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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缺員 今夏恐「縮灘」
欠400人佔編制逾四成 工會：為安全或「封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九
巴僱員工會約十多名車長昨日到九
龍灣九巴車廠門外請願，要求全體
員工加薪15%。該會主席郭志誠表
示，加薪15%是追回過去15年被減
薪或削福利帶來的損失，若九巴繼
續漠視訴求，不排除要求政府削減
九巴三分一經營路線，並建議引入
新競爭者重新分配路線。
郭志誠表示，現時每天工作10小

時的新入職車長的月薪為 2.3 萬
元，與15年前入職的車長月薪一樣
同是2.3萬元，車長人工15年來原
地踏步。他又指，九巴對外公佈的
加薪幅度，與員工實際增加的收入
不符，指公司「會要求車長出車出
遲一節，或者減你鐘，令每位車長
的平均收入下降」，因此要求加薪
15%、即每月人工不少於 2.6 萬
元。
另外，九巴早前因應香港專營巴

士服務獨立檢討委員會建議，設立
安全總監一職。工會認為安全總監
並無實權，未能改善安全問題，要
求總監一職需向董事會及運輸署負
責，職能亦應涵蓋車務組運作及維
修監督等範疇。
九巴回應指，有恒常機制制定薪

酬調整方案，並因應市場標準、通
脹及公司的財政能力，積極優化員
工的工作待遇，提升薪酬福利。
九巴已向運輸署申請加價，期望

政府能盡快審批，以增加資源應付
持續上升的營運成本。
另外，九巴發言人表示，安全總

監直接向九巴董事總經理負責，安
全總監領導安全部將聯同九巴及龍
運各部門的安全委員會，以及政府
有關部門，全面提升安全標準及表
現，和推廣道路和行車安全。

港人日用逾6500萬張紙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泳季將至，近年康文署救生員

職位連年出現短缺，香港政府拯溺員總工會主席鄧子安指出，今

年救生員人手不足的情況進一步惡化，本月「開池」已出現人手

不足，預料盛夏將短缺400名救生員，佔人手總編制逾四成。在

人手不足下，港九拯溺員工會和香港政府拯溺員總工會預料，今

年夏季公眾泳池和泳灘或基於安全考慮，未能開放予泳客暢泳。

■■救生員架構失衡招聘及管理救生員架構失衡招聘及管理
現困難現困難，，公眾泳池及泳灘料續公眾泳池及泳灘料續
大規模封閉大規模封閉。。

■公眾泳池可能局部關閉兒童池、嬉水池。
資料圖片

■工會料今年夏季泳灘或基於安全考慮，
未能開放予泳客暢泳。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務委員會
早前否決放寬非本地專科醫生實習安排的
方案，引起巨大迴響。
民建聯立法會衛生事務發言人蔣麗芸表
示，將以議員條例草案在立法會提出，增
加誘因吸引非本地醫生來港執業，強調該
草案不涉及修改醫委會審批權力，也不會
為求增加醫生數量而犧牲服務質素。
民主黨則擬修改醫委會審批權，讓英、
美等國家的醫生免試在港執業，這建議在
社交平台被多名醫生「圍攻」，批評民主
黨分化醫學界。
蔣麗芸昨日發新聞稿指出，現時非本地
培訓的醫生來港執業關卡太多，誘因不

足，令最終留港服務的非本地醫生人數有
限。
為增加非本地醫生來港服務的吸引

力，同時為公營醫療系統提供一批穩定
服務年期的醫生，民建聯經研究後，明
天將公佈有關建議，並以議員條例草案
形式推出。

不影響醫委會審批權
她強調，該草案無意收回醫委會的審批

權，民建聯將力求在確保非本地醫生來港
服務質素不變的前提下，增加誘因吸引他
們來港服務，亦不會為求增加醫生的數
量，而犧牲服務質素。「是以廣大市民利

益為本，以吸引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工作
為目標，與醫委會正討論放寬非本地培訓
醫生免實習期方向一致，草案公佈後，民
建聯會繼續聽取各方意見。」她又對與其
他政黨合作持開放態度，望議員支持民建
聯提出的草案。
民主黨亦有意提出草案修改醫委會審批

權，讓特定國家(例如美國、英聯邦等)醫生
免試在港執業，該建議激起千重浪，不少
醫生在社交平台發文批評，有醫生反問民
主黨：「你醫過病人未？你執過海外包括
美國醫生漏診及誤診的手尾未？我及我的
醫生朋友都執過！」
這位醫生表示，曾與英聯邦國家的醫生

