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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會昨日討論跨性別婚姻問題 保安
局局長黎棟國表示 尊重終審法院的
決定 但重申有關裁決不涉及同性婚
姻 因修例涉及其他人士的權利 政
府 立法會及社會三方要深入研究

終審法院早前裁定 婚姻條例
和 婚姻訴訟條例 違憲 並頒令政
府 要修改條例中 女人 的定義
黎棟國表示 尊重終審法院就變性人
婚姻的裁決 但重申有關裁決 不涉
及同性婚姻 政府就修改 婚姻條
例 以保障已完成性別重整手術的
跨性別人士的婚姻權利 已展開前期
工作 期望在明年初 向立法會提出
修訂條例草案 並在1年限期前 完
成修例 黎棟國認為 應否制定跨性
別認同條例 涉及複雜法律及政策問
題 在相關政策局及部門 未深入研
究前 不應倉卒下結論

另方面 自由黨早前進行有關同性
婚姻及跨性別婚姻問卷調查 發現
1,245名受訪者中 逾60%反對同性婚
姻 表示不支持子女是同性戀或變性
人的有63% 亦有過半數受訪者認
為 近年社會上 對同性戀或變性人
的報道和討論增加 會影響下一代價
值觀 但有逾40%受訪者表示 個人
反對同性戀 但會接受和包容其他人
的同性行為
自由黨副主席鍾國斌指 調查反映

社會對同性平權仍未有共識 認為在
接受和包容同時 必須要界定道德界
線 應向下一代灌輸一夫一妻的傳統
家庭觀念 所以反對同性婚姻合法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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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半人挺廢物按量收費

政府早前拋出的
3個廢物徵費方案 旋即引起社會熱議 一項調
查發現 過半受訪者贊成引入 廢物按量收
費 而3個徵費模式中 受訪市民最贊成的是
透過使用 預繳式專用垃圾袋 來收費 佔
56.4% 而 以減少公共垃圾桶數目來杜絕非法
棄置垃圾 的建議則有45.8%人表示反對 調查
機構建議 政府不能單靠強制性措施以達致減廢
目的 否則可能會適得其反
為達致源頭減廢 政府早前公布有關都市固體

廢物按量徵費第二階段諮詢文件 就廢物徵費模
式提出3個方案 包括按住戶廢物體積收費 按
樓宇廢物重量收費以及按樓宇廢物總體積收費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民調顯示 調查於本月22日
至24日 以電話調查方式進行 訪問了824位18
歲以上的市民

調查結果顯示 有54.4%受訪市民贊成廢物徵
費 16.8%則不贊成 惟有只有42.5%受訪市民
認為徵費可以減少廢物 至於廢物徵費的方式
56.4%人贊成以個別住戶為單位透過使用預繳式
專用垃圾袋收費 53.4%人贊成應按廢物體積收
費 34.1%人則贊成由管理公司統一處理收費
有45.8%的受訪市民表示反對以減少公共垃圾桶
數目 來杜絕非法棄置垃圾 收費水平方面
54.9%人認為可訂於30元以下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指出 45.8%受訪市民不

贊成以減少公共垃圾桶數目 可見若要推行廢物
徵費 政府不能單靠強制性措施 否則可能會適
得其反 建議政府可考慮透過其他正面誘因來達
至減廢目的

24村仍無自來水用
根據水務署資料

顯示，現時香港未有自來水供應的人口約為
6,000人，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在立法會大會
上，書面回覆工聯會議員鄧家彪提問時表示，有
7個區議會內共24條鄉村現時沒有自來水供應，
政府在過去10年已為18條偏遠鄉村完成自來水
供應系統。
陳茂波昨日回應指，沒有自來水供應的偏遠鄉

村，都有原水供應系統，食物環境衛生署亦會定
期監察及化驗原水水質，倘若有關水源枯竭，政
府會提供協助，包括運送食水，解決居民用水需
要。民政事務署則會為偏遠鄉村改善現有原水供
應系統，在過去3年，政府用於改善、維修及保
養偏遠鄉村原水供應系統和監察水質的公共開
支，分別是102萬元、176萬元及111萬元。

