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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要求
郭家麒 尹兆堅就侮辱香港抗日老戰士公開道歉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於2019年5月2日在香港立法會《國歌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中，公然諷刺、
詆毀及侮辱一位坐輪椅的老婆婆在唱國歌時從輪椅上站起來是 「阿婆如神打上身」；而民主黨議員尹兆堅
則揶揄老婆婆的動作如同 「神蹟」云云。對此我們表示無比的憤慨，特作聲明如下：

一、 「老婆婆」是我 「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 的抗日老游擊戰士羅志萍女士，
今年已經八十九歲，可以行走，只因年邁，腿腳不便，不能站立太久，故需坐輪椅。當天參加公開活動，
奏國歌時從輪椅上站立起來，是自發地表達對國歌的尊重。這首國歌就是誕生在抗日戰爭年代、喚起全國
民眾奮起抗日不做亡國奴的《義勇軍進行曲》。當年羅志萍女士就是唱着這首歌，參加東江縱隊抵抗日本
侵略者、保衛香港家園的。

二、郭家麒、尹兆堅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議員，公開諷刺、詆毀及侮辱一位
自發尊重國歌的抗日老游擊戰士，我們（包括羅志萍老戰士）不能接受、不能漠視，並表示無比的憤慨。
因此，我們（包括羅志萍老戰士）強烈要求郭家麒、尹兆堅公開登報道歉、收回上述無知、無禮的詆毀言
論，並公開在立法會道歉。

三、我們（包括羅志萍老戰士）保留對郭家麒、尹兆堅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

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老游擊戰士聯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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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官地換地 丁屋恢復申請
覆核案發展局研是否上訴 梁福元歡迎做法

高等法院於上月8日對丁屋司法覆核
案件中的3種興建丁屋申請方式作

出裁決，指新界原居民以「免費建屋牌
照」在私人土地上興建丁屋，受基本法
保障，但以私人協約或換地方式在政府
土地上興建丁屋，則屬違憲。
地政總署隨即因應裁決，暫停接收涉
及私人協約及換地的興建丁屋新申請，
並暫停處理已接收的申請。
發展局昨日發出新聞稿解釋，法庭於
上月8日裁定，小型屋宇政策下的免費
建屋牌照屬於基本法第四十條內的新界
原居民合法傳統權益，並合法合憲，但
政策下的私人協約及換地安排，則不屬
該等合法傳統權益。
政府於上月29日提交的補充書面陳詞
中指出，有些類別的換地安排只涉及申
請人的私人土地而不涉及政府土地，在

性質上與免費建屋牌照相同。

裁決只適用涉政府土地
發展局續指，經考慮與訟各方提交的
補充書面陳詞，法庭於上月30日作出命
令，確認就換地申請而言，上月8日有
關違憲的裁決，只適用於涉及政府土地
的換地申請，因此地政總署由昨日起，
如常接收和處理不涉及政府土地而以換
地方式批准興建丁屋的申請。
發展局表示，在與訟各方同意下，法
庭於上月29日批准延長上訴申請期限至
本月28日。法庭並重申在裁決於10月8
日生效之前所作出的批約不受裁決影
響。發展局正與法律團隊仔細研究是否
提出上訴。
而在考慮是否上訴期間，發展局表

明，地政總署會繼續暫停接收以私人協

約方式申請政府土地，及以換地方式申
請政府土地建造小型屋宇的申請，亦會
暫停處理已接收的該等申請。

私人協約申請續停接收
鄉議局傳統權益委員會主任梁福元歡

迎有關做法，認為政府早就應該這樣
做，因為此法行之已久，於1972年前已
經存在，直指「都未有最終判決，就已
經自己打亂自己，這樣社會又如何發
展？民生和住屋問題又如何改善？」
鄉議局當然執委林國昌表示，法官

裁決時，同時頒令暫緩執行判詞6個
月，質疑政府為何即時停收官地建屋
申請。
他又指有村民已準備提出司法覆核，

要求法庭有最終判決前，頒令政府繼續
處理官地丁屋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高等法院早前裁定以私人協約或換地方式興建小型屋宇 （丁屋）屬違

憲。發展局昨日表示，經法庭確認後，昨日起恢復處理不涉及政府土地而以換地方式批准興建丁屋的

申請；又指由於法庭已批准延長相關上訴申請期限，目前正與法律團隊研究是否提出上訴。鄉議局傳

統權益委員會主任梁福元對有關做法表示歡迎，因此法行之已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就《大公報》有關子宮頸
癌疫苗出現水貨針的獨家報
道，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
昨日表示，接獲多宗懷疑接種
水貨針的市民求助，有關求助
人表示，診所處理疫苗的手法
有可疑，包括疫苗並非從冰箱
取出、包裝盒上無防偽標誌
等。事主其後聯絡美國藥廠，
廠方回覆指她們接種的疫苗並
非正貨。據了解，向蔣麗芸及
傳媒求助的個案，涉及最少5
間診所，分別位於佐敦、旺角
及尖沙咀，部分屬醫療集團。
衛生署回應，需要時會與執法
部門展開聯合行動。
蔣麗芸透露收到市民求助，

