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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院舍住宿服務券試驗 首要聆聽業界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府昨日公佈委任
林正財為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接替出任平機會

正財自 2011 年 7 月起擔任安老事務委
林員會副主席，他也是基督教靈實協會

行政總裁。政府表示，林正財致力促進長者

主席的陳章明，任期由本月 20 日生效，至 2018 年 福利，積極推動改善長者長期護理服務。此
7 月 29 日 。 林 正 財 外，政府又委任香港大學秀圃老年研究中心
表示，隨着人口老
化及具挑戰的經濟
環境，安老事務委
員會的工作任重道
遠，上任後會多聆
聽業界意見，並做
■政府委任林正財擔任安老事務
委員會主席。
資料圖片

好安老服務計劃方
案的研究規劃。

總監樓瑋群為安老事務委員會成員。

張建宗感謝陳章明貢獻
勞福局局長張建宗歡迎有關任命，指二
人對長者事務有豐富經驗，期望與他們緊
密合作，為長者服務發展及長者福祉努
力。張建宗感謝陳章明在任期間作出的重
要貢獻。
林正財表示，十分榮幸有機會繼續為安老
事務委員會服務，指他自己在非政府機構工
作，特別關心長者福祉，並對安老事務有一
定了解及看法。他感謝陳章明過往帶領團

隊，攜手促成安老事務的各項發展，作出有
目共睹的貢獻。林正財說，上任後首要為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劵試驗計劃」聆聽
業界意見，又會致力改善長者生活質素，實
踐「老有所為，樂享頤年」。
對於外界指政府過去甚少接納委員會的
建議，林正財不同意有關說法，認為政府重
視委員會意見。他強調，委員會願意接受批
評，會向大眾解釋清楚委員會建議的可行
性，並努力改變部分人認為長者是負擔的觀
念。
安老事務委員會於1997年成立，主要職責
是向政府提供建議及制訂全面的安老政策，
包括老人護理、住屋、經濟保障、醫療衞
生、就業等。委員會正籌劃「安老服務計劃
方案」，預料初步建議的制訂工作於今年 7
月完成，並於明年第二季提交報告。

民建聯倡 65 歲起享醫療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早年
推出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以「醫療
券」形式資助 70 歲或以上長者光顧私
家醫生。民建聯黃大仙及觀塘支部昨日
一行十多人，昨日到政府總部門外請
願，認為計劃已實行一段時間，要求檢
討計劃的聲音亦日益增多，故向政府提
出多項要求，包括下調合資格年齡至 65
歲。
民建聯提出的多項要求，包括下調合
資格年齡至 65 歲；簡化登記手續、減省
使用及呈報資料程序以改善現行複雜及
繁瑣措施；研究擴闊「長者醫療券」的
適用範圍至可購買助聽器等醫療器材及
加強宣傳。
觀塘區議員柯創盛指出，計劃已實行
一段時間，社會要求檢討的聲音日益增
多，包括要求將合資格年齡下調，相信
若當局接納要求，可讓更多長者受惠，
減輕他們的醫療開支負擔，減輕公營醫

政府設委員會推廣器官捐贈

■民建聯黃大仙及觀塘支部昨日到政
府總部門外請願，
府總部門外請願
，要求政府下調醫療
券合資格年齡至65
券合資格年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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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彭子文 攝
療體系的壓力。他又期望政府檢討長遠
人口結構變化對醫療服務的影響，增撥
長者醫療服務資源，讓市民繼續享受具
質素的醫療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 仁愛堂董事局
交代就職典禮昨日假洲
際酒店舉行。民政事務
局局長劉江華、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高永文主
禮。鄧錦雄膺新一屆主
席，獲頒選任證書，並
帶領一眾副主席和總理
在劉江華監誓下宣誓就
職，正式肩負發展仁愛
堂善業的使命。

另一方面，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早
前向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遞信，反
映九龍東區長者需要。他指出，九龍東
長者比例較高，以基層公屋長者為主，

