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為籌備
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按量收費及應付在廢物
管理方面大增的工作量，環保署向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建議，開設一個首長級乙級政
務官編外職位（首長級薪級第三點），以
及一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首長
級薪級第二點），各為期3年，於財委會
批准後即時生效。擬設的首長級丙級政務
官，將領導環保署新設立的廢物管理（特
別職務）科；擬設的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則負責監督該科及環保署現有的廢物管理
政策科。
環保署指出，按量收費可帶來經濟誘

因， 推動市民改變產生廢物的行為習
慣，從而減少整體廢物棄置量。環保署
已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目標是在3年內
完成都巿固體廢物收費的制定階段。現
時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政策一直由環保署
內的廢物管理政策科制定，但制定都巿
固體廢物收費的執行細節所涉工作複雜
且量大，廢物管理政策科將無法繼續負
責有關工作，又同時兼顧其他持續的政
策發展項目。

副署長難同時負責固廢職務
該署又指，現時環保署副署長職務十分

繁重，須監督4個負責廢物管理的科別，同
時亦負責制定與推行自然保育政策。隨着
促進回收業可持續發展的新措施逐步落
實，以及規劃新的廢物處理設施及擴建堆
填區的迫切需要，要求副署長同時負責都
巿固體廢物收費的職務並不可行。
建議開設的首長級乙級政務官（職銜為
環保署副署長）將監督廢物管理政策科及
廢物管理（特別職務）科，並向環境局常
任秘書長 / 環保署署長負責。

料年薪開支398.2萬
至於擬設的編外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銜

為環保署助理署長（特別職務））將主要協
助環保署副署長籌備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並將領導環保署新設立的廢物管理（特
別職務）科。按薪級中點估計，擬開設的兩
個首長級編外職位，所需要增加的年薪開支
為398.2萬元。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將於本月23日開會討論有關事宜。

推垃圾收費 增兩首長職位

工貿署月底研討會談電子商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工業貿

易署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英文簡
稱：SUCCESS）將於本月 25 日舉辦
「透過電子商貿 連接全球市場」研討
會。研討會講者包括阿里巴巴香港有限

公司客戶經理吳道良、沛益企業有限公
司總監張志生、409集團有限公司總監陳
永華。他們將分享國際電子商貿的營商
秘訣，以及探討電子商貿為中小企業帶
來的影響。

研討會將於當日下午2時30分在香港
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以廣東話進行，費
用全免。
有意參加者可於本月23日前向SUC-

CESS登記。欲查閱詳情及網上登記，可
瀏覽網頁：www.success.tid.gov.hk；亦可
於網頁下載申請表格，填妥後傳真至：
2737-2377。

8.2萬選民資料待查 迄今1.4萬人回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選舉事
務處發言人日前提醒選民，如收到查詢信
件，必須在法定期限7月2日或之前回
覆，以保留他們的選民登記，確保他們可
以在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及其後的公
共選舉中投票。為提升選民登記冊資料的
準確性與完整性，選舉事務處已於今年4
月至5月按相關選舉法例以掛號郵遞方式
向約8.2萬名選民發出查詢信件，要求他
們確認或更新登記住址。
截至目前，選舉事務處已接獲約1.4

萬名受查訊選民的回覆。選舉事務處發
言說：「所有查詢信件已於5月底前全
部發出，信封上蓋有『重要文件 請盡

快回覆』的顯著提示，提醒選民信件的
重要性。受查詢選民只須於7月2日或
之前交回回條以確認或更新其登記住
址。」
為進一步提醒受查詢的選民須在法定期

限前確認或更新其登記住址，選舉事務處
正透過不同渠道，包括電話、電郵或傳真
等方法聯絡未回覆的選民。鑑於部分未回
覆查詢信的選民沒有提供住址以外的聯絡
方法，選舉事務處將與民政事務總署合
作，盡力接觸該批選民。各區民政事務處
聘用的選民登記幹事 / 助理現正對這批
選民進行家訪，提醒他們應盡快回覆查詢
信件。

如選舉事務處在7月2日或之前仍未收
到受查詢選民的回覆，他們的姓名將會被
納入在今年8月1日或之前發表的「取消
登記名單」內。如有關選民希望保留其選
民身份，他們需於8月25日或之前提出申
索或更新登記住址，並獲審裁官的批准，
方可納入在9月發表的正式選民登記冊及
在其後的公共選舉中投票。
選民如有疑問，可致電選舉事務處熱線

