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進派造謠：港血器官輸內地
食衛局紅會急澄清 無機制與境外機構分享

網 上
近 日 有
帖 子 瘋
傳 ， 指

香港紅十字會將港人捐
出的血液送往內地，令
香港因不夠血而告急，
要港人停止捐血。激進
「本土派」更聲稱，港
人所捐器官將會被送至
內地，還發起取消器官
捐贈登記的行動。特區
政府及紅十字會澄清，
本港並無任何機制與境
外醫療機構分享遺體捐
贈器官，而內地的器官
捐贈法規及分配制度，
也不適用於本港；至於
在本港收集的血液，亦
只供本地使用。有病人
組織呼籲市民不要輕信
謠言，影響對捐贈器官
救 助 病 人 的 信 心 。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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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書（facebook）近日有一篇題為《取消
器官捐贈登記行動》的文章被激進派

網民瘋傳，文中首先稱，香港紅十字會「被
揭發」，將港人捐出的血液送入內地，令香
港因「血液不足」而告急，又稱，港人應停
止捐血，更發起取消器官捐贈登記行動。
文章稱，有特區政府官員力推「opt-out
式強制器官捐贈」，即若不登記反對就表示
願意捐贈，加上內地將香港、澳門及台灣
「納入器官移植網絡」，這些措施將令日後
「香港人有病/意外入院，或得不到適當治
療，並被強制器官捐贈」，器官立時被送返
內地，讓人「賺大錢」。

屈港人死無全屍 抹黑高永文
「城邦派國師」傻根（陳雲根），就在其

帖內連發多帖，稱特區政府再研究將器官捐
贈改為「退出」制度，是「配合大陸（內
地）輸入中國（內地）醫生，中港器官終於
有來有往，大循環搞掂」，其後又危言聳聽
稱，立法會倘通過《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
案》，「香港大量輸入中國（內地）醫生和
廣東護士，加上政府強制捐贈死者器官（除
非特別申請退出捐贈），香港人死無全屍。
九月份，城邦派與港共決戰。」
撐激進「本土派」的專頁「LOOK7s」也

製圖抹黑，稱：「高永文：政府再研究將器
官捐贈改為退出制度＋引入中國醫生＝活器
官培植場。」

食衛局：港無受贈者才轉贈

食物及衛生局發言人即時澄清，表明香港
目前未有任何正式機制，讓香港與境外醫療
機構分享遺體捐贈器官，而內地的器官捐贈
法規及分配制度，亦不適用於香港。
發言人指，現時在香港逝世病人所捐出的

器官，原則上只捐贈予正在輪候器官移植的本
港病人，醫管局只會在本港病人中無法找到合
適受贈者，才會因應情況，考慮把器官轉贈其
他地區病人。其中例子是今年1月，醫管局曾
酌情批准把1個遺體肝臟移植給台灣一名病
人，原因是本港未有合適肝臟受贈者。

須家屬同意 諮詢食衛局衛署
發言人強調，醫管局是在獲得捐肝病人的

家屬同意，以及諮詢食衛局和衛生署後，才
決定批准將肝臟轉交台灣。此項批准是基於
特別考慮的單一個案，而非按照任何既定機
制處理。

港紅會：稀有血型海外尋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發言人亦表

明，中心已多次澄清，多年來一直沒有向香
港以外地區提供血液予病人使用。中心是本
港唯一負責收集、處理、化驗和分發血液給
本地所有醫院作臨床輸血治療的機構。所有
收集回來的血液，均只供應予本地醫院，為
病人作臨床輸血治療。
相反，若本港病人因懷有紅血球抗體而

需要尋找稀有血型血液，中心會協助醫院
病人在海外尋找合適血液作輸血治療。然
而基於人道精神，在血液供應充足甚至有
餘額，以及本港病人不需用上所有血液
時，中心或會個別考慮，將剩餘血液幫助
本港以外病人。而事實上，中心血庫從未
出現存量過剩情況，更經常出現血液不
足。
「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釉認為，內地

人口不少，應毋須向外需求，希望市民可以
理智地看此事件，小心求證，不要輕易相信
謠言，因為現時本港仍有很多病人正輪候捐
贈器官以維持身體健康，這些傳言或影響市
民對捐贈器官救助病人的信心。

立法會明日開會續議改
革醫委會的醫生註冊修訂
條例。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表示，昨日該局副
局長陳肇始與醫學界議員
梁家騮及前線醫生代表會

