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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天使」做新生嬰ICU有絕招
「Men's Talk」講解 父特別受落

■馬會屯門公眾騎術學校昨日
舉行周年開放日，吸引近
4,000名市民入場參與。參加
者透過一系列精彩活動，近距
離接觸馬匹，從而加深對馬匹
及馬術運動的認識，歡度一個
愉快的母親節。市民參加開放
日的馬房導賞團，除可參觀馬
房及飼料房外，亦可欣賞釘甲
及馬匹護理等示範。

民建聯促政府免費普查乳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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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受拉布影響，
立法會延至今年1月16日才通過公務員與津助機
構中低層員工加薪4.71%及高層加薪5.96%，員
工可獲發由去年4月1日起的追補增薪（back-
pay）。然而，過去一直有部分機構被指剋扣離
職員工的追補增薪。昨日再有一名前社福機構員
工批評機構剋扣她近10個月、合共約5,000元追
補增薪。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與麥美娟俱促
請所有社福機構向員工全數發放追補增薪，當局
應全檢視現行社福機構的資助制度。 公務員及
津助機構員工於2014年獲加薪，惟受立法會拉
布影響，立法會財委會於今年1月16日才通過薪
酬調整撥款。根據安排，所有在整筆撥款資助職
位的僱員均與公務員及資助機構一樣，除於今年
2月起獲加薪外，亦獲發追補增薪，追溯期由
2014年4月1日起至2015年1月31日止，立法會
福利事務委員會今日開會討論福利機構處理追補
增薪的安排。

離職員工批機構剋扣
曾任職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6年的蔡小姐昨日

表示，今年1月24日離職，惟機構早於同月20
日收到社署通知獲批撥款，卻仍以內部於2月才
通過為由，拒絕向她發還去年4月1日至她離職
當日合共約5,000元的追補增薪。她批評該機構
一直剋扣離職員工的追補增薪，「一貫做法唔等
於員工認同，現時員工追討無門。」
目前在一間社福機構任職二級物理治療師的龔

先生指出，由於他屬合約資助模式服務的員工，
雖合約列明每年會按公務員加薪調整薪酬，但不
獲追補增薪，屬「同工不同酬」。他又表示，由
於立法會拉布令他「足足遲了大半年」才獲加
薪。
郭偉强指出，目前165間非政府機構在1月中

已收到新增的4.6億元增補資助，而社署指引列
明，機構應將調整薪酬的資助額外撥款全數用於
員工薪酬之上，「縱然有社福機構內部通告講明
離職員工不獲追補增薪，亦不合理。」他批評社
署的指引並無法律效力，令該署猶如「無牙老
虎」。

麥美娟：「拉布惹的禍」
麥美娟指出，現時合約資助模式的社福機構員工不獲追

加撥款，無視提供服務機構成本上升的壓力及員工士氣等
問題，認為有關制度需予以檢討。對於追補增薪的金額愈
來愈大、獲「走數」的員工愈來愈多，以及合約資助模式
員工遲遲才獲加薪，她歸咎是「拉布惹的禍」。
香港社工及社會福利人員協會副主席陳義飛則促請社署

徹查社福機構有否善用公帑，並要求所有福利機構將追補
增薪部分全數向員工發放。
社署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在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下，非

政府機構可靈活調配資源自行制訂合適的人力資源政策。
而《最佳執行指引》規定，非政府機構可選擇以何種方式
向員工發放薪酬調整，但應清楚向員工說明。
社署指出，今年1月20日通知有關薪酬調整撥款的安排

時，已強調該筆撥款是從去年4月1日起計算，故鼓勵非政
府機構考慮向同一年度已離職員工追補增薪。

■再有一名前社福機構員工批評機構剋扣她近10個月、合
共約5,000元追補增薪。 聶曉輝攝

阿輝於去年畢業後，便被派到瑪嘉烈醫院工作。
他稱，「當我知道自己被派到兒科病房時，我

也感到非常驚訝及驚喜，很少男護士會到NICU工
作，我沒有想過自己竟然會有機會接觸到。」阿輝
的同學亦向他開玩笑地說，「你就好啦！整個病房
全都是女護士，只有你一個男護士。」

感脆弱如乳鴿 初工作冇信心
面對一個個體型細小的新生命，阿輝最初也感到
有點害怕。他表示，剛於NICU工作時，看見每個
嬰兒都很脆弱，很怕自己會傷害到他們，對自己沒
有信心。被問及第一次親手接觸到那些嬰兒，阿輝
形容說：「他們就像乳鴿般，捧在手上很細小、很
柔軟，皮膚仍很通透，感覺很特別。」

護士除了要照顧病人外，還要與家屬有良好的溝
通，而阿輝則能以男性思維與嬰兒的爸爸溝通，更
為投契。阿輝的上司、新生嬰兒特別護理及深切治
療部經理李小燕指，曾看到阿輝與一名嬰兒的爸爸
講解嬰兒的情況，發覺他很有條理，令她眼前一
亮。李稱，「我相信男性與男性溝通會比較容易，
加上阿輝很有耐性、說話很有條理，可以讓新爸爸
們更易了解自己子女的情況。」

