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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稱「執屍隊」的食環署屍體處

理隊屬厭惡性行業，工作環境惡

劣，惟待遇卻只屬於二級工人，即

使每月有額外的1,040元特別津

貼，依然難吸引年輕人入行。有

「執屍隊」隊員表示，「執屍

隊」平均年齡達50多歲，近期

招聘到的「新人」都是「退休

翻兜」隊員，均已62歲，多做

三年又要再退休，擔心會出現青黃

不接情況，屆時「發現屍體時都唔

知邊個做？」民建聯昨日則聯同

部分隊員，呼籲政府正視該隊

的待遇問題。

南 區 建 設 力 量 派 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新家園獲捐罩 將轉贈基層市民

團結基金獻策促藝術科技界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日前審議及表決《國歌條例草案》期間，
攬炒派議員兩度潑灑具腐臭味液體。民建
聯副主席、《國歌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
副主席張國鈞昨日批評，攬炒派存心阻止
法案表決，更向市民「販賣恐懼」。他重
申不故意侮辱國歌就不會犯罪，立法亦非
阻礙言論自由，只是限制市民不能以侮辱
國歌的方式表達意見。
張國鈞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立法會主

席梁君彥早已預留30小時予議員審議法
案，但攬炒派議員大部分時間都在滋擾會
議，甚至潑有異味液體，迫使會議暫停。
對梁君彥復會後直接進行表決，張國鈞

認為既然攬炒派存心拖延，即使安排再多
時間審議也是浪費，故梁君彥的決定務
實。

國歌法只針對故意侮辱行為
他批評，攬炒派在國歌法立法議題上
一直「販賣恐懼」，重申立法只針對故
意侮辱國歌的行為，又希望日後不會有
人設法挑戰《國歌條例》。他說，立法
不能將部分原本已對國家抱有敵意的人
變得愛國，特別過去有人刻意挑撥香港
和國家的矛盾，美國亦頻頻有小動作，
相信要整個社會環境改變才能扭轉這些
人的看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2020年
度「大學聯招辦法」首輪課程改選截止，
各大學陸續公布改選結果。若以BAND A
報讀計算，去年學額競爭最為激烈的浸大
動畫及媒體藝術專修，今年仍然持續，平
均55人爭一學位。幼教課程亦有「爭崩
頭」情況，其中中大教育學士（幼兒教
育）課程，每個學額就有約48人競爭；教
大幼兒教育課程亦平均39人爭一學位，情
況與去年相若。
往年學額競爭達到48人爭1學位的浸大

動畫及媒體藝術專修學士課程，今年的學
額由14個減至12個，令競爭更加激烈，
共有664人爭12個學額，平均55人爭一學
位，繼續成為聯招課程「爭崩頭榜」首
位。

幼教學士課程競爭加劇
至於長年競爭激烈的幼教學士課程，今

年情況相若。中大教育學士（幼兒教育）
課程今年的學額不變，但報讀人數見明顯
增加，令學額競爭加劇，平均約48人爭一
學額；教大幼兒教育榮譽學士的整體情況
與去年相若，今年有1,889人爭 49個學
額，平均約39人爭一學位。
其他相對競爭激烈的課程包括：浸大的

電影電視專修學士課程，約 36人爭一
位；教大歷史教育學士課程、體育教育學
士課程，兩課程均為34人爭一位；中大
健康與體育運動科學學士課程，約33人
爭一位；浸大社會工作學士課程、體育及
康樂管理文學士，兩課程均約32人爭一
位；理大的酒店業管理學士課程，平均
30人爭一位。
若以BAND A報讀人數計，以港大護理

學學士、教大幼教學士及中大工商管理學
士綜合課程較受歡迎，分別有1,990人、
1,889人、1,824人以BAND A報讀。

浸大動畫「爭崩頭」 聯招55人爭一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國歌條例
草案》在立法會高票通過，並將於6月12
日正式施行，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昨
日發表聲明，表示堅決擁護和堅定支持，
並呼籲所有愛國愛港人士行動起來，支持
《國歌條例草案》，身體力行加強宣傳教
育，增強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對國家、
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培養愛國愛港情
懷。
聯誼會指出，國旗和國歌都是國家的象

徵，尊重和認同自己的國家，是天經地義
的事。香港屬於中國，每一位香港市民都
有維護國旗、國徽、國歌尊嚴的責任，亦
是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基本義務。

