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於本周三繼續審議《醫生註冊(修訂)條例
草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出席電台節
目後表示，現時大幅度修改法案在技術上有難度，
希望業界明白法案需達到平衡。「行公義、守專
業、護社群」是醫委會成立之目的，亦是醫生這個
神聖職業所肩負的社會責任。提高醫委會認受性、
透明度，加快處理投訴速度，照顧病人福祉，回應
社會訴求，是改革醫委會的出發點和歸宿。只強調
專業自主，甚至視專業可凌駕公義之上，明顯悖逆
醫生使命。不斷炒作失實誤導的理由，阻礙醫委會
改革，浪費各界付出的努力，違背社會主流意願，
無助增強對公眾利益的保障，也無助保持醫生在市
民心目中的高尚地位。

社會之所以強烈要求改革醫委會，原因在於醫
委會一向予外界「醫醫相衛」的印象，處理病人
投訴進度之緩慢令人難以接受。歌手張崇德及藝
人劉美娟的兒子夭折的投訴，醫委會前後歷時9年
才解決。如今涉及醫生的投訴個案越來越複雜，
處理需要時間越來越長，已經積累大約 900 個案
例，等候聆訊的案例通常要等兩三年，由投訴到
聆訊至少要四、五年。因此，改革醫委會、加快
處理投訴的訴求日趨殷切。若改革醫委會的條例
草案不能通過，公眾對醫委會、對醫生的不滿將
進一步上升。

醫生救死扶傷，懸壺濟世，行醫救人是神聖的職
業，有特殊的使命感與榮耀感，所以醫生的職業
道德一直備受社會重視。「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
拉底所立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及1948年世界醫學
會通過的《日內瓦宣言》，當中都強調，所有從醫
者，將憑良心和尊嚴從事職業，醫生首先考慮的
是病人的健康。嚴持操守，不謀私利，以病人的利

益為依歸，是醫生必須遵守的道德規範，也是醫生
職業之所以崇高的原因。現在香港通過修例，增加
非業界代表，增加醫委會成員和其他評審員，使醫
委會運作更公開透明，提升醫委會處理投訴的效
率，革除流弊，為病人謀福，對這樣的改革，有何
理由反對？如果為了維護所謂的業界尊嚴、利益而
無視公眾利益，與從醫的初心豈不相悖？

為反對醫委會改革，目前有人不斷放大一種意
見，認為改革最終目的是引入不合資格的內地醫
生，希望借此激起公眾憂慮，增加改革的阻力。有
關說法並不符事實，是偷換概念、轉移焦點的伎
倆。食衛局局長高永文一再澄清，修訂草案不涉及
降低非本地醫生免試註冊門檻，在港執業醫生必須
通過由本地兩間醫學院舉辦的執業試，即使通過修
例後聘請的有限度註冊醫生，亦只可在受聘的公共
機構工作，不可受僱於其他機構。醫管局現時聘請
的有限度非本地醫生，主要來自英美澳加等地，並
未有內地醫生通過執業試獲聘，不會出現大量內地
醫生引入的情況。醫委會初級偵訊小組主席張德康
更直斥，有關說法屬一派胡言，因為醫委會決定醫
生能否註冊，需要根據註冊條例行使權力，不可越
權。香港是法治社會，有輿論監督，醫委會豈能隻
手遮天。希望醫生業界、廣大市民不要被不盡不實
的言論誤導，消除不必要的顧慮，重新聚焦改革醫
委會、保障病人權益的討論。

醫委會改革爭論十多年，如今已到臨門一腳的關
鍵時刻。上周立法會流會，增加了此次醫委會改革
草案胎死腹中的風險。本屆立法會會期所餘無幾，
希望不同派別的立法會議員應以市民的利益為重，
順應主流民意的取向，作出對公眾負責任的抉擇，
支持通過醫委會改革草案。

平衡專業與公義 支持醫委會改革
7月1日，台灣軍艦「誤射」雄風三型

反艦導彈並擊中漁船，引起兩岸乃至全球
輿論高度關注。發射導彈須經嚴謹複雜程
序，是否真的如台方解釋是「誤射」，各
方認為疑點多多、迷霧重重。面對島內外
質疑和擔憂，希望台灣當局深入調查，將
事件來龍去脈搞個水落石出，將真相公諸
於眾，更要吸取教訓，勿一錯再錯，給台
海和平穩定製造不明朗因素。

