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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錢缺年輕人接棒 村民爭十年後原地再辦
&

十年一度的衙前圍村打醮於今日舉
行，不過今屆正值村內重建，村民全
數遷出，要向市建局申請方能提早在

村內進行上頭表、二表及三表等儀式，而今日的正
醮日能對外開放。衙前圍村委員會秘書吳仕輝向記
者透露，今屆打醮最大困難在於資金短缺及缺乏年
輕村民接棒，下屆或需尋找一個新的平台方能舉
辦，但仍須待重建完成後，看環境和實際情況，方
能向市建局爭取在原地舉行。

■衙前圍村鳥瞰圖
衙前圍村鳥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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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九龍城的衙前圍村以陳、
吳、李三姓為主，是香港市區

內碩果僅存的原住民圍村，而重建計
劃在 2007 年啟動。2006 年村內依舊
舉行十年一度的太平清醮，坊間一
度擔心是最後一屆舉行。本報記者
從衙前圍村委員會得到證實，十年
後的今日依舊會舉行太平清醮，有
舞麒麟和舞獅表演，也有少見的木
偶粵劇表演、神功戲及齋盆宴等。村
委會秘書吳仕輝稱，今屆不會是最後
一屆，但仍要面對一定的困難。

老居民善眾力促如期舉行
吳仕輝指，因為重建關係，村內
已被圍起，而村民已全部遷出，但
幸好有吳姓後人及附近東頭邨居
民、長者和善眾努力及捐獻，令十
年一度的打醮可以繼續如期舉行。
他續稱，今次最大的困難是資金短
缺及缺乏年輕村民接棒，直言下屆
要聯同附近年輕居民，尋找一個新
平台方能再舉辦。

■記者 楊佩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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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重建後天后廟作地標
被問到下個 10 年，即 2026 年能否
在原地舉行太平清醮，吳仕輝稱，
重建計劃大約在 2022 年完成，當中
村內三項文物，即門樓、門樓上方
的「慶有餘」石匾和天后廟等都可
以保存，期望能借助天后廟，作為
原有村民及附近居民的地標，直言
現時與市建局商討會太早。他續
稱，現在不能知道全部重建的設
計，難以評論。
衙前圍村打醮以「七約」名義舉
辦，七約是指衙前圍村、沙埔村、
大磡村、隔坑村、打鼓嶺村、石鼓
壟村和衙前塱村。但近年大部分居
民已經遷出，等待重建。根據市建
局資料顯示，重建項目在 2007 年展
開，項目總佔地面積為 4,637 平方
米，受影響人口和業權分別為109人
和 114 個 。 發 展 後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34,778 平方米，提供 750 個住宅單
位。

本港近年基建及
工程不斷，對建造
業人才需求上升。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
昨日出席建造業議會畢業典禮時，預計
未來10年的公營及私營工程總量將維持
高水平，市場需要大量建造業相關專業
人才及工人，認為該行業前景蓬勃，期
望畢業同學運用所學的知識及技能，創
造屬於自己的新天地。
建造業議會昨天舉行「2016 年度畢業
典禮」，共有約 600 名畢業學員、親友
及業界代表出席。2015/16 訓練年度
內，共有約 4,700 名學員正式修畢建造
業議會提供的培訓課程，包括建造業監
工/技術員課程、基本工藝課程、全日
制短期課程及各項合作培訓計劃。

