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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外遊團費 日貴12%
寶島遊「北加南減」東南亞全跌星馬「大插水」

農曆新年外遊團費一覽（部分）
地區 天數 2015年價錢 2016年價錢 與去年比較
日本（本州） 5 8,499元 9,499元 +12%
日本（北海道） 5 1.13萬元 1.19萬元 +5%
韓國 5 4,599元 4,999元 +9%
台灣（台北） 4 2,999元 3,199元 +7%
泰國（曼谷） 5 3,239元 3,088元 -5%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5 7,399元 6,589元 -11%
歐洲 8 1.12萬元 1.19萬元 +6%
美國 7 1.25萬元 1.09萬元 -13%
澳洲 8 1.88萬元 1.76萬元 -7%
新西蘭 9 2.15萬元 2.19萬元 +2%
資料來源：旅遊業議會 製表：記者 鄺慧敏

旅議會昨日公佈農曆新年期間（2月4日至2月11
日）旅行團費，日本及韓國團費升幅最多，其中

日本本州 5天團團費今年為 9,499 元，較去年上升
12%；韓國5天團團費今年為4,999元，較去年上升
9%。
港人另一旅遊熱點台灣，其北部團費上升，南部團費
卻下跌；如台北4天團團費為3,199元，按年升7%；相
反高雄5天團團費為4,399元，按年下跌4%。
東南亞團費則全面錄得跌幅，當中以新加坡及馬來
西亞團費跌幅最大，按年下跌11%，5天團今年只需

6,589元；越南團團費則按年跌9%；泰國團團費則按
年跌5%。

8天澳洲團 按年平1200元
長線團方面，美國、南非及澳洲的團費均出現跌幅，

分別按年下跌13%、12%及7%，當中以8天澳洲團團費
今年只需1.76萬元，較去年同期便宜1,200元；相反歐
洲及新西蘭團費分別上升6%及2%，8天歐洲團團費為
1.19萬元、9天新西蘭團團費為2.19萬元。
東瀛遊執行董事禤國全表示，日圓下跌令遊日人數增

加，酒店及機位較為緊絀，使日本團團費平均上升約
5%。他續稱，新春期間不論是日本南部及北部的旅行
團均已「爆滿」，特別今年新年撞正2月初的北海道雪
祭，更能吸引市民到當地旅遊。
康泰旅行社發言人表示，今年整體團費與去年相若，

沒有大幅加價及減價，「可能旅議會的團費包括了一些
特色豪華團，令人感覺（團費）升幅很大。」

韓國團倍增 客升三成
她又指出，今年韓國團最受市民歡迎，現時已開辦約

廿多團，較去年增加一倍，客量按年升約20%至30%，
「近年吹『韓風』，加上團費較日本便宜一半，能吸引
市民。」
她舉例指出，韓國5天團約4,000元至6,000元，但北

海道5天團則需1.3萬元至1.6萬元。
另外，她又表示歐洲及美國團團費與去年相若，個別
團費亦輕微下跌2%至3%，但歐洲在恐襲陰霾下，報團
人數較去年下跌。相反，不少市民因澳元下跌及電視旅
遊節目影響下，選擇到澳洲旅遊，客量較去年上升
20%。她又預計，農曆新年的客量能按年上升10%。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鄺慧敏） 農曆新年
一向是港人外遊的高峰
期。旅遊業議會昨日公
佈農曆新年期間各地旅
行團的團費，旅遊熱點
日本及韓國團費升幅較
多，其中日本本州的團
費升幅最高，按年急升
12%；其次是韓國，團
費按年升9%。不過，
綜合各地的旅行團，平
均團費為8,577元，較
去年下跌3%。有旅行
社表示，日圓下跌令遊
日人數增加，酒店及機
位較為緊絀，導致日本
團費上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伊利沙伯
醫院發生醫療事故，有兩名孕婦被刮穿子
宮，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
該院的婦產科現缺3名醫生，冀稍後醫學
院畢業生人數上升能作補充，他又承認本
港公立醫院醫生人手緊張，指醫務委員會
及醫院管理局有相應措施，包括豁免海外
專科醫生最多半年實習期，以及重新聘請
退休醫生。
伊利沙伯醫院接連發生兩宗孕婦被刮穿

子宮事件，高永文昨日被問及是否因人手
或培訓不足導致有關事件時指，伊利沙伯
醫院婦產科現時有24名醫生，其中有13
名具專科資格，現缺3名醫生，他希望稍
後醫學院畢業生人數上升能補充短缺的人