他續說，當局已就港島南區的東丫、東丫背、
銀坑及爛泥灣村，展開有關自來水供應系統工程
設計，預計在2014年動工，並於2016年完成。

新東病人分流 可往瑪麗睇眼
新界東

聯網的眼科門診 逼爆 根據醫管局
的統計 由去年10月1日至今年9月底
非緊急新症病人候診時間冠絕全港 長
達3年 由本月初開始 新界東聯網的非
緊急眼科新症病人可選擇港島西聯網的
瑪麗醫院看症 包括眼皮鬆 眼乾 白
內障等視力無即時受損風險的病人 每
日最多轉介5人 計劃開始至前日 共有
45名新症病人選擇跨聯網求診
醫管局各聯網的眼科門診輪候時間差

異大 人龍最長的新界東聯網 其非緊
急眼科新症病人最長輪候時間為154周
約3年 而人龍最短的港島西聯網則

約需輪候20星期 約5個月 兩者差
約7倍 新界東醫院聯網眼科及視覺科學
系統籌楊樂文解釋 過去5年新界東的眼
科求診人次增長20% 新症數目更有
30%增長 人口老化問題導致患 糖尿
眼 白內障 黃斑病變等眼疾的個案
增多 再者 數年前有大量資深醫生流
失 有些眼疾因科技進步而變成可治之
症 均令新症病人的輪候時間增長

為縮短病人的輪候時間 醫管局在本
月初開始推出 專科跨網轉介服務
讓非緊急眼科病人選擇到瑪麗醫院診

治 每日最多轉介5人 包括患白內障
眼乾 眼痛 眼皮鬆及 肉等無即時受
損風險的病人 但不包括兒童 80歲以
上行動不便的病人 楊樂文指 以去年
聯網有逾1.6萬新症計算 每年將可轉介
約10%病人 截至前日 威爾斯親王醫
院及大埔那打素醫院分別有15名及30名
病人 選擇跨聯網求診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 質素及標準 邱家
駿指 計劃將於3個月至6個月後檢討成效
若效果理想 會考慮增加轉介個案或擴展
至其他聯網 他指長遠仍需增加資源 減

人龍 今年威爾斯親王醫院及大埔那打
素醫院 分別新增1名眼科醫生及1間小型
診症室 每年增加處理4,200個新症

人口政
策諮詢文件提出 可透過資助輔助生育科
技 提高本港出生率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承認 對
落實資助有保留 他指出 現時全港只有
3間公立醫院有輔助生育服務 生殖科技
專家不多 加上輔助生育並非優先服務
政府需要考慮資源 人手及成本效益等問
題 不能一蹴即就 他強調 政府無前設
立場 未來會繼續以開放態度聆聽民意
香港出生率呈下降趨勢 人口老齡化現
象日益嚴重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的諮詢
文件建議 透過資助輔助生殖科技協助不
孕夫婦生育 提高出生率
高永文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表示
面對本港現時的醫療資源和專科醫生人手
不足的問題 有關建議需要詳細策劃 承
認對落實建議有保留

他解釋說 目前全港只有威爾斯 廣華
和瑪麗3家公立醫院 設有輔助生育技術
中心 若急速拓展服務 在本港生殖科技
專家為數不多的情況下 私家醫院可能向
公立醫院 挖角 影響公營醫療服務
加上公營醫療服務主要以長者及重症病人
優先 輔助生育並非優先服務 以致接受
輔助生育的適齡生育夫婦輪候時間漫長
影響輔助生育的成功率 若轉往私家醫
院 收費卻是公營的5倍至6倍 部分夫
婦未必能夠負擔得起

他續說 公立醫院過去約有1萬多宗有
關輔助生育的求診個案 40歲以下接受輔
助生育的成功率約20% 若年齡再大些
成功率會低些 他不評論成功率屬高或
低 但認為若政府提供資助輔助生育科
技 成本效益是一項必定需要考慮的因
素 他強調 政府對此並沒有前設立場
但若要落實建議 則需要首先解決資源優
先問題 以及詳細策劃 培訓足夠醫護人
員提供相關服務等

雨季過後，蝨患擾民，有立法
會議員促請政府資助貧困住戶滅絕蝨患。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對事件表示非常關注，指食環署每年都會跨部門推行
全港滅蚊運動，他認為局方未必有足夠人力處理所有求助個
案，但可扮演協調或督導角色，協助屋邨或私人地方的互助
委員會尋找私人公司滅蝨。

食環署及房署今年首8個月，收到400多宗木蝨投訴，較去
年全年多3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在立法會表示，投
訴數字顯示蝨患擾民，而私人公司滅蟲服務收費昂貴，長者

