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R醫學美容集團靜脈輸液療程釀成一
死三留醫嚴重事故，警方其中一個調查方
向是實驗室，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
日表示，正研究將處理醫療程序的實驗室
技術規格及認證等納入規管，並考慮實驗
過程是否須由具專科資格的醫護人員進行
，是否符合香港醫務委員會的守則。有學
者表示，現時法例只規管化驗師，建議發
牌規管醫學實驗室。

本報記者 鄧如菁

政府研將實驗室納監管
學者建議化驗員需考牌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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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多家公
共博物館，這些年
來不斷探索改革，

引進不少創新意念。例如，正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
行的《一統天下：秦始皇帝的永恆國度》展覽，便
運用嶄新的多媒體技術，帶領觀眾踏上奇妙之旅，
時光倒流回到二千二百年前的秦嶺，見證秦人建造
兵馬俑。展覽自七月開幕以來吸引了大量本地和外
來觀眾，參觀人次已超過二十六萬，獲得許多好評
，並已打破香港歷史博物館以往展覽最高參觀人次
的紀錄。

改革創新改變古板
香港的公共博物館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

康文署近年續推出新措施，改革、創新，提升博物
館形象，以更好為市民服務。要改變博物館予人嚴
肅、古板的感覺，就得創新思維。博物館是文化藝
術的實體展現，這通過展覽和附設的服務展現出來
。康文署轄下不少博物館設有書店、禮品店、餐飲
等配套服務。這些服務一直嚴格按照政府採購政策
的規定進行招標，甄選服務供應商，確保採購程序

公平公正。
參考海外博物館的經驗後，我們認為有需要拆

牆鬆綁，採用較靈活的採購方式，提升博物館的整
體藝術特色。康文署去年向私營機構發出了意向邀
請書，邀請它們就在博物館內經營食肆及書店／禮
品店表達意向和提出構思。我們據此就現行的招標
安排、評分準則作了詳細檢討，並作出修訂。在標
書評估準則方面，我們修訂了質素和價格的比重，
更重視質素；並延長了合約期及免租期，鼓勵營運
商在商店設計、裝潢上多花心思，以配合博物館的
藝術氛圍和形象。率先按新修訂進行採購程序的是
香港文化博物館書店／禮品店，招標程序已經在十
月展開。康文署會密切監察相關服務，務求更切合
博物館的形象，和對觀眾更具吸引力。

提升水平 強化特色
為提升博物館的水平和強化藝術特色，康文署

還採取了其他多項措施，包括：
★成立了三個諮詢委員會，讓專業及社會人士

更廣泛參與藝術、歷史和科學三個範疇的博物館工
作，並公布五年業務發展計劃。

★加強與本地藝術工作者、本地及海外博物館
、客席策展人等的合作，加強社會對博物館服務的
參與。

★籌劃更多受歡迎的展覽，鞏固及拓展觀眾群。
★積極開源，為大型展覽尋求商業贊助。
★重新檢視博物館的角色及定位，特別是與西

九文化區M+博物館的配合。
★計劃翻新香港藝術館及更換部分博物館的常

設展覽。
★鼓勵外界捐贈文化精品展藏。
★加強於香港以外地方的推廣工作，例如於內

地及海外舉辦展覽，推廣本地藝術工作者的作品。

加強與海內外合作
我們正尋求與更多海內外著名博物館合作，讓

香港市民有更多機會欣賞世界各地的優秀展藏，如
美國已故波普（Pop-art）藝術家安迪．華荷的作品
展，與大英博物館合作的 「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展」
，還有來自俄羅斯的 「俄羅斯珍寶──沙皇的華麗
夏宮」展覽和 「法貝熱珠寶藝術展」。陸續上場的
還有與故宮博物院合辦的 「天朝衣冠──清代宮廷
服飾展」和粵港澳三地合作的海上瓷路文物大展等
。此外，藝術館亦會舉辦 「香港當代藝術獎」展覽
，以推廣本地藝術家的作品。

各個公共博物館的入場人數在持續上升，由二
○○九年的四百五十萬，增加至二○一一年的五百
一十萬。以上各項展覽陸續展開，相信會在香港激
起新一輪的參觀博物館熱潮。

【本報訊】記者吳美慧報道：兩電早前向政府提
交來年電費檢討報告，中電曾透露會在七至八年內，
加價四成。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表示，當局已進行
初步審視，會再進行商討，並平衡社會目前狀況和市
民訴求，但現時對於加幅無可奉告。

