫生，而把內地一流醫生
抹煞呢？港府缺乏交代」。他認為，公平合理是任
何政策、措施不能忽視的基本原則，只有所有外
來醫生都經過劃一考試制度，才能夠確保公平及
服眾，保障病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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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團赴港 首批1日購物55萬

港青拍拖首重信任 67％人怕隨傳隨到

免試聘海外醫生
潘佩璆質疑降標準

90後獻計「關愛」
撰扶貧派錢建議

遊戲展聘臨時工加薪5％

工聯促2元乘車 惠所有殘疾者
王國興指6萬人未得益 將申訴平機會或發起絕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
年公屋輪候冊的申請個案不斷攀
升，有房委會委員估計，若公屋申
請個案按年增長10％，3年後累積
至逾20萬宗，當局計劃每年提供2
萬個公屋單位也不敷應用。對於社
會有聲音建議政府應強制回收「公
屋富戶」的單位，騰出更多公屋單
位予有需要人士，有意見認為，全
港僅有2.3萬個「公屋富戶」，即使
趕走「富戶」，恐怕也是杯水車
薪，徹底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增建公
屋，縮短輪候時間。

輪候戶8年仍未上樓
根據房委會資料顯示，去年7月

至今年6月期間，獲分配公屋單位
的1.68萬宗一般申請家庭，當中
30%輪候3年或以上才成功「上
樓」；未獲分配者，原因是有一半
的家庭成員在港居住未滿7年、申
請期間入息超出上限或更改住戶資
料等。另外，截至今年6月底，公
屋輪候冊共有8.9萬宗申請個案，當
中約1.12萬宗已輪候3年或以上，有
600宗申請更輪候5年或以上，最長
更達8年之久。
房委會委員蔡涯棉表示，假如公

屋申請個案按年增加10％，保守估
計3年後可累積至20萬宗或以上，
即使每年約有2萬個公屋單位供
應，包括1.5萬個新建及5,000個回
收的公屋單位，仍不足以應付市民
需要，他認為當局應進一步增建公
屋，縮短公屋輪候時間。

收富戶單位無補於事
社會有聲音認為，政府可強制回收須繳交市值

租金的「公屋富戶」單位，以騰出更多公屋單
位。但前房委會委員王坤表示，現時全港共有約
2.3萬個「公屋富戶」，每年僅增加約200宗，即使
政府回收「富戶」單位，也不能解決問題。
區太一家輪候公屋已有4年之久，至今仍未獲

得分配機會，一家只好租住一個400多呎、月租
8,000元的單位。為節省生活開支，丈夫更需要
暫時遷往內地居住，現只盼能盡快「上樓」，減
輕生活負擔。
「公屋富戶」是指家庭收入超過既定入息限額

人士，須繳交倍半或雙倍淨額租金連差餉。若資
產淨值超過既定入息限額84倍或選擇不申報的租
戶，則被定義為「超級富戶」，租戶須繳交市值
租金及於1年內遷出。在「公屋富戶」中，最
「知名」的就是一直拒絕遷出其公屋單位的社民
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

港府最快明年6月實施「2元乘車優惠」，對象為65歲或以
上長者及傷殘程度達100％領取傷殘津貼或殘疾綜援人士。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和潘佩璆批評，計劃令57,600名領
取「殘疾人士登記證」、傷殘程度未達100％的殘障人士未能
受惠，對他們不公平。

截肢工友無津貼負擔重
王國興指出，該批殘疾人士已被證實部分肢體傷殘、視覺

或聽覺受損等，不理解當局為何將他們拒諸「2元乘車優惠」
之外，他說：「他們經常要外出覆診，有部分人雖然有兼職
工作，但收入微薄。他們現時得不到任何車資津貼，出入需
與一般人一樣繳付全額車資，負擔很重。」
近60歲的截肢工人李誠良因工傷失去一腿，無法重投原來

的工作崗位，轉行亦有困難，失去謀生能力。社署因他非
100％殘障而拒絕批出傷殘津貼，即使他獲勞工處發放「殘
疾人士登記證」，仍得不到車費補貼優惠。王國興認為，兩
者同樣是殘疾人士，但政府的待遇迥異。