「誤射」事件發生後，台灣輿論譁然。
軍方對事件原因的解釋是人為操作疏失。
然而，軍方的解釋無法讓人信服，其中有
很多疑點待解。台媒報道指，導彈發射鑰
匙由艦長保管，要發射導彈必須由艦長、
副艦長、兵器長等人複述口令，並由不同
的軍官配合操作 10 多個程序才可以發
射，全部做完要十分鐘之久。程序如此複
雜，怎麼可能「誤射」？而且這次發射的
導彈是實彈，導彈一般都有自毀裝置，當
出現緊急狀況或其偏離航線時會啟動自毀
裝置，但本次「誤射」後卻沒有啟動自毀
裝置，原因何在？此次「誤射」的時間點
也很敏感，正值中國共產黨慶祝成立 95
周年之際，而台當局新任領導人蔡英文外
訪恰巧「過境」美國。這麼多的巧合，不
能不令各方感到「誤射」事有蹊蹺。

眾所周知，蔡英文上台之後，始終對
「九二共識」採取模糊政策，未能交出一
份有利兩岸和平發展的答案。日前，她外
訪巴拿馬出席運河擴建竣工儀式，鬧出
「簽名風波」。如今，又發生「誤射」事

件。台灣自政權輪替之後，接連出現不尋
常的動作，難免惹人聯想。國台辦主任張
志軍在回應「誤射」事件時指出，在大陸
方面再三強調要在「九二共識」的政治基
礎上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維護台海和
平穩定的時候，發生這樣的事態，影響是
非常嚴重的，「需要台灣方面作出負責任
說明」。

「誤射」事件已經引發台灣島內外的廣
泛議論，前「立委」邱毅就直言不相信是
「誤射」，認為此事件內幕疑點重重，甚
至可能引發台海衝突；兩岸網民也不信
「誤射」之說，有台媒評論稱，無論在雄
三飛彈「誤射」的背後是否另有隱情，兩
岸人民竟透過這件事產生「另類共識」，
恐怕讓所有人始料未及。美國時代雜誌、
NBC、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國際媒
體同樣看到兩岸關係不穩定，台灣向大陸
方向「開砲」的問題。在強烈的輿論質疑
下，台灣當局也不敢低調處理，蔡英文回
台後，一方面向受害者家屬表達哀悼之
意，更強調「這種事情根本不應該發
生」，會用最負責的態度處理相關事宜。

正所謂聽其言觀其行，當前兩岸關係
正處於敏感時期，台灣當局唯有給出一
個負責任、可信的解釋，才能挽回島內
民眾的信心，消除大陸民眾的疑慮。若
有人利用「誤射」手段，企圖達到某種
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對台灣島內、對
兩岸關係都沒有好處。玩火者，終被火
噬。

「誤射」導彈真相如何 台當局須明確解釋

醫委會不改革 市民更不滿
主席劉允怡：反對草案有違醫委會成立目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關改革醫務委員會的
《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引起部分醫生不滿，醫委
會主席劉允怡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明支持草案。他指，
醫委會目前處理投訴的速度太慢，是公眾不能接受的，改
革勢在必行，否則只會令公眾對醫委會更加不滿。劉允怡
表示，不想介入政治糾紛，指部分醫學界人士反對草案是
把「守專業」精神凌駕在「行公義」之上，有違醫委會成
立目的。他又說，醫委會無可能被人背後操縱，做一些不
想做的事，如果有這情況，他會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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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引發部分醫學界
人士靜坐抗議的《2016
年醫生註冊（修訂）條
例草案》將於後日恢復