黃錦星昨日出席地球之友的植樹活動，回應多個
環保問題。對於近日有報道指，地球之友副環境事務
經理區詠芷將出任環境局政治助理，黃錦星說當局仍
在遴選，不便評論，但承認環保背景較深的人士，有
助獲選。區詠芷則承認，當局向她招手，她亦有申請

職位，但尚未成事，未有消息，暫時不作評論。
多個環保團體反對當局將大埔龍尾灘發展成人工

沙灘，黃錦星回應指，社會的價值觀和訴求一直在變
，環保署相當重視發展和保育，會平衡地區人士的設
施需要、經濟發展和環保，當局已經與相關團體會面
，並會繼續聽取不同意見。對於香港的巴士廢氣問題
，黃錦星指，香港密度高，車輛多，是導致污染的主
要原因。當局會雙管齊下，研究如何淘汰佔八成污染
源頭的柴油車輛，以及重組巴士路線，改善空氣質素。

財爺籲加強監察沽空
【本報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網誌撰文表示，賣

空活動跟金融市場中許多其他活動一樣，對市場運作有其作
用的同時，亦會對金融市場帶來風險，因此需要透過規管與
監察，減低其對金融市場造成的風險。

曾俊華在文章中表示，香港一直有一套涵蓋多方面的沽
空規管措施，可說是全球最嚴謹，例如香港很早已設有機制
，禁止沒有預先借貨的沽空活動，並要求在沽空時不可以低
於當時最好沽盤價進行；而且並非所有股票都可以賣空：聯
交所只允許流通量較高的指定證券作賣空，現時數目約為五
百六十。另外，為方便監管機構追查沽空交易，並增加市場
資訊，香港早已要求賣空指示必須作出 「標記」，合計的沽
空成交量每天公布兩次。他續指，反而歐美多國以及日本等
一直沒有類似措施，至經歷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後才相繼引
入。例如，歐盟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就宣布將禁止沒有預先
借貨的沽空活動。

他表示，為收集更多市場資訊以加強監察沽空活動的工
作，及提高整體沽空活動資訊透明度，香港證監會今年六月
引入淡倉申報制度，於每周最後一個交易日結束時，持有指
明股份的淡倉總額達到或超過有關上市公司已發行股本百分
之零點零二或三千萬港元的人士，要向證監會申報。新的申
報制度有助監管機構監察市場情況，偵察出不尋常的交易現
象，以作出相應行動。通過申報機制收集的資料，將有助我
們及監管機構更了解市場情況。

曾俊華指，在市場進行股票賣空的人士，只可以在規管
和監察下進行賣空活動，當局會確保市場公平有序運作。當
局將繼續密切監察市場運作，確保市場公平和有秩序運作，
及有效管理風險。

【本報訊】記者吳美慧報道：地球之友公布廚餘
調查，揭示香港每天約有九千公噸都市固體廢物，三
分之一是廚餘，人均計每人每天丟棄零點三四公斤廚
餘，當中最被浪費的是菜葉和莖、湯渣和果肉。出席
同一場合的飲食業團體為支持減少廚餘，推行 「宴席
輕量計劃」，把宴席由八道主菜減至六道。

地球之友昨公布十大最經常被丟棄廚餘，並與義
工和一些家庭到粉嶺綠田園一同參與種菜活動。總監
陳美玲表示，該會在今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二日，紀錄
一百二十二個家庭一周的廚餘，發現最常被丟的十樣
廚餘有六種可避免，包括菜葉和菜莖、湯渣、果肉、
飯、餸尾和麵包皮。

她說，菜葉可滾湯，菜莖可切片炒，湯渣可磨碎
再飲用，果肉可做果醬，冷凍過的飯可做炒飯或稀粥
，冷凍過的餸尾可再煮，麵包皮可做布丁，只要稍加
炮製便可重新變成食物。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出席活動時表示，本港企業可
做好源頭減廢，包括捐贈食物、食物回收。出席同一
場合的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本港每年有二

百五十萬桌酒席，平均每天有七百桌，如能減少宴席
廚餘可有效減少浪費，故支持業界推行 「宴席輕量計
劃」，將每席原來的八道主菜減至六道。 「有時酒席
十時許仍未完，老人家會早走，後上的食物會被浪費
。」黃家和透露，現時有六成宴會筵席已由八道菜減
至六道。對於當局提倡食肆做好廚餘回收，他希望當
局有相關配合政策，如代食肆運送和貯存廚餘等。