面，回應業界擔心條例通過後會引入更多海外
醫生，局方在會上強調有關機制不會改變，海
外醫生仍需通過醫學專科學院中級專家水平才
會獲聘。另外，病人組織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發
出公開信件，呼籲前線醫生重新考慮對草案立
場。

高永文：醫局盡量寫明條文
高永文昨出席活動時重申，醫管局會優先聘
請所有本地畢業的醫生，有關安排亦不會影響
他們的聘用、晉升、發展、培訓等，前線醫生
希望醫管局作出更具體方式，讓他們釋除疑
慮。
他指，已經與醫管局溝通，對方會盡量以白
紙黑字寫明有關條文。
高永文又指，增設研訊委員會委員，並不會

影響到醫生委員的參與程度，無論是被委任或
被選舉的醫生，只要他們有意願去參與這些研
訊，其參與程度是不會受到條例影響。

籲支持草案議員出席會議
他表示，當局在會上已經盡力解釋細節，現
時希望支持草案的議員出席會議，讓議會用餘
下的時間完成審議。
高永文續說，規管私營骨灰龕的條例草案，
排在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後面，若果有關草
案未能在今屆會期通過，社會將會面對一系列
問題，包括未能取締不合格的私營骨灰安置
所，市民亦未能透過發牌機制找合格的骨灰安
置所。

社協：增業外委員免「種票」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昨發表公開信，重申草案

第四條修訂建議新增4名業外委員中，有3名
來自病人組織，並透過民主選舉產生，而選舉
規程要求合資格參選的病人組織，需為註冊團
體、獲醫療及社會服務機構認可、及活躍運作
不少於兩年或三年不等，相信這些規程應可避

免所謂「種票」行為。
協會又指，草案第十一條修訂，將研訊會議
的法定人數由現時須由5名醫委會委員，或3
名醫委會委員及兩名審裁顧問；簡化為最少由
5人組成的研訊會議中，註冊醫生須佔大多
數。
協會表示，此舉可令議會更具彈性，只要選
任醫生對研訊工作投入，即可佔多數。
協會又公開該會於本月3日與梁家騮及食衛

局官員會面細節，澄清該協會沒有「不反對
取消第十一條修訂」，指梁家騮當日要求取
消第十一條修訂，否則會繼續拉布。但食衛
局官員指，不可能將第十一條修訂整項取
消，但有關審裁顧問的提名則可能有商討空
間。

批梁家騮破壞雙方互信基礎
協會指，當時為換取梁家騮停止「玉石俱

焚」式的拉布行為，考慮同意修正涉及審裁顧
問的條文。豈料對方在本月6日至9日的立法
會會議上繼續作出拉布行為，破壞了反對與支
持草案雙方的互信基礎。 ■記者 文森

外援醫須達專家水平始獲聘 立法會明日開會續議《2016年醫生註冊
（修訂）條例草案》，昨日有傳媒報道多
名反對派議員包括「人民力量」陳志全、
公民黨的毛孟靜、楊岳橋及郭家麒，率先
預告屆時會「積極」發言，以拖延審議，

讓草案未必夠時間於今個立法會會期完成審議。
報道指，會議屆時需先處理醫學界立法會議員梁家騮上周

動議將草案交予專責委員會討論，之後才進入全體委員會審
議階段，議員就可以透過提出無限次發言、每次15分鐘，用
來拖延審議。

陳志全稱，收到團體邀請於審議階段「積極」發言，他亦
已承諾對方要求，又謂：「希望能成為發言次數最多的議
員，歡迎其他議員同我比賽。」

一直反對草案的毛孟靜稱，雖然沒有團體邀請她積極發
言，但作為立法會議員有此責任，明言將與陳志全「鬥多發
言」。她又透露，約十天前梁家騮主動向她解說草案內容，
令她有足夠資料準備發言內容。她強調三讀時會投反對票。

初期有重複發問兼點人數的郭家麒，經過本月初流會後，
突稱，不會再點人數，但他昨日聲言，雖沒有團體邀請他，
但他也會於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積極發言，以換取時間希望
政府能妥協。