辯論。有醫學界議員昨日質疑延長有限度
註冊醫生有效期至3年的成效，擔憂可能
適用於內地醫生。有醫療事故投訴人反駁
指，對本港部分醫生失去信心，認為醫術
信心不應以國籍區分，而是取決於醫德。
政府回應指，有效期長短取決於醫委會。
立法會大會上周三二讀條例草案時，
因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立法會將於本周
三恢復辯論草案。立法會醫學界議員梁家
騮昨日出席《城市論壇》時質疑草案延長
有限度註冊醫生的註冊有效期的成效，認
為現時有些來自海外的有限度註冊醫生已
留港工作約二十年，相信每年審批再續期
的機制行之有效，無需延長有效期至3
年，又要求政府澄清有限度註冊是否從未
適用於內地醫生。

苦主：醫術信心來自醫德
以醫療事故投訴人身份出席論壇的藝
人張崇德反駁指，對本港部分醫生失信

心，強調對醫生的醫術信心不應以國籍區
分，「有無醫德與他是什麼國籍無關係，
取決於醫生個人有無醫德。」
他指，醫委會現時積壓近1,000個未處

理的投訴個案，已充分凸顯該會處理效率
不足，改革有必要，又對立法會上周三流
會感失望，認為浪費過多會議時間於點人
數，未有就草案作充分討論。

孫玉菡：聘用質素為首要
出席論壇的食衛局醫療規劃及發展統

籌處處長孫玉菡亦回應指，有限度註冊的
有效期長短取決於醫委會，可視乎個別醫
生能力訂立審批時限，「若懷疑一個海外

醫生能力，可以一年審批一次，權在醫委
會。」
孫玉菡又指，過去所引入的有限度註

冊醫生全是英美澳加等地的醫學院畢業
生，認為聘用以質素為重要考慮因素，而
非其出處，強調政府會盡最大努力爭取草
案獲通過。
另外，梁家騮指，較多醫科畢業生抗

拒於婦產科、急症科、麻醉科及病理科等
專科工作，應以吸引本地醫生入行為前
提，而非引入海外醫生填補空缺。
他重申，將視乎周三的立法會情況決

定是否拉布或點人數，「不想對着空氣說
話。」 ■記者趙虹

註冊有效期長短權在醫委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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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將於本周三繼
續審議有關改革醫委會的修訂條例草案。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表示，據了解，有關條例原本得到多數黨派支
持，但突然在上周立法會會議上，部分議員提出強烈
反對。由於現距離今屆立法會會期完結，只剩餘五十
多個工作小時，若有議員採取各種手段，妨礙會議進
行的話，便會影響到消防及骨灰龕條例草案的審議工
作。由於有關的條例草案，直接影響民生，他呼籲議
員們能通力合作，不要再拖延有關審議進度。

指爭議條文分拆處理無用
曾鈺成昨日出席黨友張國鈞新書發佈會後，被問及

改革醫委會的修訂條例草案的審議時，他指，對於醫
學界立法會議員梁家騮提出，當局應將有爭議的條
文，分拆獨立處理，這個做法並沒有任何用處，最終
都需要處理具爭議性的部分。
至於政府當局能否抽起具爭議的修訂，曾鈺成表

示，法案已進入二讀，現階段已不能抽起。對於若將
消防修訂條例調前審議的話，是否可行？曾鈺成就形
容，有關做法等同為改革醫委會的草案判以「死
刑」，但一切需由政府作出決定。

「無折扣」報道「書店」證言論自由
另外，記協發表本年度的《言論自由年報》，指銅
鑼灣書店事件，對本港表達及新聞自由產生不利影
響。曾鈺成認為，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被內地執法
部門指違反內地法律而被拘捕，回港後開記者會單方
面對中國政府作相當嚴厲的批評，本港傳媒報道時沒
有「打折扣」，如果就該事件便得出結論指香港言論
及新聞自由受威脅，他感到奇怪，事實應是相反。
曾鈺成指，直到目前為止，中央仍然堅持「一國兩

制」，除了少數港獨分子不認同外，大部分港人都覺
得「一國兩制」是最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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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允怡指，草案允許醫委會成立多於一個初步偵
訊委員會及設多一名法律顧問，有助加快處理

投訴的速度。
他說，初級偵訊委員會現時已累積約九百宗投訴
個案，等候聆訊的案例一般需兩三年，由投訴至聆
訊需四五年，處理投訴的速度太慢，而且投訴個案
愈來愈複雜，需要的時間愈來愈長，若草案不能通
過，相信投訴個案積壓情況只會愈來愈嚴重，大眾
對醫委會更加不滿。

