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永文：醫委改革非增控制
多組織擬今圍立會 當局指業界存誤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立法會今日就《2016年

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進行二讀及三讀表決，當

中改革醫務委員會的議案備受爭議。多個醫生組織計劃

今日下午發起包圍立法會的行動，以示不滿。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對業界發起包圍立法會一事表示

「不開心」，認為業界對草案存誤解，解釋已應業界要

求作出修改，不同意藉修訂政府可增加對醫委會的控

制。有病人組織支持有關修訂，認為可加強病人在醫療

服務的監察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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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家者面對多種問題
問題

長期病患者

喝酒

確診為精神病患者
並需要持續服藥

賭博

身體傷殘

濫藥

資料來源：「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行

動2015」 製表：陳敏婷

比例

30%

25.8%

23.7%

23.4%

14%

13.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陳敏婷）多間
大學聯同社區組織於去年10月底到街頭
統計無家者數量，發現當時全港約有
1,614名無家者，為歷年最高。
他們昨日聯同多名無家者到立法會與
數名議員會面表達訴求，希望政府短期
內增撥資源增加資助宿位及延長宿期，
中期設立宿期不少於3年的綜合支援住
宿服務，長遠必須制定相關政策處理問
題。

48%居街頭 16%做麥記難民
政府自2000年後，再無官方統計無家

者數量，社福界為掌握最新數字，5所
本地院校及4間社福機構於去年10月底
某天凌晨到全港街頭統計無家者數量，
發現當時全港約有1,614名無家者，為歷
年最高。其中逾48%（780人）居於街
頭，近16%（256人）於24小時營業的
快餐店休息，比例較過往明顯上升，亦
有近36%（578人）居於收容露宿者的
臨時收容中心或單身人士宿舍。
統計又發現，當中近30%無家者為長

期病患者，23.7%確診為精神病患者並
需要持續服藥，14%有身體傷殘，有賭
博、喝酒、濫藥習慣的人分別佔
23.4%、25.8%及13.3%，反映無家者除
了面對基本住屋問題，仍有很多個人問
題未得政府支援。
各負責調查的社福機構及學者代表聯

同多名無家者，昨日到立法會與多位議
員會面，包括工聯會陳婉嫻、民建聯黃
定光、經民聯石禮謙、社福界議員張國
柱及民協馮檢基，並根據前線處理經
驗，提出各短中長期建議。
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表示，

明白今屆立法會餘下任期不多，但仍可
按現有資源首先推出短期措施協助無家
者，包括增加資助宿位，並將宿期由一
個月至半年延長至一年至一年半，協助
無家者儲蓄。

促善用醫療車建貨櫃屋
為關注無家者健康需要，建議政府撥

款增設有醫護人員的流動醫療服務。他
們指出，由社福機構自行設立的醫療車

已在，惟因資源問題無法持續推展，希
望政府善用既有的醫療車，撥款以聘用
醫療團隊及藥物，並將病人資料連結至
醫管局，為有長期病患及精神病患者提
供更適切治療。
中期措施方面，他們建議設立宿期不

少於3年的綜合支援住宿服務，解決無
家者不斷陷入住宿後又再露宿的惡性循
環。他們又建議政府制定特別房屋政
策，將面積小於0.05公頃的零碎地塊租
予社福機構，參考台灣等地經驗，將之
建成「貨櫃屋」予無家者居住。
黃洪強調，長遠必須制定政策處理無

家者問題，並且由政府每兩年一次統計
無家者數字。
張國柱表示，自己於立法會任內8年

一直跟進無家者議題，無奈至今仍未見
政府制定有關政策，政府各部門互相推
卸，卻未能跨部門聯手處理問題。石禮
謙亦認同無家者議題必須由政府制定政
策處理。
主持會議的黃定光表示，會將議題記

錄在案，讓下屆立法會盡快開展工作，

他希望屆時立法會成立工作小組處理議
題，並且促請政府召開跨部門會議討論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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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西瓜節詳情
日期

