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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商引外醫 擬提第五方案
醫委會願讓步 劉允怡：政府可立法取回外援「生殺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紓緩香
港的「醫生荒」，有消息透露，醫管局
今年7月將加大專科醫生訓練名額至500
多個，讓受聘於公立醫院的新醫生申
請，名額是10年來最多，當中以內科專
科的訓練名額佔最多，有105個。醫生
組織均指，增加新的專科醫生有助彌補
人手，但指新醫生短期內難以頂替資深
醫生，認為設法降低公營醫院醫生流失
率才是最關鍵。

內科比重最多 九中名額最多
據悉，逾500個專科訓練名額會分配

到各醫院聯網，以九龍中佔最多，分得
93個，相信與兒童醫院逐步投入服務需
要大量醫生人手有關。至於內科病房入
住率經常爆滿的新界東及新界西，亦各
獲得92個名額。這批新醫生將會分配到
不同專科工作及受訓，當中以人手較為
緊張的內科佔最多，有105個名額，其
次是外科有 92 個，以及急症科有 41
個，醫生流失率較高的眼科則佔16個名
額。
不過，這邊廂增加人手，另邊廂的人

手流失也不少，根據醫管局最新文件顯
示，全職醫生於2018/19年度的流失率

錄11年新高，達到6%。去年共有244名
醫生離職，包括143名資深醫生，以及
101名初級醫生。
一加一減，令500名專科新血只夠填
補部分空缺，最重要是他們未必能取代
資深醫生的工作。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執
委馬仲儀指出，「如果醫管局的服務模
式不變，以致繼續有資深醫生陸續離
開，長遠而言，公立醫院人手嚴重短缺
的問題，仍難以解決。」

前線：暫難取代資深醫流失
前線醫生聯盟副主席蕭旭亮亦認為，

有新一批醫生加入一定是好事，但問題
是公立醫院許多離職的醫生，均有10年
或以上經驗，新醫生短時間內難以取
代。他以心胸外科為例，指近年就有不
少醫生離開，但由於涉及的手術複雜，
很難由尚未完成專科訓練的新醫生進
行。
中大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系主任許樹

昌說，每年有新醫生加入，一定程度上
幫到前線手，但關鍵是醫管局如何留住
這批新醫生繼續在公立醫院接受培訓，
以及完成培訓之後如何吸引他們留在公
營醫療體系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委

會早前否決4個放寬境外專科醫生實

習安排的方案，引起外界譁然。在一

片爭議聲中，醫委會決定下月開會重

議，屆時會就每個方案進行修改，並

逐一記名投票表決。多個醫生組織擬

提出第五個方案供討論。醫委會主席

劉允怡又透露，政府如要重奪聘用

「外援」的「生殺權」，可透過立法

取回。

醫局擬擴逾500專科訓練名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醫管局3月初宣佈，4月1日起
為支援職系加薪8%，約2.5萬
名員工受惠。不過，約2,000多
名健康服務助理（HCA）、技
工及二級工人等舊制員工，因
為薪酬架構不同而未獲加薪。
該批舊制員工組成「醫管局舊
職系苦命員工聯會」（舊職聯
會），要求同樣加薪8%，決議
下周三（17/4）到醫管局靜坐
兩小時表達不滿。
協助該會的立法會議員劉國

勳，早前安排該會代表與醫管
局及食衛局官員會面，醫管局
答應兩星期內有初步回覆。然
而，昨日醫管局的書面回覆，
僅表示要到9月才能完成檢討
報告，未有提及任何承諾和解
決方案，引致該會不滿。

放寬境外專科醫生實習安排
引起軒然大波，這類醫生其實
是凡指非本地受訓的醫生，包
括海外、內地、台灣等，這是

殖民地時代的歷史產物，當時英聯邦地區
的醫生可以免試在本港執業，直至現在有
關地區的醫生也享有「特權」。為非英聯
邦地區醫生爭取平權的「醫務委員會執照
醫生協會」指出，「其實英聯邦成員多達
53個國家，其中90%都是相對貧困落後的
國家，其醫療水平與本港相距甚遠，醫生
水平不見得達標。」