手。
高永文又指，整體醫生流失率約為4.3%

至4.4%，數字在近兩年維持平穩。

高永文：聘退休醫生解「人手荒」
高永文承認本港公立醫院醫生人手緊

張，表示稍後一兩年醫科畢業生的數字會
逐步提升至每年420名，而近兩年能夠通
過醫務委員會專科考試成為執業醫生的人
數亦有增長。
高永文又指醫委會最近亦通過，持專科

資格的海外醫生可獲豁免其相屬科最多半
年的實習期，醫管局亦有相應措施，如以
合約形式聘請一些退休醫生最多5年，以
挽留有經驗的醫生。

伊院兩孕婦刮穿子宮

■■適逢下月初北海道舉行雪祭適逢下月初北海道舉行雪祭，，
吸引市民新春到日本旅遊吸引市民新春到日本旅遊。。圖為圖為
去年札幌雪祭情況去年札幌雪祭情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首爾光化門是港人赴韓國首爾光化門是港人赴韓國
旅遊的熱門景點旅遊的熱門景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護士管理局昨日繼續聆訊2011年
九龍醫院一名患咽喉癌病人被「紗
布封喉」窒息死亡的嚴重醫療事
故，其中一名被告、負責接收病人
的九龍醫院護士吳幗敏指出，病人
由伊利沙伯醫院轉到九龍醫院時，

並沒有任何記錄顯示病人的喉嚨造口是永久
性，故她錯誤把造口理解為臨時性。
另一名被告、註冊護士李勵靈指出，未發
生事故前，九龍醫院並無指引說明如何處理
沒有插喉管的造口，強調自己無辜。
案件涉及12名護士，但只有兩名護士出
庭作供，吳幗敏昨日表示，病人在伊利沙
伯醫院做手術後，轉到九龍醫院時，其出
院記錄只寫上病人曾進行氣管整形手術，

並無寫下已切除整個咽喉，亦無記錄顯示
病人的喉嚨造口是永久性，故錯誤把造口
理解為臨時性，其後按伊利沙伯醫院的做
法，用膠紙封實造口四邊的紗布，以避免
細菌感染。

認「收症」沒看完整病情記錄
不過，她承認接收病人時只看了伊利沙伯

醫院的簡短出院記錄，沒有看整份病情記
錄，因此並不了解病人接受了什麼手術，也
分不清臨時造口及永久性造口的分別。
另外，曾幫病人清洗傷口的李勵靈，昨日

作供時強調自己無辜。她表示，事發期間只
有11月10日及11日當值，11月10日晚上
充當「自由人」角色，協助病人量血壓、轉

身及洗傷口等，她認為自己已經盡其職責。
她又透露，醫院當時未有指引說明如何處
理沒有插喉管的造口，或應如何貼上紗布，
加上在求學時期也沒有聽過有關知識，故把
造口當成臨時傷口處理，以膠紙貼在造口四
邊的紗布。
2012年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指出，護理人

員誤把永久造口當作為臨時造口處理，不恰
當地以紗布覆蓋造口，病人深呼吸時紗布有
機會被吸入氣管造成危險 ，批評主診醫生
及護士的警覺性低。
但死因庭曾於2013年裁定事件為意外，

直到去年底，護士管理局接受死者兒子王冰
芸的投訴，重新調查案件。

■記者 文森

紗布封喉事故 護士：以為造口屬「臨時」
護
管
局
聆
訊

「1+5中醫課程」，是為有志於投身中醫但公開試成績未達33222的同
學，提供另一可行之升學途徑。在香港科技專上書院完成醫療副學士的學生
完成一年級的課程後，入讀湖北中醫藥大學5年全日制中醫學士學位課程，
畢業後可返港參加中醫執業資格試，為晉身中醫行業取得重要的資歷。

時美真博士：
為不同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升學課程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校長時美真博士致辭時表
示，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致力為本地的學生提供高
質素的專上教育，着重關愛輔導，使各學生能發
揮自己的潛能，為社會作貢獻。「1+5中醫課
程」是通過正規的內地升學途徑，為有意修讀中
醫的本港學生在香港和內地升學開闢了新的方
向，同時為香港的中醫發展儲備人才。
時美真博士一向特別關注畢業同學的發展前
景。她表示，修讀香港科技專上書院健康科學副
學士，並銜接到湖北中醫藥大學的同學，有機會
獲得兩校的學位和副學位資歷。同學在港修讀一年，其後到湖北修讀5年
的中醫課程，若在暑假順利完成其他健康科學副學士的學分，即可於畢業
後同時取得香港科技專上書院健康科學副學士學位的資歷，並可申請保健
員註冊，專業發展更上一層樓，增加社會認受性。

