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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員 工

陣線」早前發動連續5天罷工，嚴重影響公立

醫院人手調配。「醫護罷工苦主大聯盟」昨日

公佈，聯盟目前已接獲27宗涉及因罷工而受影

響的病人求助，包括兩宗死亡個案。多名受影

響苦主講述自己或家人的悲慘經歷：有苦主的

父親入院半日，懷疑因罷工導致醫護人手不足

照顧失當，令父女天人永隔，使她痛不欲生；

一患長期病長者因醫院無人看管而被綁在床

上，手腳都「爛晒」，最終不幸離世。大部分

苦主均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並已交香港

政研會的義務律師團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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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罷工涉累死兩病人
一疑缺人扶行跌倒失救 一被綁病床手腳潰爛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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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罷工苦主大聯盟」由香港政研
會、「民眾聯席」和「愛國愛港

101」等民間團體共同發起，由新民黨提
供意見和協助，為受醫護罷工影響的市
民提供協助。
一名女苦主在大聯盟記者會上控訴，
其父年屆八十，上月26日曾因頭暈進入
瑪麗醫院，本月6日由瑪麗醫院轉至葛量
洪醫院，不幸於本月11日離世。
她指出，父親本身有長期病患，入院
起初「識講識食」，留院期間曾照過胃
鏡，且有發燒病徵，但因醫護人員人手
不足，每次詢問父親病情，都得不到詳
細回覆。在轉至葛量洪醫院後，醫生稱
「好忙，要有心理準備父親出唔到
嚟」，到可探望時，父親已昏迷，更被
綁在床上，手腳已經「爛晒」。

「醫護稱無人看管要綁住」
她當時質問有關醫護人員，對方竟回
覆稱因為無人看管，怕其父「亂扯」故
將他綁住，最終其父因嚴重的細菌感染
致死。
苦主孫小姐的52歲父親於本月7日在

屯門醫院離世。她憶述，父親當日下午
入住屯門醫院，照X光後發現腰椎第三

節和第五節出現骨枯，隨後因為發熱而
轉移到隔離病房，說要重新檢查。其
間，孫小姐還與父親互發信息，叮囑父
親要好好照顧自己。
當晚零時，孫小姐家屬就接到醫院的

死亡通知，有護士稱患者在自行去洗手
間時摔倒，當時聽到洗手間內傳出聲
音，5分鐘之後去查看，後來搶救無效死
亡。

竟要輪椅病人自行如廁
孫小姐情緒激動地質疑，其父親是因

為醫護人手不足，錯失最佳搶救時間而
離世。她說，父親因腰椎問題入院，一
直坐輪椅，不能行走，醫生亦已診斷他
有一條腿失去知覺，她質疑護士為何要
讓不能行走的父親自行去洗手間。
她直言，父親在患病前身體較好，新

年時還可以給家人做飯，父親入院半日
就離世，全家人都如經歷晴天霹靂。孫
小姐已經報警，並且向屯門醫院及醫管
局發律師函，一定要查清楚父親的死
因。
另一苦主是62歲的教育局退休公務
員，他的磁力共振檢查因醫護罷工而被
推遲。他表示，自己此前已在公務員診

所多次檢查前列腺相關疾病，因病情有
惡化趨勢，由公務員診所轉介至伊利沙
伯醫院繼續治療。為做磁力共振，他已
排期7個月，但於本月7日接到局方電
話，通知其將磁力共振時間推遲到5月12
日，他認為，醫護罷工時，超過一半放
射治療師和診斷師缺勤，認為自己的磁
力共振被延期，一定與醫護罷工有關。

多病人投訴需延期診治
經新民黨協助，他雖能提早至2月28

日進行，但原訂於本月27日看報告的預
約仍未改變，因此自己28日做磁力共
振，卻早一日看報告，十分荒謬。他直
言，自己和家人的情緒都受到嚴重的影
響，病情亦可能受到延誤，一定會尋求
賠償。
第四名男苦主表示，他的太太患有多