傾斜英聯邦 內地醫無門
身兼醫委會委員的「醫務委員會執照

醫生協會」會長張漢明醫生指出，內地
有大量醫術精湛的好醫生，與港人有同

一語言及文化，能迅速緩解公營醫院的
人手壓力，但香港輸入外援醫生的制度
明顯向英聯邦國家醫生傾斜，令內地醫
生望門興嘆。
他指出，現行的《香港醫生註冊條例》容
許香港大學、中文大學、衛生署和醫管局根
據需要，以「有限度註冊」形式聘請境外醫
生，但醫管局旗下的公立醫院只引入在英聯
邦國家受訓的境外醫生。他一直建議醫管局
檢討現時「有限度註冊」的聘用條件，讓世
界各地、包括內地擁有相等資歷的醫生申
請，以紓緩前線醫護的工作壓力。「我們建
議，內地等醫生受聘於醫管局期間，需通過
部門的監督和得到資深醫生的督導和評估，
考慮免除一年的實習和評估。」
「有限度註冊」只限在公營機構工

作，若境外醫生想私人執業，就必先在註

冊醫生執業試中過關，獲得正式註冊醫生
牌。張漢明表示，該試包括筆試、醫學英
文考試，以及臨床醫學考試。內地醫生的
醫學理論及英文根底好，所以在醫學英文
考試的合格率達87%，惟因為過去受訓
的教材、培訓方式、考試方式均與香港不
同，以致筆試及臨床醫學考試合格率偏
低。至今有約800名內地醫生考獲香港註
冊醫生執照，與外國醫生考獲本地註冊醫
生資格的人數相若。
外界常以為非英聯邦國家的醫生醫術不

濟，其實問題關鍵只是這些醫生不熟悉香港
的醫療體制，而醫管局又未能提供銜接培
訓讓他們熟習。張漢明說：「一直向政府爭
取公開更多執業試所需的資料和資訊，以
及為境外醫生提供臨床試的培訓，可惜局
方反應冷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放寬選才版圖 何苦畫地自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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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會、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前線醫生聯
盟，以及公立醫院顧問醫生協會等，就

放寬非本地培訓醫生實習要求的方案，昨晚開
會，經過兩個多小時的討論後達成共識，同意
在原有的4個方案以外，提出第五個方案。

新方案更能顧及病人利益
醫學會會長何仲平形容，新方案一定比原有
方案好，有信心能爭取支持。但他指仍有細節
要商討，所以未能公佈方案內容。「新方案更
能吸引醫生，亦更能顧及病人利益。重要的是
醫生在公立醫院和大學時，需進行臨床而非行
政工作。」他又表示，傾向接受投明票。
會議前，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執委馬仲儀透
露，底線是容許境外專科醫生在醫管局最少工
作3年，或在兩間大學醫學院工作5年，並考
獲執業試，方可在免實習情況下，擁有執業資
格。至於衛生署，由於工作並非臨床性質，亦
沒有太多機會接觸不同病人，該會認為在衛生
署工作的境外醫生不應獲豁免實習。

傾向以明票方式表決
醫委會主席劉允怡表示，由於今次事件涉及
公眾利益，投票的委員應該對社會負責，因此
決定下月重議，並採用明票方式表決，而非上
次的暗票。按照醫委會會議常規規定，醫委會
下月的會議，將先就是否暫緩執行早前否決4
方案的決定進行表決，如果獲三分之二委員支
持，才能重新討論放寬境外專科醫生實習安排
的議題。
劉允怡表示，若果沒有把握打開這個死結的
話，亦不會提出再開會，「曾經就此事聯絡過
大部分委員，有信心取得委員支持重議。」他
透露，屆時會基於原有的4個方案進行討論，
並容許委員提出修改。「想如何修改，就逐個
去改，再逐一投票。」
他透露，屆時將採用淘汰制逐一對方案進行
投票表決，若最終沒有一個方案取得過半數支
持，便會篩走得票最低的一個方案，直至淘汰
出最少兩個入圍方案，再進行最後投票，確保
最終有一個方案獲過半數支持。
對於有立法會議員認為醫委會是「專業霸
權」，予人「醫醫相衛」感覺，建議政府收回
醫委會主宰引入境外醫生的「生殺大權」，劉
允怡稱：「我聽到立法會議員怎樣說，專業自
主不可凌駕大眾利益，這個我是同意的，若立
法會真的認為有這情況，他們不滿意，那便立
法取回部分權力，或全部權力。」