楊岳橋亦指，當條例進入全體委員會階段時，會傾向「積
極發言」，因這是議員的「責任」，但被問到會否點人數則
無回應。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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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李慧
宜）護士救死扶傷，被美譽為「白
衣天使」。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
院感染控制護士葉金笑至今已當
「天使」長達40年，並榮獲「四十
年長服務獎」。近年醫護界人手緊
絀問題令人關注，醫管局推行「重
聘退休員工計劃」，而葉金笑便是
其中一個參與計劃的護士。即使到
了退休的年紀，但她表示不願結束
自己熱愛的工作，決定留任醫院，
並協助培訓新人。
提到加入「感染控制組」的原

因，葉女士憶述興趣是源自 1989
年期間一次有驚無險的懷孕經
歷。當年她懷胎兩個月，但大兒
子卻不幸染上德國麻疹，令她擔
心自己受感染繼而影響胎兒，「當
時病房的同事立刻把此事告知感染
控制護士，她們安慰我，又安排我
去驗血，最後發現我對德國麻疹是
有抗體，自此我便對感染控制產生
興趣。」
感染控制的職責廣泛，葉女士笑

言：「它好像一個小型的『衛生防
護中心』、『食環處』及『審計
處』」，一方面調查傳染病及監察
細菌的變化，另一方面負責教育及
環境檢查等工作，「我們像一個
『醫學偵探』，在特別的情況下抽

絲剝繭，找出散播病毒的菌類。」

不捨「大家庭」難忘做「傳聲筒」
現年60歲的葉女士於兩個月前正

式退休，並參與「重聘退休員工計
劃」。她坦言：「我真的很喜歡這份
工作，亦不捨得離開一班同事」。她
形容，同事之間會舉辦生日會、燒烤
等活動，像一個「大家庭」。而她亦
能夠得到上司的賞識，對她極力挽
留，所以決定留任。

擔當「白衣天使」四十載，葉女
士經歷多場「大風浪」，其中當然
要數2003年沙士。她憶述，當年醫
院的氣氛非常緊張，但一眾醫護人
員仍齊心合力對抗疫症，沒有人選
擇做「逃兵」。
她又提到，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對

分別入住男女病房的夫婦，因被隔
離而不能互相探望，而她則幫助他
們傳達信息及慰問對方，笑言「非
常樂意做『傳聲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敏婷）護理行業人手持續不
足，社會福利署去年推出
「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
劃」，由合作社福機構一條
龍提供培訓、就業及支援的
兩年兼讀課程，鼓勵25歲
或以下青年邊做邊學，投身
安老及康復護理服務，起薪
點逾萬元，學員需墊支學
費，社署將逐年發還。計劃
今年提供約五百個培訓名
額，有去年報讀的學員表
示，期望透過計劃作為「跳
板」，日後再修讀其他專業
課程，達至心中理想事業。
「青航計劃」於去年7月
推出，供18歲至25歲、擁
中五學歷、有興趣投身安老及康復護理服務的青
年參加。參加學員需經過面試，並自行墊支由4.3
萬元至6.3萬元不等的學費（不同營辦機構收費
不同），有經濟困難的學員可向營辦機構申請貸
款，社署將逐年向完成課程的學員發還學費。
營辦機構會安排年輕人先修畢為期3周的行業
導向課程，包括「護理員」及「急救證書」等，
再安排學員到安老或康復服務單位從事護理工
作，每周工作44小時（包括用膳時間），本年度
參加計劃並入職為護理員的學員月薪10,360元；

當學員成功註冊為保健員，月薪將提升至12,450
元。學員完成兩年兼讀課程後，可獲資歷架構第
三或第四級別的學歷。
22歲的光仔去年透過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

務部參與計劃，現於中至高度護理老人院任護理
員。自小受父親影響，光仔對護理服務有興趣，
完成中六便報讀醫務課程，到公立醫院任職抽血
員，但認為工作單一及重複，難與病人互動，決
心參與計劃。他說：「想幫老人家每天都過得舒
服，讓他們有尊嚴地走人生最後一段路。」

「青航」培訓護理員 今年名額500個 做足「天使」40載 姑娘「無休」育新人

■「本土派」的專頁製圖抹黑高永文。
網上圖片

■傻根危言聳聽將傳言與近日醫委會
改革相提並論，屈港人死無全屍。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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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金笑非常熱愛感染控制工作。
李慧宜攝

■葉金笑教導護士正確潔手程序。
東院供圖

■社署、營辦機構及學員代表大合照。前排左一為光仔。 陳敏婷攝

■網上近日有文章瘋傳，指香港紅十字會將
香港人捐出的血液送上內地，又聲稱港人所
捐器官也會被送至內地使用。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