BB靠哭表訴求 勿心煩多觀察
照顧嬰兒的工作比照顧成人更困難，因為嬰兒尚

未懂得用言語表達不適。於NICU工作接近一年，
阿輝亦曾因嬰兒們不停哭泣而感到心煩，但他明白
到哭泣是嬰兒唯一的表達途徑。他表示，「如果有

BB不停地哭，他們必定有甚麼需要，我便會細心觀
察一下，看看他們是否餓了、是否需要換片，或者
有時他們只想你抱抱他們。」
由一名新手到現在，李小燕對這名兒科病房「男
天使」的工作表現有90分，全因他的耐性、細心、
溝通技巧及有判斷力。被問到對日後照顧小朋友是
否已很有信心，阿輝笑說，「現時應該有信心，會
懂得在他們哭的時候觀察及安慰一下他們，不會再
感到煩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葉佩妍） 剛出生的嬰兒，像水珠般脆弱，需要特別呵護。憑着

一雙溫柔的手及一顆細心，鄔錦輝成為新生嬰兒特別護理及深切治療部(NICU)中的「男

天使」，陪伴嬰兒們健康成長。除了一般的護理工作外，阿輝還有一項「撒手鐧」，就

是以「Men's Talk」的形式，與嬰兒的父親講解嬰兒的情況，讓爸爸們更容易明白。由

「不知所措」到現在有「有板有眼」，阿輝笑言愈來愈喜歡於NICU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本港每
日產生逾3,600公噸廚餘，相當於300
架雙層巴士重量。一項調查顯示，僅
約四成受訪者外出或在家用膳時，能
吃光食物不浪費，每餐大多要棄置半
碗至一碗分量的廚餘，主因是高估食
量；但八成人不覺自己浪費食物。而
近七成人願意嘗試以菜頭菜尾製作菜
式，當中24%因不懂製作而未有實
踐。

40%人稱眼闊肚窄叫多了
綠領行動於上月訪問了 649 名市
民，以了解他們進食及處理菜頭菜尾
情況，僅42%受訪者外出用膳時能吃
光而不浪費，在家居用膳能吃光的更

只有39%，其餘受訪者每餐大多要棄
置半碗至1個飯碗廚餘。調查又指
出，40%受訪者解釋出現廚餘的原因
是高估自己食量，其次是因家人臨時
無法出席，佔20%，但八成受訪者都
不覺自己浪費食物。
調查又發現最常未煮過而會丟棄的

食材分別是佔45%的蔬菜葉或根，其
次是佔21%的骨頭和15%的肉類皮及
脂肪。調查亦顯示，近70%受訪者表
示，願意嘗試以菜頭菜尾再製作菜
式，但當中24%卻不懂如何做而沒有
實踐。有見及此，綠領行動昨日舉行
「菜頭菜尾烹飪大賽」啟動禮，即場
示範如何以菜頭菜尾烹飪出健康又美
味的環保菜式。
主禮嘉賓、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致

辭時表示，本港有機廢物中，大多數
為廚餘，促市民從源頭避免產生及減
少廚餘，以免浪費食物及其他寶貴資
源。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亦指，縱
然政府近兩年加強推廣相關教育，但
港人對珍惜食物的意識仍低，故他希
望透過為期18個月的比賽，宣揚菜頭
菜尾再用的訊息；而得獎作品亦會被
編製食譜，將可把如何善用食材的做
法傳授開去，讓整個社會以實際行動
來減少廚餘，支持惜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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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恭蕙即場示範以菜頭陸恭蕙即場示範以菜頭
菜尾烹飪出健康菜式菜尾烹飪出健康菜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民建
聯婦女事務委員會昨趁母親節到政
府總部請願，要求政府為40歲或以
上婦女提供免費乳癌普查，並呼籲
所有女士自行接受檢查，及早預防
乳癌。他們將請願信交給政府代
表，要求食物及衛生局跟進該議
題。
根據醫管局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

心的最新數字，現時乳癌已成為香
港女性常見癌症疾病的首位，發病
年齡也逐漸降低，2012年發病年
齡中位數為54歲。但目前香港女
性普遍對預防乳癌的意識不足，對
及早發現乳癌的重要性亦缺乏認
知。

葛珮帆：逾40歲確診數字升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

帆昨日表示，現時乳癌已成為香港
女性癌症頭號殺手，而且確診數字
有上升的趨勢，情況不容忽視。特
別是40歲以上的婦女患上乳癌的
風險隨年紀顯着增加，但她們意識
偏低，加上可能怕尷尬或檢查費用

昂貴關係，大多不會主動做檢查，
因此呼籲婦女接受臨床乳房檢查、
乳房X光造影或超聲波檢查，因為
越早發現病症，治癒機會越高。
根據香港乳癌基金會的的資料顯

示，大部分乳癌患者未必屬於患乳
癌風險較高群組，如有家族乳癌病
史，因此委員會認為婦女不能掉以
輕心，建議她們定期接受乳癌檢
查，及早發現是治療的關鍵；長遠
而言，亦可減輕政府日後就乳癌帶
來的醫療負擔。
委員會要求政府效法其他國家，