昨日，出席種菜活動的爸爸媽媽，均希望教導子
女從小珍惜食物。當教師的黃太表示，他們會在家的
花槽種番茄、辣椒和香葉等： 「我們用洗米水淋菜，
用蛋殼做肥料。」今次是第一次帶一歲半的女兒出外
種菜。

黃太說，若女兒吃剩食物，兩夫婦不會縱容：
「她吃剩食物，或吃到 『一半天一半地』，在下一餐

之前，她最多可以飲水、吃塊餅，不會有其他食物。
她哭了，我們便將她放在床上 『坐監』。現在，她不
敢吃剩東西，都不敢哭，因為哭要 『坐監』。」

另一對黃姓夫婦昨天帶同四歲和兩歲半的兒子前
來種菜。他們說，在居住的屋苑租用了三呎乘三呎的
農地，每季租金約一百五十元，他們會一家人種油麥
菜、紅菜頭、番茄和薑等， 「兩個多月才有一次收成
，油麥菜只得兩小棵，孩子知道種菜不易，便不會浪
費食物。」

港人均日棄0.34公斤廚餘

局長隨筆

博物館事業大有可為
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

研究：啟德增建屋無需撤館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就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早前

表示正考慮調高啟德發展區建屋量，並有建議取消現行規劃
的大型體育館用以建屋， 「本土研究社」經研究提出，毋須
放棄體育館也可增加額外最少八千個單位、容量約三萬人的
方法，但卻要剔走規劃中的低密度住宅區。

本土研究社發言人鄒崇銘昨日召開記者會，就啟德發展
區增加建屋量提供該會的最新建議。他表示，社會上有建議
取消規劃中的大型體育館，將地皮撥作興建房屋，但該會認
為有必要保留該項公共設施，反而現規劃把舊機場跑道東側
用作低密度住宅區，佔地不少卻只能容納三千名居民，可以
考慮放棄。

該會認為可將現行規劃大綱中的體育副館移位，由現時
位於主場館的北面移至南面，本來南面的土地屬於規劃中的
都會公園所有，為彌補公園應有的面積，可將公園最南邊原
劃作建酒店的地皮撥歸公園，酒店區則移往低密度住宅區，
如此之下，體育副館本來佔用的十一公頃土地便可會用作興
建房屋，約可額外多建八千至一萬二千單位，供約三萬名市
民居住。

鄒續說，目前啟得發展區設計容納九萬人居住，如果採
用該會的方案，不單令區內人口大增三分之一，若將該十一
公頃全部用來興建公屋和居屋，更可將發展區的公營和私營
房屋比例，由現時的三成七比六成三，大幅調整公營房屋所
佔比例至六成。

高永文表示，當局關注用以處理醫療程序的實驗
室，明白其規格、認證，以及風險管理方面均十分重
要。新成立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轄下的
工作小組，會檢討醫療程序在內的整個情況， 「是否
由具專科資格或專科醫護人員進行，期間是否符合香
港醫務委員會的守則，向病人解釋清楚所需的注射物
質。」若日後制訂清晰界定，當局或需要巡查。

DR醫學美容集團事故發生後，警方多次到亞太
幹細胞科研中心搜證，調查是否處理血液時出錯，但
醫務委員會成員何栢良表示，現時的醫學化驗員需要
考牌和登記，並就着化驗結果負上專業責任。由於化
驗所的老闆可能是商人，即使化驗所在過程中證實出
問題，實驗室有可能繼續運作， 「只考慮解僱化驗員
，聘請另外一名或改名。」

由衛生署署長領導的工作小組數月內會有指引給
業界，區分什麼療程可由美容師進行，什麼指定要由
醫生做。高永文表示，指引本身雖然沒有法律效力，
但對 「衛生署執法有一定作用」。在訂立區別醫療及
美容指引前的過渡時期，衛生署會聯同海關及消費者
委員會，密切留意高風險的醫療美容廣告，調查是否
已違反現行法律框架下的任何條例。

除了今次發生事故的靜脈輸液，其他注射的美容
方法，例如透明質酸注射。高永文指出，注射透明質
酸亦屬醫療行為，注射本身有風險，要先確保注射器
具無菌，注射的位置亦要小心，不能注射入血管，若
注射器針嘴刺入神經，有關神經可能會受到不同程度
的損傷。他呼籲市民，不要隨便做療程，應先了解是
否有需要，事前亦應諮詢醫生意見。