時間

地點

價錢

內容

註：購買西瓜的市民，可獲贈凍巾一條（數量
有限，送完即止）

資料來源：漁農自然護理署 製表：李慧宜

2016年7月1日及2日（周五周六）

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大埔農墟（大埔太和路救護站側）

免費入場

本地有機西瓜及蔬果展銷，本地有
機耕種資訊介紹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 李慧
宜） 炎炎夏日，吃個又甜又爽口的
西瓜最能消暑解渴。漁農自然護理署
近年積極鼓勵本地農民種植有機西
瓜，並舉辦展銷活動。
除了協助農戶擴大銷售途徑外，還
冀加強市民對本地農場的認識。今年
的「本地有機西瓜節」將於本周五及
周六，在大埔農墟舉行。屆時市民可
購買由本地農戶種植的有機西瓜及蔬
果，包括3種由外地引進的特色西瓜
品種。
為種植優質的西瓜，本地有機農戶
於3月尾參加由漁護署舉辦的講座，
了解如何種植特色西瓜品種及蔬果，
並在4月開始種植。這樣他們才趕得
及於6月底收成，參加7月頭的「西
瓜節」。
今屆獲漁護署推介的3種西瓜均由
外地引進，當中以來自澳洲的圓形紅
肉西瓜「超甜黑美人 168」味道最
甜，亦最受市民歡迎。而由台灣引進
的黃皮紅肉「黛安娜」果長橢圓形，
其甜度與「超甜黑美人168」相若。
還有一種是去年由泰國引進的黃肉綠
皮小西瓜「玉蘭」，這種西瓜雖不如
其餘兩種般甜，但其果肉較清爽。

逾50農戶參與 兼售苦瓜節瓜
漁護署農業主任陳益民解釋，香港
氣候的溫差不大，所以本地出產的西

瓜不及西北地區的清甜，但其優勝之
處是較新鮮。
他續稱，今年共有逾50個獲本地有

機農場認證的農戶參與「西瓜節」，
估計共售賣的西瓜約有1,000個，每
磅價錢為40元至50元左右。農戶除
售賣西瓜外，還有由漁理署推介的蔬
菜，包括味道偏甘的「大頂」苦瓜，
及源自本地自留種的「七星仔」節
瓜。
陳益民表示，去年於沙田舉辦的
「西瓜節」共有逾1萬人次入場，但
今年舉辦地大埔農墟的場地有限，預
計每天約有3,000人到4,000人入場。
他期望市民屆時能多加支持本地農

業，「希望市民除了購買產物外，還
與農戶聊聊天，了解果蔬的種植過
程，加深對本地農場認識」。
元朗小牛農莊是其中一間獲本地有

機農場認證的農場，並連續4年參與
「西瓜節」，其負責人陳志祥表示本
地有機西瓜較爽口，去年的反應也不
錯，「有不少客人在『西瓜節』吃過
有機西瓜後再回來買，現在亦有一些
西瓜已經被人預訂了」。
港人近年崇尚健康，除西瓜外，越
來越多人選擇食用有機蔬菜。陳志祥
表示，「多了人知道有機種植的農藥
較少，所以需求比以前有增加」；而
本地出產的時蔬如薑、紅菜頭及青豆
等，均很受港人歡迎。

有機西瓜節引進泰黃肉「玉蘭」瓜

《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推出至今爭議聲不斷，當
中以醫委會改革最甚。去年年底，自由
黨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提出私人草案，建
議增加醫委會非專業參與人士，政府接
納有關建議並建議修例改革醫委會，新
增4名由特首委任的非業界委員。不過
該建議引發業界反彈，批評此舉改變選
舉與委任一比一的比例，影響業界專業
自主。
其後政府擬作出讓步，提出新建議