一起工作，部分人的醫術及醫德參差，直
指「好的早早走去做私家醫生，不好的請
都唔走！同事只有嘆氣及準備隨時補漏，
身心疲累！」他不明白為何要給這些地區
的醫生免試特權。
他指出，目前的醫生人手問題，不光是
培訓醫生的速度追不上人口老化，更重要
是醫管局加諸許多無謂工作給公院醫生，
導致流失率高企，「自醫管局成立後，臨
床醫生多做了多少非臨床的文書工作，多
開了多少不必要的會？近十年離職的醫管
局醫生為何要離開？有幾多醫生因要求轉
任兼職被拒而離開？認為這些問題更值得
關注。」

民記擬提草案吸海外醫來港懸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仁安醫院推出全港首
個私院急症門診掛號手機App，讓病人知道何時輪到
自己，提前十來分鐘到埗就行，毋須現場掛號後在候
診室苦候，降低等候期間染病的風險。該手機程序還
增設「查藥易」功能，讓病人了解所服藥物的相關資
訊。仁安醫院助理院長及急症科部門主管胡詠儀介
紹，使用該App能為病人節省一半候診時間。
胡詠儀表示，該手機程式於6月起開放給公眾試

用，目前約3,000人下載，使用率約佔該院病人的十
分一。院方的統計發現，病人使用App登記急症門
診，每人平均減少約46分鐘輪候，比現場掛號省卻
一半時間；按預約時間到醫院，一般30分鐘之內可
獲診治。
該App包括「候診易」及「查藥易」功能。初次使

用需輸入基本個人資料，不消一分鐘便能完成掛號，

App會實時更新急症門診輪候資訊，市民安坐家中便
能知悉下一個輪候號碼，計算自己出門的時間。
至於「查藥易」，供病人在領藥後，掃描藥物標籤
上的二維條碼（QR Code），就可下載該次就診的
完整處方記錄，建立「我的藥物清單」，可查閱藥物
名稱、服藥方法、主要用途、副作用、儲存方法等詳
細資料，更附有藥物照片以供對照。
為了令外用藥物如噴鼻劑、眼藥膏丶肛門栓劑之使

用方法更為具體，手機程式除以文字敘述之外，更加
入使用步驟示意圖，圖文並茂地細緻描述各個程序，
用藥資訊一目了然。
仁安醫院院長李繼堯醫生表示，該App將分階段增

設專科門診預約及提示功能，並正致力研究整合病人
防疫注射記錄、過敏情況、檢查報告、付款狀態等資
訊，讓市民可隨時以程式瀏覽自身病歷。

仁安急症掛號App 免病人現場呆等

■仁安醫院推出全港首個私院急症門診手機App，右一胡詠儀，
中為李繼堯醫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廚房紙一般較普通抹手
紙巾的吸水力強，用途廣泛。消委會測試市面15款廚房
紙樣本，發現5款檢出的細菌菌落總數超出內地標準上
限，最高超標4倍，如直接接觸熟食或有機會引致食物安

全風險。測試亦發現，不同樣本的吸水量、吸水速度和紙
張拉力的表現參差；在標示淨重、張數、層數和尺碼等產
品資料時亦欠清晰完整。消委會敦促生產商加強品質監控
工作，確保廚房紙符合產品安全要求，並已將有關結果交

予海關跟進。
是次測試的15款廚房紙中，每卷/包零售價
由4.23元至7.97元，相差近一倍；若以每張
紙計算，則由0.04元至0.12元，相差更大。
根據內地標準，共有5款樣本每克檢出的細菌
菌落由240個至1,000個不等，超標20%至4
倍不等。吸水量方面，表現最佳與最差的樣
本每克紙分別吸水11.4克及6克，相差近倍；
吸水速度方面，最快的只需3秒，最慢需6.5
秒才能完全吸滿水。
測試亦發現，全部均沒有標明每卷或每包

的淨重量；只有6款樣本同時標示層數、尺碼
大小及每卷／每包張數3項資料。
消委會指出，由於消費者能掌握的產品資

訊有限，難以比較，敦促供應商在產品包裝
上詳細標示每卷/每包的規格資料，提升產品
資訊透明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夏季裝置，電風扇是家居
必備品。新一期《選擇》月刊
公佈市面14款循環扇的安全
及效能表現結果，只有4款通
過所有安全測試。「愛麗思」
一個樣本後罩的一個間隙可讓
模擬成人手指通過並觸碰到扇
葉；「樂斯牌」一個樣本則在
自動上下搖擺時，模擬小童手
指可被夾於風扇頭與底座之間
的空隙，安全性有待改善。消
委會總幹事黃鳳嫺指出，雖然
測試發現樣本有不足之處，但
機電署指正常使用下問題不
大，毋須下架或回收。
是次測試的14款循環扇，售價由480元至1,698