或公屋居民難以負擔。希望政府資助貧困戶滅蝨。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回應說，木蝨附於帆布或木製家

具，在私人地方較常見，大型清潔活動對滅蝨無針對性作
用。而食環署一直參與統籌跨部門的滅蚊工作，並會每年定
期與其他政府部門推行全港滅蚊運動，以加深市民對蚊傳疾
病潛在風險的認識。
對於局方可否派人為受蝨患困擾的人士滅蝨，高永文說，局

方未必有足夠人力處理所有求助個案，但局方可以扮演協調或
督導角色，協助屋邨或私人地方的互助委員會尋找私人公司滅
蝨。他又強調，未有證據顯示木蝨會傳染疾病，認為防範蝨患，
公眾教育仍是非常重要，提醒市民保持家居清潔。

食署協調督導 助屋邨搵人滅蝨

智國際調查顧問有限公司總監文顯楠指出 現時
私家偵獲委託的調查個案 再不只局限於通姦及

婚外情等 家長調查子女行為的個案亦慢慢增加 宏智
去年便接獲約300宗本港家長委託調查子女的個案 跟
婚外情個案數字相若 單是今年6月至8月的暑假高峰
期 有關個案便已多達逾100宗

文顯楠表示 家長委託調查的個案中 80%都是懷疑
子女吸毒或援交 其他則是與學童賭博 拍拖或離家出
走有關 當中更有近90%個案經調查後確定屬實 她指
出 調查對象大多為初中生 亦有部分為小學生 被
調查者多數偏向早熟 反叛及來自基層家庭 但他們普
遍學業成績不差 她又解釋 援交不一定涉及性行
為 故的確存在小學生參與的個案
文顯楠又指出 2年前每10宗調查子女的個案中 由
內地家長委託者只佔一兩宗 今年卻倍增至近4宗 相
信與愈來愈多內地人來港升學 以及香港偵探社的質素
有保證有關 由於來港升學的內地生普遍較富裕 故
家長主要是擔心他們吸毒及誤交損友 反而援交比較

少

她表示 由於大眾對女性的戒心較低 故女偵探較容
易接近目標人物 公司會向她們探教授自衛術 駕駛及

跟蹤技巧 更會教她們化妝易容術 以及輔導與調解技
巧 讓她們變身 臥底 執行任務 以朋友身分勸服對
象戒除惡習 她呼籲家長 如發現子女出現精神不振
洗澡次數頻密及 突然富貴 等情況 便要多加留意
因為他們可能已染上毒癮 甚至參與援交

威爾斯親王醫院心臟科主管醫
生余卓文被暫停部分臨床職務事件受到公眾關注。有議員昨
在立法會上質疑，余卓文事件中兩個調查小組均由新界東醫
院聯網前總監馮康成立，會否欠缺獨立及違反程序公義。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余卓文最近已應邀和負責調查
的專家小組見面，專家組會慎重完成工作，向醫管局的獨立
檢討委員會提交報告。他強調報告並不會經過威院的行政管
理層，而獨立檢討委員會將會包括兩名海外專家。
高永文在會上續指，籌備專家小組時馮康並未受到投訴，

兩個專家組負責檢討有關個案的治療過程和覆檢部門內部稽
核，為確保調查公正和獨立進行，醫管局亦成立了獨立檢討
委員會接收及檢視兩個專家組報告，並根據檢討結果建議跟
進行動。他又稱，兩個專家組和委員會的成員，均須按規定
申報利益，以確保調查公平公正進行，而所有申報已獲確認

無礙專家組及委員會工作。

醫學界議員梁家騮則指，據悉余卓文不相信專家小組的工
作，故認為應交由有法定權力的醫委會跟進更適合。高永文
回應時表示，臨床審核程序涉及專門及專業，一般不會由法
定權力組織接手，加上余卓文近日已應邀出席小組面見，故
相信可繼續按現行做法。另外，金融界議員吳亮星稱，事件
涉公眾利益，是否應由特權法調查，高永文則不認同。高又
指，過去5年共有4名涉及投訴個案的醫生被停職或暫停部分
職務。
有支持余卓文的市民在立法會外聲援，高永文指，理解有

市民對事件關注，但事件涉及病人安全和醫護人員聲譽，當
局已採取多方面符合程序公義的措施，調查和檢討事件。

余卓文應邀晤專組查封刀

高永文：資助 輔生 需資源人手配合

家長潮興聘偵探查子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