發性腦硬化，要通過磁力共振檢測新藥
對腦部的作用，因為罷工，而讓她不能
如期做磁力共振，雖然她身體沒有太大
異常，但是心情受到打擊，已在家中出
現長期抑鬱的症狀。
「大聯盟」表示，兩個死亡個案已經
交給死因庭調查，亦會為苦主提供法律
援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有市民涉因醫護
罷工而遭延誤治療甚至身亡，有法律界中人表示，
罷工或涉公職人員失當，涉及刑事罪行。同時，苦
主可就個人損失向醫管局提出索償，醫管局則可向
罷工醫護索償。

葉太：23宗求助已交醫局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在大聯盟的記者會上表

示，醫護罷工伊始，她已提出受影響的病人可與她
聯絡。目前，新民黨接獲23宗求助，包括非常嚴
重的個案，已轉交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醫生跟
進，部分個案則已獲重新排期。
眼科醫生周伯展直言，醫護工作者的天職是救死

扶傷，就算醫護想要呼籲政府改善政策也有很多其
他渠道，罷工是絕不可取的，呼籲醫護人員能「勿
忘初心」，疫情嚴重的時刻，更要獻出愛心。
在向大聯盟求助的病人中，有視網膜脫落的個

案。周伯展強調，視網膜脫落後，視網膜上的感光
細胞在數小時內會死亡並不能逆轉，故必須及早治
療，延誤治療可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同時，得知
排期很久才能進行的治療被延後，亦會嚴重影響患
者及家屬的心情，呼籲醫護不要再罷工。

義務律師：苦主可提索償
擔任大聯盟義務律師的「愛國護港101」主席譚
銘指出，部分罷工醫護可能因無視病人的權益而涉
及《防止賄賂條例》下的公職人員失當罪。同時，
任何人若並非工會註冊職員，卻利用該公會職員的
身份行事，亦可能涉及刑事罪行。他續說，若苦主
因醫藥費增加、心情抑鬱等而追討索償時，可直接
向醫管局提出索償，醫管局可向罷工醫護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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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個案涉及病症
◆癌症 4宗 ◆心臟科 2宗
◆腫瘤 4宗 ◆多發性腦硬化 1宗
◆眼科 3宗 ◆或因延誤治療而過世 2宗

◆受影響病患年齡：11歲至93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湖北省
仍有大批港人未能回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昨日在立法會表示，目前滯留在湖北省的港
人為數不少，特區政府需分批協助他們回
港，及考慮他們回港後的檢疫安排，包括要
有足夠容量的檢疫地點。
張建宗在回應議員質詢時表示，截至2

月18日，特區政府共接獲超過1,300宗在
湖北省港人的求助個案，涉及2,500多名分
佈在湖北省超過30個城市的港人，部分港
人身處地方較為偏遠，例如恩施及十堰
等，而政府已為120位當地香港人安排送
藥。

他表示，特區政府各相關部門已就協助
當地港人回港做準備工作，全面評估公共衛
生風險和實際可行性，避免他們在回港途中
交叉感染。為減低社區感染的風險，需要安
排當地港人回港後到檢疫中心進行14天的
檢疫和隔離，特區政府需要考慮他們回港後
的檢疫安排，包括要有足夠容量的檢疫地
點。
有議員稱，目前至少有7名香港學生滯留
湖北省，其中最少一人為應屆文憑試考生。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會上回應指，倘有中六學
生身處湖北，特區政府會盡量想辦法協助，
讓學生能夠參與考試。

接回滯鄂港人需留足夠檢疫位

立法會昨日舉行特別會議，議員就特區政府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提出急切質詢，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率領11名政策局局長出席並回應問題。議員的提問涉及必需品供應到檢疫隔離等

問題，官員就此一一作答。

議員問抗疫 官員逐條答 香港文匯報訊 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晚在fb透露，特區政府的「防
疫抗疫基金」方案於昨晚敲定，並
正式發出財委會文件，將「防疫抗
疫基金」由原先預計的250億元加
碼到300億元，增加的受惠界別及
其員工包括運輸業、漁業和賓館
業，希望能助業界渡過難關。
特區政府此前公佈設立「防疫抗