陳茂波：建屋拓新區 前景蓬勃
獲邀擔任主禮嘉賓的發展局局長陳茂

波於致辭時表示，建造業前景非常蓬
勃，市場需要大量不同的專業人才及熟
練工人。政府亦計劃未來 10 年，供應
46 萬個公私營住宅單位的同時，為了突
破土地供應該窒礙香港發展的樽頸，政
府正全力推展多項新發展區計劃及東涌
新市鎮拓展，亦謀劃填海及發展大嶼山
等，透露若一切順行，可於2018年展開
填海工程。
陳茂波續說，為了提高香港的公共交
通便捷度，政府正規劃建造 7 條新鐵路
線延線，預計未來10年的公營及私營工
程總量將繼續維持在高水平，直言「建
造業的黃金時代會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
間」。
他又以過來人的身份與在場人士分享
5 個個人體會，包括「迎難而上，堅毅
不拔」、「終身學習，提升自己」、
「有責任心」、「留意趨勢，不斷創
新」及「關愛別人」，期望他們努力，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出席「和富社區服務網絡 2016、伙伴
攜手獻關懷」聖誔年會，並向市民發出聖誕祝願：「生於斯長
於斯，愛香港、開心啲！」曾俊華讚揚「和富」和全港社企熱
心為社會服務，不單為大眾創造就業機會，且凝聚不同界別的
人士服務社會，在社區上傳播正能量，對社會有重大的貢獻。
圖、文：記者 殷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有意推
出自願醫保計劃多時，惟當中「必須受保」
及「高風險池」兩項最低要求引起保險業界
爭議，遲遲未能達成共識。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高永文昨日透露，暫緩推行該兩項受爭議
的要求，預算明年可落實其餘 10 項要求。
有立法會議員對決定表失望，批評做法如同
「自打嘴巴」，質疑這樣的醫保吸引力有
限。
高永文指出，除了「必須受保」及「設立
高風險池」兩項要求外，醫保其餘的 10 項
要求均獲保險業界支持，故將會配合保險業
監管局工作，以指示形式，指導業界遵從有
關要求，有信心明年可落實該 10 項要求。
他又指，不會放棄暫緩的兩項要求，不過最
少要待 2018 年方可推動「高風險池」的實
行。
立法會醫學界議員陳沛然對政府的決定表
示失望，強調醫保諮詢文件早已列明「必須
受保」是 12 項「最低要求」其中一項，高
永文更曾公開直言「終身續保」及「必須受
保」兩項是底線，批評如今抽起有關要求的
決定如同「自打嘴巴」，質疑這樣的醫保吸
引力有限，建議政府可先易後難，分階段推
行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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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家駿(左三)建議推行風險分攤協議，減輕病人的
治療負擔。左一為勞思傑。
趙虹 攝

■衙前圍村內建築物
衙前圍村內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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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隨着近年新增癌症個案
持續上升，該類病人的醫療需要及照顧亦日益受重
視。本港新增癌症個案過去 10 年間持續攀升，由多個
業界持份者成立的關注小組審視香港癌症策略，建議
推行風險分攤協議，保險業界向難以負擔昂貴藥物的
病人提供封頂服務，減輕他們的治療負擔。
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本周三公佈 2014 年最新癌症
數據，患癌病人死亡人數逾 1.3 萬人，佔 2014 年登記
死亡總數的 30%。由學者、醫學團體、醫院及藥廠等
多個醫療業界持分者組成的「創新癌症策略研究小
組」早前委託外國研究機構，參考世衛癌症治療過程
架構的主要範疇，研究及比較香港改善癌症病者的治
療歷程及成效等癌症策略。
小組成員之一的醫院行政管理人邱家駿昨日公佈研
究，指出醫療需求雖持續上升，但過去兩年的大腸
癌、乳癌及鼻咽癌病人病發至首次治療的輪候日數均
維持於 50 天至 71 天不等，不過仍較英國的 31 天為
多。另外，本港註冊的癌症藥物雖緊貼歐盟，但審批
並成為資助或公院藥物則甚為耗時。

治療若干時間後保險負責藥費
■陳茂波昨日出席在九龍灣零碳天地舉行的建造
業議會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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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所學到的知識及技能，扎實工作，
不斷學習並提升自己，創造一片屬於自
己的新天地，為建造業作出更大的貢
獻。
建造業議會主席陳家駒亦認為，建造