為40歲或以上婦女提供免費乳癌
普查，並呼籲婦女關注乳房健康和
定期接受檢查，可以確保及早診斷
及治療。同時提醒婦女定期自我檢
查，辨識不尋常的變化，如有異常
狀況，應及早求醫。
此外，委員會建議政府加強宣傳

教育，推動婦女關注乳房健康，並
就預防方法製作宣傳片及派發單張
或小冊子，以加強婦女關注乳房健
康的意識，增加她們對定期檢查的
重視。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昨趁母親節到政府總部請願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昨趁母親節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要求
政府為政府為4040歲或以上婦女提供免費乳癌普查歲或以上婦女提供免費乳癌普查。。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由一名新手到現在由一名新手到現在，，李小燕對這名兒科病李小燕對這名兒科病
房男天使的工作表現有房男天使的工作表現有9090分分。。 葉佩妍葉佩妍攝攝

「媽媽節」摸馬馬

■責任編輯：李一凡 版面設計：伍泳傑
http://www.wenweipo.com

香港廣佛肇聯誼總會
百人燒烤聯誼活動熱鬧舉行
香港廣佛肇聯誼總會作為愛國愛

港的社團，一心致力為香港與內地

作貢獻，在年初成立了為數百人之

義工團。為了宣揚總會及義工團的

理念，加強團員之間的認識和互

動，由廣佛肇總會主席劉軍帶領

下，秘書長陳卓智及義工團團長區

國泉於日前在大棠荔枝山莊組織了

百人燒烤聯誼活動。

主席劉軍和嘉賓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梁福元發表鼓勵演
講，團員一致承諾信守廣佛肇義工團以香港是我家「不為物質
報酬，基於良知、信念和責任，志願為社會和他人提供服務和
幫助」的理念，積極參加該會活動。
當天場面熱鬧，除了遊玩及燒烤聯誼之外，其間更穿插以

「愛我香港認識香港」為主軸的遊戲，團員都積極分享參與義
工團後的得着並發表對義工工作和香港福祉的期望，最後大家
皆盡興而歸。
廣佛肇義工團一向積極為社會福祉出心出力，秘書長陳卓智和

義工團團長區國泉已先後帶領參與了多項活動，包括：香港仔街
坊長者舉辦的「萬歲同歡慶團年」派贈福袋等慈善義工活動；及
在4月25日帶領30多位義工參與在世界龍崗學校劉皇發中學舉行
的「關愛同樂日千人剪」活動，為長者及普羅家庭提供義務剪
髮、派贈福袋等，團員和在場的家庭老幼打成一片，場面溫馨。

香港廣佛肇聯誼總會義工團期望透過愛心活動，將關懷帶給
有需要的人，以正面力量互助互愛感動人心，共同建設更和諧
美好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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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日前公布新管理架
構，並即時生效。
區張明儀獲委任為香港永明金融首席分銷總
監，負責永明金融所有銷售渠道，包括營業團
隊及金融企業中介人團隊。永明金融在其發出
的新聞稿中表示，區氏在銷售、市務、營運及
客戶關係管理方面擁有豐富經驗。她將致力促
進銷售團隊的生產力，以達至及超越公司的業
務目標。
楊濟民將接受新任命，出任首席市務總監，
負責香港區所有品牌推廣及市務活動，以及產
品研發。楊氏亦會與退休金市務團隊緊密合
作，致力分享經驗，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協同效

應。
蔡靈芝獲任命為首席營運總監，專注於公司

營運及業務支援，並負責統領多個優化客戶服
務的項目。蔡氏於產品發展及管理、市務及其
他主要業務方面均擁有豐富經驗，有助進一步
提升公司效率及強化「以客為本」的精神。
與此同時，上述三人將繼續向香港永明金融

行政總裁夏哲偉匯報。永明金融是香港主要的
國際金融服務機構，為個人及企業客戶提供各
類保障及理財的產品和服務。永明金融現時與
其合作夥伴在全球多個重要市場發展業務，當
中包括加拿大、美國、英國、愛爾蘭、香港等
地。

香港永明金融公布新管理架構

由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主辦的「香港企業
社會責任及廚餘回收再造問卷調查」1分鐘問
卷調查發布會於2015年5月8日假國際青年商
會香港總會上環會址舉行。本次問卷調查邀請
18-40歲香港年輕人填寫問卷，希望透過這次
問卷調查，了解本港年輕人對香港企業社會責
任及廚餘回收的看法，包括香港企業社會責任
及廚餘回收再造，旨在向有關當局及機構反映
意見，亦令香港人，包括商界及社會大眾反
思。

是次調查收集了510份問卷，受訪對象主要
為18至40歲的年輕人，調查內容顯示：有五
成一受訪者公司有參與企業社會責任的活動；
有九成半受訪者認為企業應該履行社會責任；
在510位受訪者中，有超過350認為企業在考
慮自財政和經營狀況外，也要顧及其對社會和
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影響；有九成一受訪者認為
政府應該多點教育市民企業社會責任等。發布
會邀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JP擔任嘉賓。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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