呂文亮教授：
課程兼具理論和臨床見習

湖北中醫藥大學校長呂文亮教授致辭時表示，湖北中醫藥大學在藥學及
醫學檢驗領域具有一定特色與優勢，未來積極為香港培養中醫人才。醫學

是關乎人的性命，其理至深至奧，按照中醫人才
的成長規律，一般經過堅實的本科訓練後，要在
臨床上有數年的持續培訓，才能成為高水平的中
醫師。湖北中醫藥大學為「1+5中醫課程」的香
港學生，專門設計了兼具科學性與靈活性的中醫
系統課程，包括經典中醫課程、中醫基礎理論課
程、橋樑課程和臨床見習課程等。
呂文亮教授介紹，該校教學資源豐富，師資雄

厚。學校擁有9間附屬醫院，同時容納10,000張
病床。中醫專業的學生可從三年級開始於門診見

習，並實行中醫傳統的師承教育，經
驗的傳承特別到位，為「1+5中醫課
程」的香港學生提供理論教學與臨床
見習並重教學模式。呂文亮教授也表
示，在語言和生活方面，該校也為香
港學生提供全面的支援，讓學生盡快
融入湖北的學校生活。

湖北修讀中醫
返港可考取中醫資格
隨着本港對中醫認受性日漸提高，

中醫畢業生的發展前景令人鼓舞。但以往中醫只被少數高校視為正統大學
學科，且入行門檻高，考取中醫資格的要求也特別嚴格。根據香港《中醫
藥條例》規定，除了畢業實習及臨床見習，整個課程必須於頒發學位之院
校當地修讀。有鑒於此，香港科技專上書院高瞻遠矚，與湖北中醫藥大學
為聯合開辦的「1+5中醫課程」，為本港有志投身中醫之學生，提供多一
個升學的選擇。
在中醫國際化的發展前景下，「1+5中醫課程」為本港不同背景的學生

提供高層次科學研究的中醫課程，證明中醫不再是單憑古書理論，而是可
以通過系統的專業課程，使更多的同學有機會邁向中醫的行業，也為中醫
這古老的行業煥發新的活力。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與湖北中醫藥大學聯合辦學

1+5中醫課程 為香港儲備中醫人才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日前與湖北中醫藥大學，為聯合開辦的「1+5中醫課程」舉辦隆重的簽

約儀式。中聯辦教科部副巡視員紀建軍，香港科技專上書院校長時美真博士，湖北中醫藥大

學校長呂文亮教授 ，前香港勞工處處長、香港科技專上書院校董會成員陳達文博士，香港科

技專上書院校董會成員李漳南，香港科技專上書院校務委員會主席劉志輝，湖北中醫藥大學

國際教育學院院長陳長虹，湖北中醫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科長鄒峰等擔任主禮嘉賓，氣氛熱

鬧隆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雪婷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是一所多元化及非牟利
專上學府，以開拓學生國際視野，發掘學生
潛能為辦學宗旨。該校更為全港第一所提供
獲專業及學術認可的全日制及兼讀制海外學士
課程院校，至今已開辦多個通過獲香港學術及
職業資歷評審局 (HKCAAVQ)評審之自資專上課程，當中包括：
毅進文憑課程、副學士課程、海外學士課程、碩士課程及博士課
程。該校開設文、理、商三個主要學術範疇，合共二十多個學習領
域中選取適合的進修課程。學校亦同時提供犯罪及調查碩士課程。

■時美真校長致辭

■■時美真校長時美真校長（（右右））與呂文亮校長與呂文亮校長（（左左））為為「「11++55中醫課程中醫課程」」舉辦隆重的簽約儀式舉辦隆重的簽約儀式。。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

湖北中醫藥大學創建於1958年，其前身是成立於1954年的湖北
省中醫進修學校，是湖北省唯一一所高等中醫藥本科院校，國家教
育部本科教學工作水平合格評估優秀學院。2003年，原湖北中醫
學院與原湖北藥檢高等專科學校合併，成立新的湖北中醫學院；
2010年更名為湖北中醫藥大學。學校從1986年開始招收來華留學
生和港澳台地區學生，1993年被教育部確定為全國第一批有條件
接受外國留學生的高校，並享有對香港地區免試招生資格，目前在
校港澳台生及留學生規模位居湖北省高校前列，被評為「全省教育
系統外事教育先進單位」和「留學生管理工作先進單位」。

湖北中醫藥大學

■眾多中學老師和同學到會場了解「1+5中醫課程」。■呂文亮校長致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