業屬有意義的行業，能為香港的繁榮及
市民的安居樂業作出貢獻，鼓勵畢業同
學為自己訂立目標及努力工作的同時，
亦要培養不斷求進及自我完善的態度。
■記者 文森

天光墟多窮長者 擺檔幫家計

財 爺 送 暖

■高永文決
定暫緩推行
醫保內兩項
受爭議的要
求。
彭子文 攝

癌症藥費貴 關注組倡封頂

建造業黃金十年 工程多需生力軍
4BZ

自願醫保暫緩「必保」
「高風險池」

衙前圍村重建 打醮依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關注墟市
團體調查發現，大部分天光墟檔主屬高齡
人士，也沒有正職，靠擺檔幫補家計，建
議食環署小販管理隊先協調後執法，讓檔
主繼續擺檔幫補家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
高永文表示，會積極繼續與區議會溝通，
希望他們盡量收集地區意見後作出協調，
給予局方一個為地區接受的墟市選址。
關注墟市議題的「撐．基層墟市聯盟」
於年初進行探討全港天光墟狀況的調查，
訪問天光墟，包括紅磡、觀塘、大窩口、
深水埗、旺角、天水圍及北角八個區共102
位天光墟檔主，了解現時各區天光墟的發
展情況。
調查結果發現，近八成天光墟的檔主的
居住地點，均鄰近該區墟市，路程約30 分
鐘以內。檔主大多是超過60 歲，以女性為
主，多數沒有正職，貨品多是由朋友捐贈
和棄置拾回，分別佔45.1%及17.6%。
被問到擺檔原因，34.3%檔主表示擺檔是
因為要幫補家計，23.5%人答是因為環保及
避免造成浪費而擺檔。但大部分檔主的收
入都非常微薄，63.7%受訪者每天擺檔的收

入都低於60元。

團體冀食署先協調彈性執法
「撐．基層墟市聯盟」組織幹事伍靜茵
表示，出現天光墟的都是貧窮率較高的地
區，部分天光墟愈來愈多人擺檔，需求頗
大，而許多長者沒有工作仍堅持擺檔，天
光墟成為他們「自救」的出路，避免長者
在勞工市場邊緣化。她又指，天光墟能促
進社區網絡，讓居民亦會在天光墟交流資
訊，檔主也可決定工作時間，獲取經濟自
主，克服家庭崗位及身份等限制。
組織建議，食環署小販管理隊要有協調
情況下才彈性執法；成立社工小隊跟進天
光墟的突發事件，作調停及跟進的角色，
給予實際支援；而未來墟市政策應推動善
用早上的公共空間。
油尖旺區議會早前否決在麥花臣遊樂場
設立新年熟食墟市，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
永文在另一場合表示，應該由下而上，由
區議會按地區民情選擇適合地點，並且獲
得地區人士支持，釐清他們的憂慮，可行
性和最終能夠達成的機會較大。

邱家駿指出，經歐盟通過的主要癌症藥物中，只有
23%屬本港資助藥物，遠比台灣的 50%及澳洲的 62%
為低。他強調，本港約半數市民雖有自費購買或由公
司提供的保險，但由於多數保險公司難確定風險，而
拒絕為有關疾病承保，故多數患者均需承擔大多數的
治療費用。
對此，小組提出風險分攤協議，即難以負擔昂貴藥
物的病人購買及服食若干時間後，由保險業界封頂，
負責其後的藥物費用。贊助是次研究的香港科研製藥
聯會執行董事陳素娟透露，已與醫管局作有關方面的
溝通，且已試行多個項目。有關報告亦已呈交予食物
及衛生局。
小組又建議設立以人為本的癌症策略，加強紓緩治
療等早期服務，助減輕病人及家屬在患病期間可能會
面對的心理、情緒問題。

國泰明年加薪2% 花紅1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今年上半年收益逾 450
億元的國泰航空昨日宣佈，所有合資格員工將獲發第
13 個月的酌情年終獎金，所有非管理職級員工明年加
薪2%，高級員工則凍薪。國泰行政總裁朱國樑表示，
今次決定反映了當前的營商環境，亦肯定了團隊過去
一年的辛勤工作。有工會表示，對加薪幅度無奈接
受。
朱國樑表示，航空業環境不斷轉變，國泰也不能獨
善其身，現正面對收益率受壓、運力過剩，及高端客
艙乘客量下跌等，集團的收益顯著下降，相信明年仍
然困難重重，正進行深入的業務檢討。他表示，明年
對國泰航空將會是關鍵的一年，呼籲所有員工「繼續
同心攜手，勇往向前，重拾成功之路」。
工會代表表示，加薪幅度與員工期望有落差，但考
慮到現時經濟環境，公司在航運競爭中受壓，以及受
燃油對沖拖累，因此無奈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