指接種九價子宮頸癌（HPV）
疫苗時，發覺醫護形跡有可
疑，例如醫護人員並非從冰箱
取出疫苗，疫苗的包裝盒上無
美國藥廠要求展示的二維碼，
接種後無在打針卡上貼上二維
碼，針劑亦無MSD防偽標誌
及商標，更有人在接種時發現
包裝盒和針劑的批次編號不
同。
蔣麗芸引述指，負責注射的

醫護刻意在枱底拆開包裝盒，
令事主起疑，在接種後事主要
求拍攝針盒，或帶走針盒也被
拒，醫護並匆匆把包裝盒整齊
放在箱子內，而非拋到垃圾桶
內，做法與正常程序明顯有分
別。
事主其後自行聯絡美國藥

廠，廠方回覆指她們接種的疫
苗並非藥廠正貨。水貨針的來
歷不明，疫苗在運送過程中也
未能控制溫度，而且成分或經
摻入雜質，成效存疑。
向本港供應九價子宮頸癌疫

苗的默沙東藥廠回覆指，管有
水貨針是違法行為，並且嚴重

傷害該公司的營運，會與本港執法機構合
作，打擊水貨疫苗問題。

衛署：需要時將採行動
衛生署回應指，本港目前只有一種已註
冊的九價子宮頸癌疫苗「加衛苗Gardasil
9」（註冊編號HK-64239)，非法管有及
銷售未經註冊藥劑製品屬刑事罪行，最高
可處罰款10萬元及監禁兩年。
發言人強調，署方有既定機制監察市場

上銷售的藥品，並透過不同渠道收集情
報，當發現有人涉嫌非法售賣或管有未經
註冊藥劑製品作售賣用途，會即時展開調
查，需要時會與執法部門展開聯合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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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本港
半數65歲以上長者患至少一種慢性病，
他們較易因體重下降、肌肉流失形成虛
弱症。社區老人科數據顯示，本港分別
約8%女性長者及6%男性長者患有虛弱
症，體重略高的虛弱症長者，反而抗病
能力較強，不易因突發疾患致死。醫管
局新界西醫院聯網服務總監（基層及社
區醫療）歐陽東偉認為，與中青年宜減
肥不同，長者更應注重增磅。
一年一度的醫管局研討大會將於本月

14日、15日舉行，屆時將有90多位來
自海外和本港的醫護專家分享經驗，另
有逾5,600名醫療專業人員參加，並設
有逾50個講座和研討會環節。
本港專家亦會就基因遺傳病、老人科
與老年病、重傷治療以及醫療電子科技
四方面，與國際業界分享經驗。
歐陽東偉昨日提前「劇透」研討會內

容。他指出，長者虛弱症將是其中一個
焦點，美國20年前已對該症訂立標準，

病症包括1年內體重下降10磅、手握力
倒退、易疲倦、行動減緩及動力減少
等。醫學研究發現虛弱症患者一旦染上
其他疾病，身體復原速度會大幅減慢，
復原後身體質素亦大不如前，日後較大
機會失去行動能力。

慢性病患者 肥較瘦長壽
歐陽東偉指出，較瘦的慢性病長者相

對較虛弱，肥胖的慢性病長者反而較長
壽。本港亦有關於安老院舍的研究，顯
示身體質量指數 （BMI）大於25的院
舍長者存活率較高。
他說，多種慢性疾病都會導致身體

發炎，而發炎對體重有負面影響。他
解釋，肌肉和脂肪都是人體的儲備，
如果身體本身已經比較瘦弱，則屬於
「本錢不多」，罹患急性疾病時風險
更高。
歐陽東偉強調，增重應以增加肌肉為

目標，並非盲目增肥。可以透過運動配

合飲食改善，包括阻力訓練及帶氧運
動，同時攝取足夠蛋白質，有助減少肌
肉流失。
因應人口老化，醫管局自1994年起

開設社區老人評估服務（CGAS），為
全港7.3萬名居住在安老院舍的長者提
供外展到診服務，並由專科醫護上門問
症治療。現時全港7個醫院聯網共有13
隊醫護人員，為95%資助及私營安老院
舍提供外展醫療服務，2018/19年度的
社區老人評估服務人次超過68萬。

晚期醫療助有尊嚴離世
該服務還包括對院舍長者的健康進行

評估和治療，以及為患有末期疾病的院
友提供晚期醫護服務。港島東聯網服務
總監（基層及社區醫療）康佩玲期望，
晚期醫護服務項目未來可增加人手，並
於每個聯網專隊增加一兩名護士，專責
與院友及其家屬協調，讓重病院友更有
尊嚴地離世。

