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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醫療加碼 社區預防分流
林鄭：全港覓地建健康中心 改變以往「重治療輕預防」做法
果。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示，特區政府未來會大力投資在基層醫療，改變過去「重治療，輕預防」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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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包括要求食衛局在全港覓地建設地區健康中心，並加強預防、疫苗接種、身體檢查等工作。對於長者
醫療券加碼，她坦言這並非推動基層醫療的最有效做法，但會詳細檢討並與議員磋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陳凱欣盼醫券加碼至3000元

急症室工作量仍難分流

■陳凱欣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下
月 1 日起，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
由 60 歲改為 65 歲。特首林鄭月娥昨日
表示，這是對應香港人口壽命高、人口
老化的理順措施，但不等於 65 歲以下
的長者不可得到綜援保障，並強調 60
歲至 64 歲的市民如有需要，可申領成
人綜援，而政府也會加強中高齡就業支
援服務，包括為願意聘用中高齡人士的
僱主提供津貼。多個建制派政黨表明反
對，要求撤回決定。
在昨日的行政長官答問會上，多名議
員就提升長者綜援合資格年齡提問。林
鄭月娥表示，香港人均壽命是全世界之
冠，加上人口老齡化，一般人都認為以
60 歲 定 義 長 者 似 乎 已 和 社 會 脫 節 ，
「事實上我們很多政策都是以 65 歲為
（長者）定義的，所以我都是這樣說，
它是按着香港現在人口情況的一個理順
措施。」
她續說，60 歲至 64 歲人士的就業率
由 2007 年的 32.5%，提升至 2017 年的
45.2%，故中高齡人士投入勞動市場是
不爭事實，勞工處已把中齡就業計劃改
為中高齡就業計劃，為願意聘用中高齡
人士的僱主提供津貼，亦特別為中高齡
求職人士提供支援。

建制反對提高長者綜援門檻

公營醫療服務的輪候時間一直為人詬病，有意見要求做好社區的基層醫療及預防醫療，以達至分流效

林鄭：立會已通過 無法煞停

■醫療券雖然使用率高達九成，但沒有達到原本作用，難以分流醫院或急症室的工作量。

陳克勤：不想現
「財政懸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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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日的行政長官答問會上，曾任
食物及衛生局政治助理的九龍西

議員陳凱欣提問指，現時是流感高峰
期，公立醫院服務可說是面臨崩潰邊
緣，要求改變過去「重治療，輕預防」
的做法，做好社區預防、分流和健康管
理，包括將公營社區健康中心擴展至全
港，並加入身體檢查和健康生活教育
等，「特首早前也說過，本港基層醫療
服務發展落後了30年。」
林鄭月娥在回應時承認，公營醫療系
統正承受很大壓力，雖然已為醫院管理
局提供額外資源，但如果整個醫療策略
或制度沒有大轉變，難以應付人口老齡
化帶來的各方面挑戰，同意要改變「重

對於會否撤回決定，林鄭月娥指，立
法會早前已通過包含有關決定的《2018
年撥款條例草案》，自己無法煞停，並
重申有關改變不是為了省錢，「如果要
讓高中齡就業人士額外支援需要動用更
多資金，特區政府都願意，所以這不是
為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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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表示，通過
《2018 年撥款條例草案》，是因為不
想出現「財政懸崖」。

梁志祥：稍後晤財爺盼更正
民建聯議員梁志祥指，該黨由 2017 年起已多
番去信勞工及福利局，並在立法會提出質詢，表
達對有關安排的不滿，稍後還會約見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要求更正。
■現時長者醫療券只得2,000元。
治療，輕預防」的醫療體制，而這也是
她多年期望。她提到，過去兩份施政報
告已就醫療部分勾劃出願景和行動，今
年將會進入落實期。

「治未病」比「治已病」成本輕
她強調，特區政府未來會大力投資在
基層醫療，並引用前衛生福利及食物局
局長、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
醫療學院院長楊永強的研究，指每一元
投放在社區醫療，可以為緊急的醫療服
務省回 8.4 元，「有這樣的數據，我覺
得以我的理財新哲學是很值得投資。」
林鄭月娥指出，葵青的地區康健中心
是首個試點，但不會等這個試驗完結，

已要求食衛局全面展開在其他 17 區覓
地建設地區健康中心，並加強預防、疫
苗接種、身體檢查等各方面工作。
她並希望議員可以討論如何達至文化
轉變，「因為並不單是政府作為服務提
供者要轉變我們的思維，可能市民對於
過分依賴治療服務，或是不能夠自己多
些保障自己的健康，都在一種意識文化
上需要有一個改變。」
陳凱欣又問到，現時長者醫療券只得
2,000 元 ， 長 者 「 看 得 流 感 便 沒 法 看
眼，看得眼來又不能看牙」，希望加碼
至 3,000 元，讓長者不用在公立醫院排
隊，可以到其他私家醫院求診。
林鄭月娥表示，醫療券在不斷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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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初的 70 歲或以上長者每年 250 元，
到現在的 65 歲或以上長者每年 2,000
元、累積上限 5,000 元，雖然使用率高
達九成，但沒有達到原本作用，難以分
流醫院或急症室的工作量，要求食衛局
全面檢視醫療券效能。

詳細檢討醫券 再與議員磋商
她坦言不太介意增加醫療券金額，但
就說聽到有醫務界朋友指可能會適得其
反，未必是推動基層醫療的最有效做
法，因為現時有數以千計接受醫療券的
醫生，令有些長者並不是跟着同一個醫
生，「但我們會詳細檢討，檢討後的結
果亦會與各位議員磋商。」