元不等，測試顯示各樣本的整體表現尚算平均，
總評分由3.5分至4.5分(5分最高)不等，當中僅4款
通過所有安全測試項目，另有7款未能通過絕緣及
防觸電保護、結構、機械安全性及溫升等安全測

試項目。當中有兩款樣本的部分膠料未能通過針
焰測試，在着火後未能於30秒內自動熄滅，不符
合標準要求。
測試亦發現，各款樣本的效能表現參差，送風
量最多相差62%，能源效率更相差6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港人用紙量
驚人，平均每日消耗逾6,500萬張紙手巾、
近 3,000 萬張抹手紙及近 1,000 萬張濕紙
巾，合共重量近176公噸，這些紙均不能回
收，全被直接送往堆填區。
根據環境保護署 《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

告》顯示，2017年廢紙量佔固體廢物百分
比上升至24%，每日棄置量亦增至2,532公
噸。
世界綠色組織去年8月於全港街頭，以問

卷形式訪問500名市民，結果顯示，經常外
出用膳的受訪者，大部分用膳時使用紙手
巾清潔嘴巴、餐具等，完全不用紙手巾的
只有0.6%；57.7%受訪者平均每日使用兩
張至4張紙手巾，其次有18.1%受訪平均日
用5張至7張紙手巾。
調查亦發現，47.5%受訪者平均每日使用

兩張至4張抹手紙，21.2%受訪者平均日用
5張至7張。
就使用濕紙巾方面，有40.8%受訪者是完

全不使用，但仍有逾36%受訪者平均每日
使用1張至4張濕紙巾。
基於衛生問題，紙手巾、抹手紙及濕紙

巾均無法回收，抹手紙及濕紙巾還因為成
分問題而難以回收及再造。
世界綠色組織呼籲市民減少用紙，組織

將於7月 15日發起「惜『紙』一天」行
動，預計有約300間至400間商店參加節約
用紙。

5款廚房紙含菌量超標 測試14款循環扇 僅4款全過關

■5款廚房紙含菌量不符內地標準，最高超4倍。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愛麗思(左)及樂斯牌循環扇，未能通過安全測試。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組織將於7月15日發起「惜『紙』一
天」行動。 世界綠色組織供圖

過去3年，全港季節性救生員持續
出現空缺。去年泳季高峰的月

份，康文署救生員的基本需求為953
人，但因未能招聘足夠人手，以致出
現279個空缺，佔總編制的29.3%，
是2016年的一倍。
鄧子安預計，今年的情況更嚴峻，
相信今年空缺人數可能高達400人。
港九拯溺員工會發言人胡啟榮表示，
救生員人手不足，影響泳客安全，康
文署或會局部關閉公眾泳池和泳灘，
「今年這個情況或持續，每個泳灘都
有機會暫停救生服務。泳池相對泳灘
情況稍好，可局部關閉兒童池、嬉水
池，不致於全面關閉。」

泳季一過 生計無保障
工會解釋，多數救生員於泳季時有
工開，但泳季過後就要找其他職位，
以致從業員生計沒有保障，轉行情況
普遍，也難吸引新人入行，以致近年
招聘愈來愈難。
鄧子安指出，泳灘範圍廣，並不能
真正「封閉」沙灘，他提醒巿民游水

前，應在康文署網頁或致電場地查
詢，了解救生員當值情況，並促請康
文署公佈救生員的當值人數，讓市民
根據泳灘或泳池的人手情況，自行判
斷是否安全。
胡啟榮批評，多年來不斷要求康文
署制定泳灘救生員最低人手標準，但
署方遲遲未有回應，又沒有對外公佈
當值人數，影響巿民判斷是否應前往
暢泳。
工會認為，現有季節性救生員許多

都僅有救生章而未有急救章，新人水
準或不能達到救生標準。
立法會議員何啟明建議為救生員成

立專門的訓練學校，以及改善薪酬待
遇，吸引新人入行。
康文署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現時共有1,647名救生員，包括
332名季節性救生員。
署方還將於2019/20年度開設80個

公務員救生員職位，以提升人手穩定
性，新招聘人員於本月陸續上任。署
方會安排足夠人員保證泳客安全，並
積極與工會和員方保持密切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