聯合驗癌報告延誤 醫局徹查

林正財掌安老事務委員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邵萬寬）
基督教聯合醫院
延誤通知化驗結
果，令一名女病
人遲 4 個月才得
悉患上卵巢癌。
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高永文昨日出 ■高永文表示，醫管
席一個活動時回 局 已 委 任 調 查 委 員
應指出，今次事 會，料數周內會有報
彭子文 攝
件可能涉及技術 告。
上的問題，即傳送報告到病房或診所期間
出現問題。他表示，醫管局除了向有關病
人致歉外，亦已委任一個調查委員會，相
信數星期內會有報告。
他強調，由於整個醫管局的資訊科技系
統是一個連貫的系統，「故如果一個環節發
生問題，我們非常關注會否反映更大的問
題，或其他醫院或系統會否出現同樣問
題。」他表示，必須通過一個非常仔細的調
查找出原因，才可預防同樣事件再次發生。
高永文認為，醫管局及基督教聯合醫院
亦應檢視一下運作流程，看看萬一真的是
系統上出現問題時，能否在程序上給以補
救，「若程序上能協助早點發現問題，可
防止因這個問題產生的後果。」至於涉及
的病人會不會因而延誤化療程序，高永文
指要視乎個別病人的情況。

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殷切，公營醫院非常
擠迫，若將醫療券資格降至 65 歲，除
支援基層長者外，更有助公私營醫療分
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成立器官捐贈推
廣委員會，進一步加強推廣器官捐贈的信息，並會
協調及整合不同部門及組織的相關工作，推動更多
公眾教育和宣傳，以宣揚及深化器官捐贈的文化。
食物及衛生局發言人昨日表示，委員會負責擬訂推
廣器官捐贈的策略及方針，統籌推廣和促進器官捐
贈的活動，制定鼓勵器官捐贈和教育公眾的計劃和
活動，並邀請非政府團體、機構、社區人士及傳媒
參與，以加深市民對器官捐贈的認識，減少他們的
抗拒和猶豫，捐贈器官拯救他人生命。
發言人指出，器官捐贈及移植能否救助病人取決
於多個環節，大眾對器官捐贈的取態亦起關鍵作
用。政府一直致力在社會推動器官捐贈的文化，希
望令市民接受在身故後捐贈器官造福他人的概念。
器官捐贈推廣委員會的成員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委任，任期兩年，昨日起生效。委員會主席由食物
及衛生局副局長擔任，成員來自教育界、商界、病
人組織、醫護界以及其他專業、相關政府部門及醫
院管理局。發言人感謝各界別委員接受委任，支持
推廣器官捐贈。

仁愛堂新屆董事局就職
劉江華高永文主禮 鄧錦雄榮任主席

劉江華祝賀新屆董事局成員履任，祝
仁愛堂繼續群策群力，締造佳績。他

讚揚仁愛堂近 40 年來一直以「匡老扶幼、
興學育才、助弱保康、關社睦鄰」為宗
旨，在青少年發展服務、基層特殊兒童支
援、流動中醫醫療車和環保方面盡心盡力
服務社會大眾，深受認同，在推動慈善事
業及社區服務方面擔當不可或缺的角色。

拓安老服務推多元教育
鄧錦雄表示，新一屆董事局成員將「開拓
進取．靈活求變」，透過創新策略及進取精
神，為仁愛堂創造一個又一個善業高峰。他
透露，該堂將積極開拓安老服務，以關愛建
共融，以雲端科技儲存長者健康情況資料，
達至有效預防和控制病情的目標；推行多元

■仁愛堂第三十六屆/第三十七屆董事局交代就職禮，賓主合影。
教育項目，成就學生全人發展，增廣國際視
野；持續優化醫療服務和擴建新的服務大
樓，加強社區支援。
上屆董事局主席史顏景蓮作堂務報告，指
過去一年仁愛堂能夠創下佳績全賴一眾董事