◀醫委會早前否決4個放寬境外
專科醫生實習安排的方案，引起
外界譁然，該會昨決定下月再開
會重議。圖為公院一隅。

資料圖片

▲劉允怡透露，政府如要重奪聘
用「外援」的「生殺權」，可透
過立法取回。 資料圖片

圍繞修訂逃犯條例，反對派的抹黑行動仍在持
續。民主黨胡志偉聲稱，特區政府緊張港人涉嫌台
灣殺人案，原因涉及「能否及時完成中央提出的政
治任務」。反對派扭曲事實、用陰謀論抹黑修訂逃
犯條例，再次表演顛倒是非、以泛政治化伎倆狙擊
施政的鬧劇。近期以來，一些長期亂港禍港的反對
派政治人物，對逃犯條例修訂、違法「佔中」搞手
被定罪作出政治凌駕法治的無理指控，更頻頻赴海
外「告洋狀」，乞憐外力干預。他們厚顏地聲稱代
表港人民意，事實卻是損害香港利益和港人福祉，
廣大市民不禁要問，你們有何資格代表港人？每一
個熱愛香港的人，都會堅決拒絕「被代表」!

修訂逃犯條例，源起本港女子台灣被害案，由於本
港沒有法律處理案件，兇犯即使承認殺人，本港亦不
能以謀殺或誤殺罪來起訴。這種制度缺陷明顯有違法
治公義和社會良知。因此政府爭取盡快處理修例，令
兇犯能夠移交台灣審判，還死者家屬一個公道；同時
亦堵塞法律制度上的漏洞。但反對派把純粹的法律問
題政治化，借妖魔化修例攻擊中央和特區政府，更頻
繁跑到海外告洋狀，配合外力對修例施加壓力，大有
不逼到政府「跪低」不罷休之勢。

反對派阻礙修訂逃犯條例的所作所為，延續了他們
不擇手段干擾施政、拖香港發展步伐、漠視港人利益
的一貫習氣和做派。遠的不說，事關香港能否啟動特
首普選的政改方案討論和審議中，反對派不理主流民
意，綑綁否決了政改方案，剝奪了港人一人一票選特
首的普選權利；他們更刻意引發違法暴力的「佔中」
行動、旺角暴亂，令香港法治穩定、國際形象遭受重

創，市民生活大受影響，更催生「公民抗命」、
「違法達義」等歪風，導致「港

獨」、「自決」思潮

滋生蔓延，誤導市民、荼毒年輕人，給香港全面準確
落實「一國兩制」、保持繁榮穩定埋下重大隱患。

「佔中」失敗之後，反對派發起議會全面「不合
作運動」，幾乎每年的財政預算案都成為拉布的重
要戰場，財委會屢陷拉布泥沼。有資料統計，僅在
2013 年至2016 年4年多期間，反對派發動的拉布浪
費納稅人至少逾27億元。到近期，「一地兩檢」、
修訂逃犯條例，又被反對派視為製造政治話題、撕
裂社會、亂中求利的政治工具，加諸「摧毀『一國
兩制』、中央隨時來港捉人」等子虛烏有的罪名，
危言聳聽， 挑撥香港和中央的關係，圖令香港重新
陷入政爭不息的困局。

反對派的這些作為，有哪一點是為香港的安定繁
榮和港人的民生福祉？但他們中的一些頭面人物，
竟然以港人的代表自居，不斷走到美英等外國，向
以遏制中國為能事的外國政要、議會組織告洋狀，
指控「中央插手香港事務、壓制香港人權自由」，
甚至乞求外力取消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制裁香
港，企圖以此逼特區政府屈從他們的禍港要求。