指，兩名由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提名並由
特首委任的委員，將轉由該學院會董選
出；而新增的4名非業界委員中，3名將
由病人組織自行選出代表再由特首委
任，餘下1名須來自消費者權益界，由
消委會提名後再由特首委任。惟仍有醫
學界人士對新建議表示不滿，多個醫生
組織計劃於今日發起靜坐行動，包圍立
法會以表不滿。

有人憂業外委員打壓意見
醫學會會董蔡堅反對草案，直言草

案若獲通過，不排除諮詢法律意見以
採取後續行動。亦有工黨議員認為方
案倉促，諮詢不足，憂慮醫委會增加
由政府委任的業外委員可能會打壓業
界意見。
高永文昨日晤傳媒時對有部分醫學界

人士反對修訂草案，發起包圍立法會行
動一事，表示不開心，認為業界對草案
存在誤解。
他解釋，政府已應業界要求作出修

改，以維持一比一的選舉與委任比例，
直言政府藉修訂以增加對醫委會的控制
一說不成立。
有業界擔憂條例若獲通過，日後將降

低海外或內地註冊醫生的引入門檻，令
本港整體醫院服務水平下降。
高永文回應指，根據現行的有限度註

冊機制，醫管局各專科的統籌委員會因
應醫療服務需求，在面臨需求壓力下，
達成共識並招聘外地註冊醫生，強調有
關醫生均通過醫委會審核，在合約期內
在指定醫院工作，且不可私人執業，不
認為會對本地醫生構成任何競爭問題。
他續說，現時醫委會聆訊緩慢，積壓

超過900宗投訴個案，故修例具迫切
性，好加快聆訊處理速度。

麥美娟挺改革：增透明度
一直跟進多宗嚴重醫療美容事故的工

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對改革醫委會表

示支持，認為可加快現時醫委會的聆訊
速度，強調建議所新增的非業界委員
中，多名委員由病人組織自行選出的建
議可大大增加醫委會的透明度，形容為
前所未見。

病人組織撐修例：添公信力
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亦發出聲明，支持

有關修訂條例在本屆立法會會期內通
過，希望可盡早實施。連線認為加入非
業界委員，可加強醫務委員會公信力，
更能加強病人在醫療服務的監察和參
與，符合人本醫療的精神和原則。

■陳益民期望市民能多認識及
支持本地農業。 梁祖彝攝■漁護署展出3款本地種植的有機西瓜。 梁祖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虹）近年醫療美
容療程安全成疑，兩年前更有一名拉丁舞女
導師接受抽脂療程後死亡。死者母親昨日憶
起愛女突然離世，至今仍死因不明而數度落
淚，哽咽不已，坦言事故不但令她失去愛
女，亦令孫女從小就失卻母愛，誓言會為女
兒追究到底，務使涉事人士承擔應有的法律
責任。協助事主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
批評政府以「歎慢板」態度處理立法規管醫
學美容一事，促請盡快立法規管，避免同類
悲劇再次發生。
2014年6月26日，拉丁舞女導師李嘉瑩在
接受抽脂療程後死亡，惟事隔兩年，至今仍
未有任何人士需為事故負責。一直跟進多宗
嚴重醫療美容事故的麥美娟昨日，聯同死者
母親召開記者會，批評政府未有正視問題，
拖延兩年仍未還死者一個公道，促請盡快立
法規管醫學美容，避免同類悲劇再次發生。

3歲女常問「媽媽去了哪」
李嘉瑩母親黃女士現時身體毛病叢生，

每晚均需服用安眠藥以求一個「安穩覺」。
憶起愛女突然離世惟至今仍未查出死因的她
更數度落淚，哽咽不已，感慨女兒去世時，
遺下只有9個月大的孫女予她照顧，惟時至
今日女兒仍死因未明，日漸懂事且已3歲的
孫女更常常詢問「婆婆，媽媽去了哪？」
她直言，是次醫療美容事故不但令她失