人老體虛康復慢 增肌添磅助抗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
區政府於去年公佈都市固體廢物
收費條例草案，7個環保團體昨日
約見環境局，討論法例的執行問
題。團體在會議後引述環境局表
示，會成立200人的外展隊以及數
百人的公務員團隊，分別負責宣
傳教育及執法工作。有環保團體
形容相關做法可取。
政府去年底向立法會提交有關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條例草案，
估計最快會於明年底落實收費。
綠色力量、綠領行動等7個環保團
體約15人，昨日下午在政府總部
與環境局副局長謝展寰會面，雙
方討論收費計劃的執法問題，包
括設立外展隊等。
團體於會後引述環境局指，將

於今年底成立有200人的外展隊，
推行宣傳教育，也會為屋苑以及
法團提供實際建議；而在收費計
劃生效後，將成立有數百人的公
務員團隊負責執法，涵蓋食環
署、環保署和環境局人員，就投

訴和舉報個案加強巡查「黑
點」，檢控違規個案。

增「天眼」監察棄置黑點
團體又指，政府日後會進行風

險管理，在收到投訴後，執法人
員會到相關棄置垃圾黑點了解和
執法。現時已在黑點設置80部人
工智能攝錄機，預計到年中會增
至115部。
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表示，今

次政府提供了清晰的數字，告知他

們日後將如何執法，釋除了一些疑
慮，形容這是可取的做法。他表
明，日後會監察政府是否有如是次
所言，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對於有市民擔心若食環署的閉路

電視拍攝到有人遺棄家居垃圾，但
環境局未能取得閉路電視片段，未
能採取執法行動，擔心出現政府部
門各家自掃門前雪的情況。
何漢威引述環境局指，已成立互

相通報機制，若食環署的閉路電視
拍攝到泥頭傾倒情況，亦會執法。

專隊宣固廢收費 環團讚做法可取

■多個環保
團體昨與環
境局會面，
討論都市固
體廢物收費
條例的執行
問題。
受訪者供圖

■有懷疑已接種HPV水貨針的求助人，
拍攝到疫苗包裝盒和針劑列明的批次編號
不相符。 蔣麗芸供圖

■地政總署由昨日起恢復接收和處理不涉及政府
土地而以換地方式批准興建丁屋的申請。圖為興
建中的丁屋。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務委員
會明日將再開會討論放寬非本地專科醫生
實習要求，並就相關方案再次進行表決。
代表病人組織、身兼香港哮喘會主席的醫
委會業外委員陳永佳昨日在電台節目中表
示，醫委會內3名代表病人組織的委員，
應有兩票會投予「方案一」，即非本地專
科醫生在醫管局、衛生署及兩間大學醫學
院工作3年，通過執業試就可免實習，取
得正式執照。此方案是上次醫委會否決的
4個方案中，獲最多票數的一個，無強制
要求臨床經驗，被視為最寬鬆，也被認為

是「政府方案」。
陳永佳透露，在本月1日舉行的病人組

織會議中，有討論過6個方案，包括上次
醫委會否決的4個方案，及醫學界及病人
組織近日分別再提出的兩個新方案。他指
出，雖然會上並無進行投票，但在出席的
28位代表中，有20人傾向支持「方案
一」，而他會尊重病人組織意願投票。他
指，醫務委員會明日會議的首要議程是討
論是否同意重提4個方案及投票方法等，
相信討論需時。
陳永佳又表示，當日會議上並無特別講

過要共同進退、如何組合協議，雖然3名
代表病人組織的委員，並無要求綑綁投
票，但他認為道義上要尊重其他病人組織
的意向，「好多時病人組織覺得我們應該
要代表他們的聲音和立場。」
對於另一名代表病人的委員林志釉提出

「方案六」，要求非本地專科醫生在相關
機構工作3年，通過執業試後工作18個
月，其中至少3個月從事指定臨床工作，
當中涵蓋一種或多種臨床工作。
陳永佳說，在當日的病人組織會議上已

有足夠討論，不認為如林志釉所指「無人

有心機聽」，但其他病人組織是否喜歡，
他不作評論，相信林志釉在投票時，要在
自己立場和病人組織的期望之間取得平
衡。

陳永佳不贊成免試
另外，就有意見指免試引入非本地醫

生，陳永佳表示，他個人看法是不贊成免
試，無論是全科、專科都應該至少有一個
基準，有平等考試去保持本港醫療水平，
這是重要步驟，亦可令社會大眾感到放
心。
他指出，外國曾有一些不理想的情況發
生，就是每年承認的大學及其相關的資格
都會有出入。

海外醫生明表決「政府方案」呼聲高

■左起：歐陽東偉、醫管局研討大會程序委員會
主席謝文華與康佩玲。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夢縈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