再拖醫委會工作臨崩潰
他續說，醫委會過去兩任主席均認同醫委會需改
革，因現行法例已經是十多年前制訂，不能與時並
進，縱然醫委會已做不少工作改善處理投訴效率，
但受制於現行法例，這些改善工作只是「小修小
補」，故改革是事在必行，如再拖數年，醫委會工
作已差不多破裂崩潰。
劉允怡又提到，醫委會成立的目的是「行公義、
守專業、護社群」，部分醫學界人士反對草案是把
「守專業」精神凌駕在「行公義」之上，有違醫委

會成立目的。

委員會不會被人背後操控
至於有人擔心委任委員被政府操控，劉允怡指，

自己擔任委任委員多年，未曾見過被提名人士不受
特首委任。
他又說，委員會按自己的專業操守及道德辦事，

不會被人背後操控，「如果特首要我做咩就做，對
我個人都有少少侮辱」，如果有人要求他做不想做
的事，他會退出。

張德康：損市民信心「嚴重不幸」
另外，醫委會初級偵訊小組主席張德康昨日出席

電視台節目時說，政府提出新增4名業外人士作為
醫委會成員，能增加公眾信心，並避免醫學會繼續
增加在醫委會的影響力。

批引無資格者執業「一派胡言」
他又說，如果因擔心操控等而影響整個改革、影

響市民對醫委會的觀感、影響個案的處理速度，是

「嚴重不幸」。
對於外界指醫委會改革後會引入更多、或不符資

格的內地醫生來港執業，張德康指有關說法屬一派
胡言，他解釋，雖然醫委會能決定醫生能否註冊，
但醫委會始終需要根據註冊條例行使權力，不可超
越。
他又批評今次政府未有向持份者清楚解釋草案，

令部分醫生及學生出現擔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立法會於本周
三將繼續審議《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
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出席電
台節目後表示，現時難以大幅度修改或撤回
草案，否則政府會面對比上周三更大的反
對，又指，不容許一些無事實根據的擔憂，
主導自己處理的事。另外，有病人組織強
調，由特首委任的委員不可能操控病人組織
代表，希望反對的人士能細心考慮清楚。
高永文於電台節目上重申，改革醫委會是

回應社會訴求，以提高認受性、透明度及處
理投訴的速度。至於草案建議海外醫生在港
執業合約期由1年增至3年，他強調，所有
香港畢業醫科生一定獲得於公立醫院受聘培
訓的機會，醫生亦須經各專科學院註冊才可
獲專科培訓，故有限度註冊醫生不會影響他
們的機會。

承諾不損本地畢業生就業
他又承諾，有限度註冊醫生不會影響本地

畢業醫生的就業、發展、晉升和培訓，又強
調草案需要平衡醫學界、病人組織及其他人
士的聲音。

梁栢賢：不會引入大量「外援」

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補充說，有限度註
冊醫生須經本港專科學院審批，本港有嚴格
標準處理，以往29名成功申請者來自澳洲、
加拿大、英國等地。
他續說，當專科出現人手空缺時，才會考

慮以合約形式引入海外醫生，預計草案通過
後不會引入大量海外醫生。

彭鴻昌：反對派搞流會「似領功」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說，對於外界擔

心新增的4名由特首委任的委員會被政府操
控，他強調，委員由全港百多個病人組織中
提名及選出，是代表病人的聲音，「唔好諗
住呢啲所謂委任人士就會代表政府。」
他又指：「如果有人用呢啲講法鼓動某些

人到他們陣營反對草案，這些人應細心諗清
楚再決定。」
他續說，十多年來一直與反對派議員商討

醫委會改革，但對於他們最終反對草案感失
望，「上星期醫生靜坐、立法會流會，他們
出去支持醫生，好似領功咁，好失望，點解
最後唔係企喺市民呢方、社會公義呢方，去
推動醫委會改革？」
他強調，草案在立法會法案委員會討論多

時，應盡快走出第一步。

高永文：擔憂無事實根據

■《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引起部分醫生不
滿，早前在立會外靜坐。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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