去愛女，經歷喪女之痛，亦令孫女從小就失
卻母愛，誓言會為女兒追究到底，務使涉事人士承
擔應有的法律責任。
協助黃女士的麥美娟表示，過去兩年均就該事故，

多次去信律政司及警方了解調查進度，律政司於去年
3月曾回覆指該宗案件的涉事人士已被票控一項「沒
有備存危險藥物的登記冊或記錄」罪，案件已於今年
2月審結，不過在追查死因，以及追究誰人為李嘉瑩
的死亡負責方面卻仍未有進一步詳細交代。
本報記者向警務處查詢事故的調查進度，該處回

覆指案件已完成調查。至於是否有人需要對死因方
面負上刑事責任，警方稱已完成調查並已將案件轉
交律政司徵詢意見，以決定進一步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鄺慧敏） 乳癌及婦科癌症
患者接受電療及手術後，有機會出現上肢或下肢淋
巴水腫，出現「象腿」，嚴重者需透過手術治療，
惟手術後會出現疤痕增生及淋巴液滲漏。香港大學
李嘉誠醫學院早年引入淋巴管靜脈吻合術及淋巴移
植手術，有效改善淋巴液滲漏及外觀問題，對早期
和晚期病人均有幫助。以淋巴移植手術為例，70%
病人有效改善水腫情況，手圍及腳圍平均減少2厘
米至3厘米。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外科學系臨床副教授鄺靄慧

指，本港淋巴水腫患者主要屬繼發性，因進行乳腺
或婦科癌症手術令淋巴結受損，淋巴液不能流通，
積聚於皮下，形成淋巴水腫，上肢及下肢水腫發病
率分別高達45%和36%。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外科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廖

軒麟指，以往淋巴水腫的早期患者，主要透過物理
治療紓緩病情，嚴重者則需進行手術，惟傳統手術
需切除整個皮下水腫及脂肪，會出現疤痕增生及傷
口，使淋巴液滲漏，效果未如理想。
港大於2012年及2013年分別淋巴管靜脈吻合術

及淋巴移植手術，前者透過在患者水腫肢體開一個
兩厘米的皮膚切口，將皮下淋巴管連接至小靜脈，
重建正常的淋巴回流；後者透過移植淋巴組織到淋
巴阻塞的位置，刺激移植區淋巴管的生長，疏通阻
塞的淋巴管。

早期用吻合術 晚期用移植術
廖軒麟說，淋巴管靜脈吻合術較適合早期患者，

因他們的淋巴管尚未變形，能進行接駁，但晚期患
者的淋巴管已經變短及幼細，較適合進行淋巴移植
手術。
他續說，港大自2013年起，已為34名患者進行

淋巴移植手術，當中79%上肢淋巴水腫的病人，平
均手圍減少兩厘米；70%下肢淋巴水腫的病人，平
均周長減少3厘米，但晚期淋巴水腫病人術後需以
物理治療輔助。
現年73歲的何女士1988年患乳癌，並接受電療

及化療，患病十多年後手臂出現淋巴水腫，其女兒
Winnie表示，母親手臂腫脹、不能拿重物，甚至不
能梳頭，更因為手臂腫脹而不敢穿短袖衣服。直至
2014年何女士接受淋巴移植手術，上臂圍由31厘米
縮減至26.5厘米。Winnie表示，術後母親重拾自
信，不再遮掩手臂，手臂也能活動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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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兩招治「象腿熊臂」

■本地出產的有機蔬菜也非常受市
民歡迎。 梁祖彝攝

■農場主陳志祥稱本地西瓜爽口。
梁祖彝攝

■ 廖 軒 麟
（中）說，港
大為 34 名患
者手術，79%
上肢淋巴水腫
平均減少2厘
米。
記者鄺慧敏

■麥美娟（中）批評政府以「歎慢板」態度處理立
法規管醫學美容一事。左為黃女士。 趙虹攝

■多個醫生組織計劃今日下午發起包圍立法會的行動。圖為早前香港公共醫療醫生
協會發起靜坐，不滿薪酬，高永文（持咪者）在集會現場聆聽訴求。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