干涉律政司決定才是
「法治淪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律政
司上月解釋UGL事件沒有足夠證據提出
檢控，被反對派纏擾至今，昨日更向特
首林鄭月娥施壓，要求她籲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重新考慮不尋求外間法律意見的
決定。林鄭月娥強調，基本法列明檢控
工作由律政司負責，不受任何干涉，如
她要求律政司重新檢視決定就是干涉，
「如果有朝一日行政長官參與檢控工
作，可能就是你口中所謂的『法治淪亡
的一天』。」
民主黨議員涂謹申昨日在行政長官答

問會上聲言，林鄭月娥指要尊重律政司
不尋求獨立法律意見的專業決定，並認
為事件應告一段落，質疑這是否將特區
政府的信譽「全部押下去」，而市民只
能夠白白看到法治「沉下去」，「你是
否想迫到市民和你『告一段落』？」
林鄭月娥反駁指，基本法有清晰條
文，規定檢控工作是律政司負責，不受
任何干涉，所以亦不受行政長官的干
涉，「我沒有辦法回應你那些題目，因
為我亦不是參與一起研究這個個案應否
檢控。如果有朝一日行政長官參與檢控

工作，可能就是你口中所謂的『法治淪
亡的一天』。」

尊重律政司專業判斷
她強調，鄭若驊是資深大律師，有豐富
法律經驗。當對方和律政司同事作出專業
判斷，她就要尊重這決定，「她（鄭若
驊）每日都在為我提供法律意見，如果我
不尊重她的法律意見、她的法律專業判
斷，事實上是難以可以有效地運作。」
在律政司不尋求獨立法律意見中，反
對派一直糾纏在「觀感問題」上。林鄭

月娥明言，觀感不能凌駕法治，亦不能
凌駕最大公眾利益。
不過，涂謹申繼續要求林鄭月娥向鄭
若驊「提供意見」，令對方重新考慮尋
求獨立法律意見。
林鄭月娥強調，要嚴肅認真地全面貫
徹基本法精神，「當基本法條文說檢控
工作是由律政司負責，不受任何干涉，
我相信、我很肯定地向你說，涂議員，
你剛才對我的要求，要我說給她聽重新
檢視、重新開檔案、重新拿意見，我會
視之為干涉，所以我是不會做的。」

黃國健：工聯已表達異議
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指出，議員支持施政報告
和財政預算案，並不代表必然支持其中的所有措
施。工聯會早在 2017 年當局提出計劃時，已表
達過異議，工聯會議員其後在多個立法會會議也
明言反對。

梁美芬倡提供特別津貼
經民聯副主席梁美芬昨日則去信陳茂波和勞福
局局長羅致光，建議透過關愛基金，向下月 1 日
後 60 歲至 64 歲申請健全成人綜援的新受助人每
月提供特別津貼，令他們得到的津貼和長者綜援
一樣，直至社會對退休年齡有共識為止。

冀照顧好「老友」
嘆遇「人地」樽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八旬老翁勒斃
患病妻子的悲劇，引發對社區照顧服務不足的討
論。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強調，政府願意多撥資源
幫助有需要長者，也在前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希望
做到社區照顧「零等候時間」，但面對土地和人
力兩個極為嚴峻的樽頸，要由勞工及福利局再研
究。
在昨日的行政長官答問會上，林鄭月娥回應工
黨議員張超雄提問時強調，政府真的希望能夠將
香港長者照顧得更加好，「這些雙老、獨老面對
的困難，我們都感到很心酸。」
她提到，自己在前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希望
在有兩個服務中做到零等候時間，其中特殊需要
小童到校支援服務漸見曙光，今年稍後會增加至
7,000 個名額，但社區照顧就面對人手和土地不
足，「有些 NGO（非政府組織）說『我連基地
都沒有，如果我要帶些物品去或提供膳食，我從
哪兒出發呢？』所以是有很多問題的。」

有樓有人有管理 政府即做

新合約外判制 會檢視調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
政府將會在今年 4 月改革外判合約制
度，新合約將會加入 6%約滿酬金、颱
風期間上班津貼等。對於新舊合約出現
同工不同酬問題，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
示，會檢視今年 1 月至 3 月簽訂的合

約，「看看有否空間可以作出一些適度
的調整。」

麥美娟嘆基層工被剝削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昨日在行政長官答
問會上表示，新合約制度於 4 月 1 日生

效，但最少有 30 多份合約在 1 月至 3 月
生效的，新制度保障不了這些基層員
工，「這一班外判工友 60 歲以上，做
十多個小時，但他們不斷被人剝削。」
林鄭月娥表示，自己對外判工友充滿
敬佩的，去年就聯同數名局長請了一
二百個工友到禮賓府出席答謝茶會，
亦借機聽取他們和承辦商對如何可以
改善外判制度的建議，最終達成新制

度。

每項新措施都有分水嶺
她坦言，每項新措施都有分水嶺，在
之前已經批出的合約當然受舊制度規
範，所以未必有很容易解決的方案，但
會要求有關部門檢視今年 1 月至 3 月簽
訂的合約，「看看有否空間可以作出一
些適度的調整。」

林鄭月娥承諾，只要社會有樓房、人手、管理
等能力去做社區照顧服務，政府就會去做，「你
可以向我追數」，希望社會一同幫忙解決土地和
人力這兩個極為嚴峻的樽頸問題。
對於張超雄要求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立即大幅
增加有關的撥款，林鄭月娥強調撥款須適時投入
社會，做到當局規劃的服務，「所以這要留給勞
福局再研究，究竟今時今日我們還有多少能力增
加這些長期的照顧服務和社區的照顧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