該會批評黑衣暴徒過去一年肆意焚燒
國旗，塗污國徽，公然蔑視國家尊嚴，
挑戰「一國兩制」的原則和底線，而反
對派議員視而不見，更同流合污、沆瀣
一氣，不斷妖魔化國歌法，抹黑愛國主
義，仇視和攻擊自己的國家，甚至不承
認香港是中國一部分，行為可恥，其心
可誅。

譴責反對派議員縱容犯罪
聯誼會強烈譴責反對派議員妖魔化國歌

法、縱容犯罪的一切行為。該會堅決維護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堅決支持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依法施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子京）近年本港人
口老化嚴重，為幫助
減輕醫療負荷，博愛
醫院獲由國家開發銀
行香港分行出資、香
港中資企業慈善基金
捐贈109萬港元，用於
購置中醫專科醫療
車，幫助更多基層市
民及慢性病患者解決醫療需求。捐贈
活動昨日舉行啟動禮，國家開發
銀行香港分行行長王武平、中聯
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范克勝、香
港中國企業協會副會長兼總裁張
夏令等出席儀式，共同見證第三
十部中醫專科醫療車正式啟用。
博愛醫院主席簡陳擷霞說，此次
購置的中醫專科醫療車，特別針對

皮膚濕疹、鼻敏感、肩頸痛、失眠
等常見都市病作專科化診療，已於
今年5月投入服務，希望可以幫助
到更多基層。
張夏令表示，中醫車的投入使

用，是中資公益慈善資源在基層
社區服務的進一步延伸，未來將
持續推進中資公益慈善資源至社
區，支持地區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藝術與科技
的結合是世界大勢所趨，團結香港基金指
文化及創意產業極具經濟潛力，可以為年
輕人提供新出路，創造更多機遇，建議特
區政府指定專責部門，負責協調不同部門
合力推動有關行業發展，提出參考英國、
韓國和台灣地區的經驗，在策略、資金、
基礎建設及跨界網絡四方面促進藝術界和
科技界的合作。
團結香港基金昨日發表題為《共塑藝術
科技 締造創新思維》的藝術創新研究報
告，指出文化及創意產業極具經濟潛力，
當中的軟件、電腦遊戲及互動媒體界別的
就業人數和經濟貢獻，分別佔整個文創產
業的28%和45%，對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

更自2013年起持續增加。

倡參考英國韓國台灣地區經驗
報告認為，社會如能善用這個界別人

才，加強藝術科技發展，將能促進本港文
化創意產業前進，帶來無盡機遇，但本港
藝術與科技界別存有明顯溝通缺口，報告
建議特區政府參考英國《文化白皮書》所
衍生的《數碼文化藍圖》（2018 年），以
及韓國與台灣推動藝術科技發展的核心政
策，為本港藝術科技發展制訂一份涵蓋撥款
資助計劃、基礎建設、跨界網絡及其他支援
業界措施的文化政策藍圖，促進藝術界和科
技界合作。
藝術和科技跨界別合作亦需要資金，但

本港大部分資助計劃只涵蓋藝術界或科技
界其中一方，僅個別資助計劃接受具藝術
科技元素的項目。報告建議政府短期可擴
大現有資助計劃撥款範圍，如擴闊創新及
科技基金資助計劃的項目範圍和資助指
引，以涵蓋並鼓勵具創新性的計劃和項
目，長遠應設新的跨部門藝術科技資助計
劃，支持藝術與科技跨界別合作，並提供
全額資助和部分資助兩個計劃，配合長遠
發展需要。
報告並提出應考慮設立特別支援藝術與

科技的研究中心，發展方針包括研發能
力、業界應用渠道、推動創意及創新、培
育及擴張發展和公眾參與，致力營造可供
藝術科技穩步發展的空間。

南區建設力量近日陸續向18所南區中小學校派
送4萬個中童及成人口罩及搓手液等抗疫物資。南
區建設力量主席、香港南區各界聯會理事長陳南坡
表示，隨着學校復課，口罩需求量很大，南區建設
力量將繼續努力，希望籌集更多抗疫物資，與學校
攜手抗疫，共建南區健康校園。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冠肺
炎疫情延續多月，市民尤其基層長期受
採購防疫物資和日用品的生活壓力。新
家園協會獲港雋動力青年協會和中國國
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捐贈4,000個口罩，
將會陸續轉贈有需要的基層市民。
港雋動力青年協會主席鄭紀謙日前在口
罩捐贈儀式上表示，希望通過今次與合作
幫助有需要的人。新家園協會新界東服務
處執行幹事林松茵則說，本港正面臨疫情
和經濟下滑逆境，故特意舉辦分享會，邀
請過去曾受助於協會服務的基層青年，分