青年夢想實踐家選舉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
由青年夢想實踐家協會日前舉行
新聞發佈會，宣佈「第三屆青年
夢想實踐家選舉」即日起至 5 月
31 日接受公眾提名。大會特邀
第二屆得獎者，香港兒童及青少
年創意藝術發展聯會會長歐陽鳳
盈分享實踐夢想的心得。
青年夢想實踐家協會創辦人暨
主席李嘉俊、副主席簡衛華、第
■賓主出席青年夢想實踐家選舉發佈會。
三屆選舉聯席主席暨顧問何淑賢
李摯 攝
等出席發佈會。
李嘉俊表示，協會希望鼓勵年輕人追 建立夢想平台，讓他們發揮所長，感受
夢，推動更多人實現夢想，希望通過得 跳舞帶來的滿足感。
追求夢想需要無窮的堅持與決心，她
獎者的故事帶來正能量。他希望活動能
讓年輕人感受到工作、賺錢不是唯一追 希望大家透過這個平台堅持信念，實現
求，業餘愛好也能成為夢想，甚至能成 夢想。
夢想實踐家選舉參選人年齡須為 18
為一條新出路，為人生帶來機遇。
歐陽鳳盈稱，她自小對舞蹈深感興 至 40 歲的香港永久居民，不分性別、
趣，一直夢想成為舞蹈老師，以自己的 學歷和背景，須由一名人士或一個團體
天賦、才能，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朋 推薦，以夢想的獨特性、實踐的完成程
友。她兩年前成立了東涌舞蹈團，在佐 度、對社會的影響力為評審準則。大會
敦也成立了舞蹈隊，與少數族裔的小朋 冀通過選舉發掘夢想實踐者，以不同形
友交流舞蹈，希望幫助孩子尋找興趣， 式向年輕人發放正面信息。

彭子文 攝

局成員、諮議局前賢、友好賢達及各界善長
鼎力支持。深信新一屆董事局在主席鄧錦雄
帶領下，全體成員定必同心協力以開拓進取
的精神持續優化服務，共建和諧社會，為有
需要的社群送上關愛。

史顏景蓮膺最高籌款冠軍
典禮上，高永文主持頒發證書予當屆顧
問。史顏景蓮陪同高永文頒發「第三十六屆
董事局最高籌款獎」得主，包括冠軍史顏景

蓮、亞軍陳慧玲、季軍曹貴子。
仁愛堂第三十七屆（丙申年）董事局成員
尚包括副主席李愛平、丘忠航、連卓鋒、羅
台秦、曹貴子、張敬慧、楊素梅、陳承邦、
陳慧玲、吳騰、郭純恬、陳達華等。

中總愛心聚餐邀 300 長者
■中華總商會
「新界區愛心
行動—樂齡
愛心聚餐暨綜
藝表演」，賓
主齊齊點讚。
陳文華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中華總商會「新界區愛心行
動—樂齡愛心聚餐暨綜藝表演」日前假荃灣百樂門囍宴舉行，
特邀近 300 名荃灣獨居長者聚餐聯誼及欣賞歌舞表演。中聯辦
新界工作部副處長黃勝鋒，荃灣區議員陳振中、古揚邦、文裕
明，荃灣社群協進會會長陳金霖等出席，中總副會長袁武、聯
絡委員會主席李應生、新界區聯絡處主任許寶月等出席，賓主
共祝國家富強、香港繁榮穩定。

許寶月：新界區聯絡處積極落區共融
許寶月致辭時表示，中總成立於 1900 年，已有 116 年悠久歷

史。該會致力推動商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促進社區共融，於
2009 年成立「中華總商會愛心行動」，團結會員及工商界力
量，舉辦各項慈善活動，服務長者、青少年、少數族裔及新移
民等。
他續說，該會新界區聯絡處近年積極參與社區舉辦活動，先
後在荃灣、沙田、大埔、元朗、長洲及大澳舉辦「社區共融綜
藝節目匯演」，此次已是該會第四次於荃灣舉辦愛心活動，聚
餐聯誼及欣賞歌舞，而文藝節目多為該處委員擔綱演出。
當日活動場面溫馨熱鬧，精彩文藝表演及抽獎為晚宴增添不
少歡樂氣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