疫基金」，包括向受疫情重創的界
別發放一次性津貼，包括持牌旅行
社、食肆、食物製造商、新鮮糧食
店和燒味滷味店，零售行業及持牌小販。昨
晚則新增了運輸業、漁業和賓館業。

特首盼「及時雨」獲立會支持
林鄭月娥說：「雖然300億元不是一個小

數目，但此時此刻能夠為業界及其員工送上
『及時雨』，相信會得到立法會的支持。既
然項目有迫切性，我已要求政府各部門要以
『急民所急』的精神盡早發放各項資助，達

至同心抗疫，共渡難關。」

「保港」促財委會撥款抗疫
特區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將在明天
（21日）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民
間團體「保衛香港運動」約50人昨日上午到
立法會外請願，代表全港市民支持政府抗擊
新冠肺炎疫情，促請議會盡快通過280億元
撥款。

防疫基金再加碼至300億元

■「保衛香港運動」到立法會外請願，柯創盛、葛珮
帆等接收請願信。

■「醫護罷工苦主大聯盟」舉行記者會，為受醫護罷工影響延誤治
療的苦主提供法律追討支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大聯盟」暫接獲27宗涉及因罷工而受影響的病人求助，包括兩宗死亡個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62歲退休公務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因細菌感染致死的老
伯，其女兒作出控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男苦主的太太出現抑
鬱症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問：口罩、食米等是否足夠應付市
民需要？

答：副食品供應正常，香港有1個

月、約2,500萬公斤食米存糧，

市民毋須擔心。

問：如何保證從dirty team出來的
醫護人員重返工作崗位，不會
感染其他同事及病人？

答：相信醫管局的感染控制小組一

定有討論及接受前線意見，在

不同情況中取得平衡，並就問

題與聯網總監作安排。

問：包機的機組人員和公職人員返
港後不會隔離14天？該機其後
會否再載客？

答：專家認為機組人員和公職人員

無需要隔離，而航班未消毒前

不能用作商業載客，航空公司

需確保消毒後才可營運。

問：懲教署生產的口罩去哪了？

答：現時額外生產的70萬個CSI口

罩將留給政府外判清潔工。政

府對市面流入的CSI口罩很關

心，正在徹查，如事件屬實，

將認真跟進。

問：政府每日由哪些部門負責去巡查
接受家居隔離的5,000多人？

答：由警察、消防、入境、海關及

懲教5個紀律部隊負責，還有

不少義工，共數千人參與。到

前日為止，個人突擊檢查已做

了1,856宗。

問：能否將警員的裝備轉發給醫護
人員？

答：非常反對議員有既定立場針對

警方。警方現存口罩只足以應

付一星期用量，每次用完都要

檢視後再向政府申請，加上現

時每日有超過兩萬人在前線工

作，警方在防疫中擔任不同角

色，同時又是高風險工作，有

相關裝備是必須的。如果要求

警隊做多工作，但不給予保護

裝備是不公道的。

問：政府為何不「封關」？

答：香港情況特殊，現時每日由內

地入境的人有八成為港人，若

一早「封關」會令很多香港人

滯留內地。

問：政府會否要求房協、港鐵等採
取減租免租措施？

答：政府早前已加推針對中小企

的按揭計劃，並與機管局及

房協溝通，商討能否有減租

安排。

問：政府會否責成港交所延遲公佈
年報的時間？

答：港交所和證 監 會 已 出 了 通

知，有關報表日期可按個別

時間處理。

問：政府何時能落實使用電子定位
功能手環？

答：政府已購置全數 5,600 個手環

存貨，本港亦有自行研發可重

用手環，希望能本地研發、本

地受惠，預料 1 個月能生產

3,000個。

■張建宗回應提問。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立法會特別大會，討論「新冠肺炎」
疫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