蒐千人簽名 當局稱無意放寬
王國興及潘佩璆將約見平等機會委員會就「2元乘車優惠」

作出申訴。同時，工聯會已在各區展開簽名行動，收集近千
名市民簽名支持讓所有殘疾人士享有2元乘車優惠，王國興
及潘佩璆稍後將會把市民簽名轉交特首及特首候選人，要求
政府回應殘疾人士的訴求，如果直至明年6月計劃實施時仍
未能為所有殘疾人士爭取平等待遇，他們將會發起絕食抗議
行動。
勞工及福利局發言人回覆，13萬名殘疾程度達100％的綜

援受助人和傷殘津貼受助人能享用「2元乘車優惠」，暫時不
會放寬至其他殘疾程度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麗珠）部分自食其力

的傷殘人士經常要外出工作和求診等，交通費負

擔沉重。最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的「2元乘車優惠」

卻只惠及長者及100％殘疾人士，非100％傷殘人

士卻未能受惠。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質疑政

策有歧視之嫌，近6萬名傷殘人士被拒諸計劃之

外。工聯會在各區已收集近千名市民簽名，將約

見平機會申訴，若不獲當局放寬計

劃，不排除發起絕食抗議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佩琪）香港青少年拍拖憑感
覺，抑或「講金」？有調查發現，受訪青年拍拖最 重信
任、坦白及專一，注重心靈溝通，物質、浪漫及性排名最
後；最難為的是「隨傳隨到」和滿足性需要，顯示受訪青

年的戀愛觀正面。為「打好根基」，有社工建議中、小學
課程加入「戀愛教育」，惟學校課程緊密，校方寧願舉辦
有關援交、婚前性行為等議題的教育活動，對引入戀愛教
育有保留。

信任與體貼 元素不可缺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過去兩個月以問卷訪問3,207

名中學生及大專生，了解時下青少年的「戀愛重要元
素」。結果顯示，受訪青少年認為首5位最重要的拍拖元
素，按次序分別是信任(55%)；體貼(50%)；專一(50%)；良
好溝通(49%)及坦白(48%)；其他元素則包括耐性、關心、
體諒等。滿足伴侶物質需要的重要度「包尾」，只佔3%；
滿足性需要只佔5%、浪漫只佔6%。

社工倡學校加「戀愛教育」
受訪者認為，最難做到的是「隨傳隨到」(67%)；其次

是滿足性需要(40%)。該會青年服務隊長李美英表示，今
次調查反映時下青少年的戀愛態度正面，重視與伴侶的心
靈交流，並非兒戲、講求「速食」及被潮流文化影響。如
家長能夠放開懷抱，跟子女討論戀愛話題，相信有助引導
子女適當處理戀愛難題。
參與調查的社工黃萬坤建議學校加入「戀愛教育」，學

習兩性相處之道及技巧，惟多數學校傾向處理較緊急的議
題，例如援交、婚前性行為等，不太重視長遠的「戀愛教
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曉晴）聖誕節臨近，吸引大
批內地旅客來港感受節日氣氛及選購禮物。有商場特
地舉辦聖誕內地購物團，吸引千名內地客參加，首團
200人在昨日到 ，全日共消費55萬元，當中有人豪花
4萬元購買金飾、化妝品及中藥。商場預計，聖誕節商
場人流及營業額按年上升15％，內地客佔整體人流30
％，人均消費約3,500元。
沙田新城市廣場與深圳旅遊協會合作舉辦「星光花

園千人聖誕燈飾團」，於本月合共舉辦5團，招待1,000
名內地旅客來港。新鴻基地產代理有限公司租務部助
理總經理畢嘉浩預計，聖誕期間，新城市廣場整體人
流將較去年上升15％，營業額亦增15％。他指出，內
地遊客平日佔商場總人流20％，預計聖誕期間將增至
30％，而人均消費達3,500元，較去年增16％。
畢嘉浩指出，隨 內地實施「一簽多行」，內地客來

港愈來愈方便，其消費模式亦有所改變，以往內地客
來港主要購買奢侈品，如金飾或名牌手袋等，但隨
他們來港次數頻密，購物目標亦從奢侈品轉向日常必
需品，如家電及化妝品等。