【本報訊】記者鄧如菁報道：一名女子在DR醫
學美容集團接受靜脈輸液後死亡事故，醫務委員會已
將之列入關注事項。醫委會主席劉允怡昨日表示，業
界希望可盡快立法規管醫學美容，但認為要考慮社會
對規管私營醫療機構的接受程度，方取得共識和平衡
來劃出規管界線。

醫務委員會證實，在警方循刑事程序調查有市民
在DR醫學美容集團，接受靜脈輸液後死亡案件前，
已將事件列入關注項目，亦曾經和醫護和美容業界人
士討論事件，待警方和法院完成調查後，醫委會才可
跟進。他強調，醫生要有醫德，在醫務聆訊中，不能
夠以無知、經驗不足，作為開脫的理由。

身兼私營醫療機構規管檢討督導委員會成員的醫
委會主席劉允怡接受電台訪問表示，所有要使用儀器
，涉及刀和針的程序，都是侵略性治療手段，必須要
具備對人體、病理解剖以及儀器的知識，才能對人體
操作，但規管太嚴，自由度會少，若自由度多，出事
機會又高，因此要取得共識和平衡來劃界線。

但他認為，當局日後有需要界定哪些醫療步驟屬
於高風險，需由醫護人員進行，監管進行這些程序的
人士和場所。而在政府對醫療美容作出規管前，市民
使用服務時，要知道為何要治療、是否由註冊醫生進
行、醫生的經驗、療效有何證據和風險、有否較低風
險但效用相同的替代治療等。

醫委會：有必要界定醫學與美容

當局審兩電加價需平衡訴求

（左起）社區組織協會主任
何喜華、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周大福慈善基金名譽理事長鄭家純及
社區組織協會董事會主席馮可立等，昨日出席 「社區新世界
」社區中心開幕禮。中心成立目的希望全方位支援基層家庭
，提供兒童託管、成人就業支援服務及社區互助服務等，希
望可以協助基層脫貧。中心由周大福慈善基金捐贈一千二百
萬元，用作開設中心及資助中心首五年營運，預計每年可以
服務三萬人次。馮可立在致辭時表示，成立中心只是第一步
，希望日後可以結合商界及政府，幫助更多低下階層人士，
消除貧窮。

社區新世界開幕

◀高永文昨日表
示，正研究將處
理醫療程序的實
驗室技術規格及
認證等納入規管

車公廟優化完工廟會慶祝
【本報訊】記者虢書報道：歷時五年的沙田車公廟優化

工程完成，主殿內部分閣樓和六條圓柱拆除，未來參拜善信
、遊客在殿外可看到車公像全貌，並增加五路財神和六十太
歲。廟殿外貌轉為傳統的 「紅牆綠瓦」，迴廊上新置以 「二
十四孝」和 「三十六計」故事作題材的陶雕板畫，推廣中國
傳統文化。華人廟宇委員會冀日後可增加遊客前往參觀。為
慶祝工程竣工，本月二十七及二十八日在車公廟將舉行大型
廟會活動。

車公廟新廟一九九四年落成，於零七年斥資二千萬元進
行首次大型優化工程，日前竣工。原本的 「白牆黑瓦」轉為
「紅牆綠瓦」，增加了車公廟的傳統色彩。廟前圍牆加裝
「青龍」、 「白虎」、 「朱雀」及 「玄武」四靈獸的浮雕做

裝飾。廟宇廣場中央加建有蓋參拜亭。
每年農曆初二及初三為車公廟香火最鼎盛的時候，正月

最高曾錄得四十萬善信入場，單是年初三已有近十萬人次。
華人廟宇委員會秘書黃衛民說，本次工程拆除了殿內部分閣
樓，及承托閣樓的六條大圓柱，增加室內空間，可方便疏導
人流，視野亦更開闊，不用到金殿即可觀賞車公像全貌。

此外，殿內加設了給善信求財的 「福祿宮」，供奉五路
財神；及供奉六十太歲的 「元辰殿」。主殿入口的圓柱加裝
「雀替」及繪上傳統彩圖，殿內的車公像加建背板。 「二十

四孝」和 「三十六計」故事環繞廟宇廣場四周，弘揚孝道，
同時可欣賞中國陶雕工藝。委員會還邀請到本地著名插畫師
廖仕強以 「貓城」和 「堅毅貓」做主角，將二十四孝故事加
入現代化元素，冀令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一輩接受。

▲沙田車公廟優化工程竣工，外牆色調改為紅綠兩色，
更富傳統色彩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黃生黃太說，孩子吃剩食物，在下一餐之前，
只能飲水吃塊餅乾，從此她不敢浪費食物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