享如何在困境中排除萬難，希望大眾勇於
挑戰困難，敢於迎接未知的未來。
協會2017年起獲勞福局委託營辦兒童發

展基金項目，透過友師指導、儲蓄計劃及
實踐個人發展計劃，協助新來港、少數族
裔及低收入家庭的學童訂立發展目標，項
目受助者之一的基層青年李曉坤自言，其
出身自基層家庭，家庭經濟能力不足，學
習機會往往受限，如她學習鋼琴已七年，
但因課堂費用加重家庭負擔曾一度想過放
棄。課業方面，為備戰今年中學文憑試，
她亦有報讀補習班，但補習費昂貴，無奈

下只能選擇個別科目補習。

「Teen富展才能」紓青年經濟壓力
李曉坤通過「Teen富展才能」計劃學會
理財，訂立儲蓄計劃，並獲政府、企業及
私人配對捐款。她將這筆儲蓄用於購買舊
試題和補習費用，以及鋼琴考試費用，解
決了迫切的學習困難，也紓緩部分經濟壓
力。
另一位項目受助者李思馨自小立志成為

老師，她透過「Teen富展才能」計劃認識
任職教師的友師，為其生涯規劃給予許多
建議和鼓勵，令她更敢於追夢。項目並安
排她到教育中心實習，讓她更好裝備自己
投身職場。

省級政協聯堅決擁護支持國歌法

張國鈞：攬炒派只識「販賣恐懼」

博愛醫院獲捐款購中醫車惠基層

■博愛醫院獲捐贈109萬港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執屍隊」隊員鄺先生昨
日在記者會上分享工

作的辛勞。他說，自己有次到
大嶼山處理一具腐爛且藏在石
罅間的遺體時，附近村民不准
他們經村路離開，只能抬着屍
體徒步上山行至最近的碼頭，
結果花多兩個多小時，但他對
工作未有怨言：「做得呢行，
都係等佢哋（死者）安心上
路。」
「執屍隊」新界區工目沈先

生亦表示，本港近年人口老化
嚴重，加上劏房、獨居老人等
社會問題，令「執屍隊」工作
環境愈發惡劣，不少發現的屍
體已離世超過兩周，「發臭、
屍蟲、蛆蟲乜都有」。

「唔係要加一萬，係想要返尊嚴」
然而，他們這些仵工的待遇與清潔工一樣，屬於二

級工人，起薪點13,040元，最高至15,365元，沈先生
直言：「有諗過轉行去掃街，但呢份工始終要有人做
㗎，所以決定留低。」他要求署方提升隊員至一級工
人，起薪點14,620元，最高達17,870元，以吸引新人
入行：「我哋唔係要你加一萬（元），係想你畀返啲
尊嚴我哋咋！」
另一名工目何先生補充，現時處理隊隊員平均年齡

50多歲，近期招聘到的「新人」都是「退休翻兜」仵
工，均已62歲，但處理隊成員經常要長途跋涉處理遺

體，甚至要抬着數百磅的遺體行樓梯，認為長遠而言
需要吸引年輕人入行。

新冠爆發後成高危一族
在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後，「執屍隊」亦是高危一族，

何先生表示食環署有向他們提供防護裝備，例如全身防
護衣和眼罩等，但未有通報該遺體是否感染新冠肺炎。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指出，倘死者生前染有傳

染病如愛滋病，屍體處理隊會收到通知，但新冠肺炎
卻沒有，增加感染風險。他指政府保障工作安全的安
排不足，認為要事前提示處理隊該遺體是否感染新冠
肺炎，故未來會約見食物及衞生局跟進薪酬待遇、工
作安全等安排。

二級工人
起薪點13,040元

一級工人
起薪點14,620元

■民建聯昨日聯同部分隊員，呼籲政府正視該隊的待遇問題。

「我哋唔係要你加一萬，
係想你畀返啲尊嚴我哋
咋！」

■「執屍隊」隊員表示，擔心會出現青黃不接情況。圖為隊員工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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