深圳婦4萬購金飾化妝品
商場首個聖誕購物團於昨日到 ，共招待200名內地

客，全日消費55萬元。其中來自深圳的鄭鈺遐，昨日
共花費4萬元購買金飾、化妝品及中藥。她表示，從深

圳來港只需40分鐘，相當方便，每星期都會來港購物1
次，平均每次消費約5,000元，主要購買化妝品及飲
食。
她坦言，人民幣兌港幣的匯率高企，聖誕節在港購

物，等同享有「折上折」優惠，加上本港品牌齊全及
有品質保證，因此喜歡來港購物。她又表示，由於內
地並不流行慶祝聖誕節，為感受聖誕氣氛，她已在港
預訂每位2,000元的聖誕大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麗珠）「亞洲遊戲展」將
於本月23日起一連4天在灣仔會展舉行，大會及最大參
展商PlayStation昨日在天水圍舉行招聘日，合共提供250
個臨時職位。為協助市民抗通脹，有關職位將加薪
5%，上班4天可獲1,600元至2,000元酬勞，吸引不少青
年、婦女及長者應徵，賺取「外快」幫補生活。

250職位 600人應聘
亞洲遊戲展連續第5年在天水圍舉行招聘日，全日約

有600人到場，應徵250個臨時職位，即平均2.4人爭1
職。
有見香港物價騰貴，基層市民的生活百上加斤，大

會決定向臨時員工加薪5%，時薪由42元加至44元，並
提供免費膳食及專車接送。PlayStation市場部總經理項
明生表示，希望加薪能令基層市民過快樂聖誕。
PlayStation提供的150個臨時職位，4天共工作37小時，
薪金共1,628元；大會提供的100個職位，4天工作49小
時，共2,156元。
連續第3年參加招聘日的張太昨晨7時帶同3名子女到

場應徵。張太表示，希望趁聖誕假期做兼職幫補生
計。她指出，天水圍人口多、工作機會少、交通費昂
貴，不論青年或婦女難覓合適工作。現年65歲的麥伯
連續5年應徵有關職位，藉工作幫補生活及打發時間。
他又認為，參與熱鬧的遊戲展能令他感覺更年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雅寶）「90後」的
年輕人經常被社會標籤為「憤世嫉俗」，怨氣
多於建設性意見。數名中學及大學生以行動
粉碎社會誤解，親身探訪天水圍及深水 的
基層市民，撰寫《給關愛基金的扶弱建議
書》，向關愛基金提出9項建議，包括向露宿
者提供價值200元的「節日券」、資助患學習
障礙的基層家庭子女進行評估等。參與的大
學生表示，社會上仍有不少未被關注的弱勢
社群，希望政府「做得更多，幫到更多人」。
參與「延續關愛」研究計劃的9名中學及大

學生，由9月起到天水圍、深水 及麻地進行
實地考察，探訪板間房居民、參觀小學等，
深入探討基層市民的貧窮問題，以便向關愛
基金獻計。
他們提出9項建議，包括向露宿者、籠屋及

板間房居民、患學障的學童等提供津貼，例
如建議在中秋節及農曆新年等中國傳統節
日，向露宿者派發200元「節日券」過節、每
月向露宿者提供200元八達通津貼、每年派發
300元醫療券，以及每月提供35元的電話卡津
貼。建議書將於1周內交予關愛基金委員會參
考。

■23歲大專生阿偉(左)認為戀愛教育可為青少年「打
底」，學習兩性觀念及相處技巧，拍拖時「不會傷害到
別人，也不會傷害到自己」。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佩琪 攝

■畢嘉浩預計聖誕遊客佔商
場總人流將增至30%，而人
均消費達3500元，較去年增
16%。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曉晴 攝
■有商場舉辦聖誕內地購物團，吸引千名內地客參加，首團有200人在昨
日到 ，全日共消費55萬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曉晴 攝

■工聯會爭
取所有殘疾
人士平等享
有 「 $ 2 乘
車優惠」。
議 員 王 國
興、潘佩璆
表示，不成
功便絕食。
工聯會圖片

■中五學生龐同學希望在不影響學習之餘賺取外快，
並會把錢用作購買補充練習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麗珠 攝

■通脹升溫，不少青年、婦女及長者利用聖誕節假期
賺取外快幫補生活。「亞洲遊戲展」舉辦招聘日，吸
引600人到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麗珠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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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執業試報考及合格人數
年份 投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2007 117 18 15.4%

2008 138 8 5.8%

2009 158 15 9.5%

2010 170 11 6.5%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麗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