反對派多年以來的所作所為，嚴重妨礙香港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損害香港司法獨立、破壞社會穩
定，危害國家安全，衝擊「一國兩制」底線，還好
意思大言不慚自認代表港人？吶喊簽名保普選反
「佔中」的180萬人，反對派敢代表、能代表？《經
濟通》與《晴報》日前發起網上民調，結果顯示高
達83%民意支持判「佔中九男女」罪成，反對派告洋
狀的說法，難道不是忤逆這絕大多數人的民意？近
期的立法會、區議會補選，反對派一輸再輸，連票
倉都失守，得票率每況愈下，不正顯示無視民意的
後果？廣大市民心明眼亮，絕不會接受「被代
表」，更會用自己的公民權利教訓反對派。

亂港禍港者告洋狀 市民拒絕「被代表」
醫委會早前討論放寬海外專科醫生考

試後的實習期安排，4 個方案全遭否
決，引起社會嘩然。醫委會主席劉允怡
昨日表示，將在下月醫委會的例會，重
新討論放寬海外專科醫生實習要求的議
題。醫療服務關乎公眾利益，醫生業界
的利益不能凌駕公眾利益。醫委會應簡
化程序，盡快通過相關方案，以利輸入
海外醫生。政府和立法會必要時更應通
過修例，檢討醫委會權力，保障市民利
益。

按照醫委會常規，表決過的方案，6
個月內不得重新表決。因此下月例會，
首先要獲得三分二委員同意，暫停執行
這條常規，才能重新討論上次會議提出
的4個方案，並再次進行表決。新一輪
的投票將採用淘汰制，每輪投票會將最
低票方案淘汰，直至只剩一個方案獲過
半數通過。早前醫委會拒絕放寬海外醫
生的決定，令市民失望甚至憤怒，狠批
醫生組織頑守保護主義，漠視公立醫院
人手不足，損害公眾利益。醫委會破
例，就引入海外醫生重啟投票，可以視
為正確回應市民訴求。

本港醫生人手嚴重短缺，這是不爭的
事實，而且隨着人口急速老化，醫生短
缺問題將愈加嚴重。彌補醫生不足，短
期的治標之法只能尋求「外援」。放寬
海外醫生免實習的要求，旨在提高誘
因，吸引合資格的海外專科醫生尤其是
港人子弟回流服務，以解燃眉之急。

輸入海外醫生目的為紓緩前線工作壓
力、改善照顧病人服務，不存在與本港
醫生爭飯碗、影響晉升的問題。保持良
好的公營醫療服務關乎大眾切身利益，
本港雖然一直尊重「專業自主」，但
「專業自主」不能凌駕公眾利益，不能
在公立醫院前線壓力「爆煲」、醫護叫
苦連天、市民利益受損的情況下，仍然
拒絕任何放寬輸入海外醫生的方案。

上次醫委會的表決，4個方案全遭否
決，出人意料。下月的醫委會例會，為
避免情況重演，醫委會應考慮簡化表決
程序，以「明票」方式提高決策透明
度，甚至應直接從多個方案中，挑選出
最有利輸入海外醫生的方案，直接付諸
表決，比讓委員在多個方案、進行多輪
表決更簡單直接。程序越簡單，越有利
凝聚共識。

其實，即使通過一個放寬海外醫生實
習期的方案，對吸引海外醫生來港服務
的吸引力仍然有限。醫管局希望未來10
至 16 個月內，聘請 100 名海外醫生來
港，恐怕難以實現。如果有關方案的落
實效果不理想，當局有必要採取更有效
的措施。目前立法會不同黨派議員都認
同，有需要檢討放寬非本地培訓專科醫
生的實習要求，以解本港醫生不足的燃
眉之急。業界應該聽到市民的聲音，照
顧市民的需要，扭轉醫醫相衛的弊端，
不要再令市民失望。

以公眾利益為重 放寬輸入醫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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