2891-1001，職員會提供協助及解釋相關
程序。查詢程序的常見問題亦已上載至選
舉事務處網站（www.reo.gov.hk）及選民
登 記 網 站 （www.voterregistration.gov.
hk）供公眾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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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跡香港」展現港工業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由康文署及香港社會
發展回顧項目主辦、古物古蹟辦事處籌劃的「發跡香
港」展覽，於上周五（12日）起至9月13日，在香港文
物探知館舉行，呈現本港戰後至上世紀80年代蓬勃的
工業面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工業起飛。當時正值國共內
戰，大量移民湧至，把內地資金、機器、技術及廉價勞
動力帶來香港，令紡織、製衣、塑膠、假髮、玩具、鐘
錶、電子等輕工業迅速發展。企業家與工人的拚搏和努
力，讓香港製造的產品得到世界認可，行銷海外。但自
上世紀70年代末起，製造業北移，香港經濟轉型，製
造業黃金歲月已成過去，成為一輩人的集體回憶。

知專生工業為題創作視藝作品
展覽以昔日工廠為背景，彰顯企業家及工人不屈不撓
的堅毅精神，以及對經濟躍進的貢獻，同時探索工業在
香港發展進程中擔當的重要角色。展覽展出有關製造業
發展歷程的資料圖片、口述歷史訪談片段，香港知專設

計學院學生以香港工業為題創作的視覺藝術作品，讓大
眾特別是年輕一代了解昔日香港工業的面貌。
展覽於上周四揭幕，主禮嘉賓包括發展局局長陳茂

波、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總裁潘偉賢、嘉道理父子有限公
司董事高富華、署理康文署副署長（文化）陳承緯及古

物古蹟辦事處執行秘書蕭麗娟。陳茂波致辭時指出，歷
史並不限於過去，更引領我們認識現在、塑造未來，
「社會未來發展，無論是經濟和文化、或是文物保育，
除了政府的努力外，亦有賴更多企業與機構的參與及貢
獻。」

■展覽展出多張珍貴的歷史圖片，呈現本港戰後至
上世紀80年代工業發展的歷程。

■展覽會播放口述歷史訪談片段，工人道出昔日在
工廠的點滴。

■■左起左起：：陳承緯陳承緯、、潘偉賢潘偉賢、、陳茂波陳茂波、、
高富華高富華、、蕭麗娟主持開幕儀式蕭麗娟主持開幕儀式。。

■■知專生以香港工業為題知專生以香港工業為題，，製作視覺藝術製作視覺藝術
作品作品，，從另一角度呈現香港工業的面貌從另一角度呈現香港工業的面貌。。

黃思豪：10年人手未增 無私醫護頂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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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員工巧製治療器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入行25年的顧

泰康，於聯合醫院擔任職業治療助理，憑着一雙
巧手及樂於助人的心態，他為逾百名病人度身訂
造輔助儀器，成功奪得2015年度傑出員工獎。顧
泰康指入行多年，每天上班會撫心自問工作的意
義，「就是希望病人盡快康復。」
顧泰康就讀職業先修中學，對金工、木工及車
工一直有着濃厚的興趣。1988年，他入職職業治
療助理，工作主要為日常生活遇到障礙的人士製
作器材，提升個人自理能力。例如職業治療部經
常接到骨科求助，幫接受完手術的患者製造前臂
旋轉矯形架、活動式手架及休息手架等輔助工
具。由於醫生希望病人可以有限度拉鬆關節，一
般要求輔助工具可以有限度移動，將幅度設於某
個範圍之內。
顧泰康分享道，一次需要替睡眠窒息症患者製
作一個抱枕，讓患者保持側睡，因為仰睡可能導
致窒息。然而，參考外國而製成的抱枕對香港的
床而言變得過大。他在某個夜晚忽然得到靈感，
醒來後趕快寫下相關概念，翌日回工場，同睡眠
治療師討論後，打造出一個可以「揹住瞓的背
包」，阻止患者仰睡。
他的上司聯合醫院職業治療部高級職業治療師
馬楊秋玲對顧泰康讚賞有加，稱其工作表現遠超
其工作所需，有時醫生在外國醫學雜誌看到新式
醫療用品，不經意問他是否可以製造相同的產
品，然後他自己就走去新填地街、鴨寮街遍尋合
適物料，再回到醫院工作室不停地嘗試。

■顧泰康憑着一雙巧手及樂於助人的心態，為逾
百名病人度身訂造輔助儀器，奪得2015年度傑出
員工獎。 翁麗娜 攝

聯合醫院為東九龍重點腎科轉介中
心，截至2014年，共有873名腎衰

竭病人接受「洗肚」、「洗血」及換腎
後覆診服務，整體人數較1995年超出7
倍。該院目前只有5名腎科專科醫生及一
名兼職腎科醫生，面對近千名腎衰竭病人
的入院、門診及覆診，醫護人員面對的壓
力非常之大。
聯合醫院內科及老人科副顧問醫生黃

思豪表示，面對直線上升的患者，過去
10年內科腎科的人手沒有增加，擺在眼
前是艱巨的人力資源挑戰。人口增加及老
化，全港的醫療人手都「追唔切」，只好
頂硬上，盡力保持優質服務。

腎病復康治療全港領先
聯合醫院在腎病復康治療方面領先全

港，包括上世紀80年代引入全港首個
「連續性可攜帶腹膜透析」儀器，令患者
可以安坐家中進行「洗肚」；上世紀90
年代首辦社康護士家訪，上門調查「洗
肚」患者的需要。傑作還包括2006年成

功研發腹膜透析（即洗肚）接駁儀器，輔
助病人駁喉對位，減低感染腹膜炎。
黃思豪表示，香港七成腎患者需要進

行「洗肚」，部分腎衰竭病人或因眼矇、
手震及手眼協調變差等問題，難以自行接
駁洗腎喉管，增加細菌感染致腹膜炎的風
險，該接駁儀器可輔助病人駁喉對位。目
前正在為其申請專利。

創辦病友會推社區互助
聯合醫院醫務社會工作部醫務社工梁潔

婷表示，慢性疾病患者一般容易出現情緒
問題，很多人變得消極灰心，因此適切心
靈關顧對他們相當重要。成立病友互助
會，病友之間同行，往往更有默契。聯合
醫院1981年創辦全港首個腎病病人互助組
織「康寧腎友會」，定期舉辦不同活動，
成為病人的交流園地。同時，透過腎友社
區復康計劃，按照病友居住區域，集合同
區病友一起做運動，成功鍛煉身心之餘，
亦形成社區互助小組，彼此互相幫忙。
醫護人員的不懈努力，獲得了病友們

的讚賞。據已成功換腎的林女士回憶，她
自己1996年發現患腎病，每日「洗肚」3
次，對剛剛新婚的她而言，最大的打擊是
不能懷孕，當時陷入生命低潮，一度想過
輕生。後來得到醫護人員開解及鼓勵，積
極參與社交活動，逐漸打開心扉。其後，
她於2003年懷孕誕下女兒，成為全港首
宗換腎後成功懷孕的個案。女兒現在11
歲，經常隨她參加康寧會的病友活動。林
女士坦言：「以前只懂吃喝玩樂、賺錢，
得病後反思生命的意義。」

馬生兩度換腎靠醫護鼓勵
馬先生於1990年患病，至今洗腎共25

年，經歷兩次換腎，惜均出現排斥，被迫進
行摘除，現時需要「洗血」。雖然天意弄
人，但他沒有氣餒，這全賴醫護人員的鼓
勵。他說，最初患病，一日需要「洗肚」四
次，即每隔6小時至7小時就要洗肚，因此
不敢出街，朋友也逐漸疏離；不過他積極參
加病友活動，同路人最終變成朋友，目前他
是病人互助組織的活躍分子。

■■聯合醫院腎科醫護聯合醫院腎科醫護、、社工及社工及
職業治療師團隊助病人走出陰職業治療師團隊助病人走出陰
霾霾，，奪得奪得20152015年度醫管局傑出年度醫管局傑出
團隊獎團隊獎。。 翁麗娜翁麗娜 攝攝

�*
�� 腎衰竭病人在成功換腎前，需要長期「洗肚」或「洗血」，不免面對情緒低落及實際的困

難，人生往往陷入低潮。聯合醫院腎科醫護、社工及職業治療師團隊以無私的愛心與關懷，助

病人走出陰霾，成功奪得2015年度醫管局傑出團隊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 翁麗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