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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化療靜脈注射又響警鐘 黃毓民唔怕面懵

社 評 井水集

本港私營醫療經營管理問題越揭越
多，繼DR美容集團公司為顧客進行靜
脈注射導致一人死亡、三人危殆留醫的
嚴重事故後，本港 「醫院藥劑師學會」
昨日揭露，由位於商業大廈內的私家醫
生診所為癌症病人進行化療靜脈注射，
同樣存在極高風險，建議當局新成立的
「私營醫療機構服務檢討及督導委員會

」 予以跟進，作出規管。
有關問題，經由專業的 「醫院藥劑

師協會」 提出，當然值得重視和關注。
據 「學會」 發言人指出：過去癌症

病人都是在醫院內進行化療靜脈注射，
但近年由於病人數目增加，部分私家醫
院醫生在進行首次注射後，會建議病人
轉到其私人診所內繼續餘下療程。

在此情況下，目前全港有十九家私
營醫療機構，包括私家醫生診所及由多
名醫生聯合經營的 「中心」 ，為癌症病
人提供化療靜脈注射服務。

私營醫生此舉，可能是為了讓癌症
病人節省輪候時間及金錢，用意本無可
厚非；但問題在於：化療藥物需要在絕
對安全的無菌環境下進行稀釋與調配，
才可以注射到病人體內，而上述私家診

所或 「中心」 除一、兩家設有 「無菌室
」 外，餘者大多數就在一個塑料膠箱內
進行調配，完全達不到密封隔離的標準
和無菌的要求。在此情況下，不僅接受
化療注射的病人有極大風險，化療藥物
處理過程產生的氣霧也會隨中央空調系
統四散，令診所護士及鄰近商戶的員工
健康受到威脅。

就有關情況， 「醫院藥劑師學會」
發言人警告化療靜脈注射屬高風險治療
，如私營診所化療病人的數目繼續增加
， 「早晚必出事」 。

看來，繼DR美容集團事件之後，
「醫院藥劑師學會」 又為私營醫療缺乏

足夠監管的問題再一次敲響警鐘，而情
況的嚴重性不在 「幹細胞美容」 之下，
二者同為靜脈注射、同樣是在非密封無
菌的環境下進行，予 「超級惡菌」 滋生
以可乘之機；而且，接受 「幹細胞美容
」 的女士 「好人好姐」 ，本身並無疾病
，而接受化療注射的是癌症病人，本身
免疫系統抵抗力已經相當低下，一旦被
「超級惡菌」 侵入血液及體內，後果隨

時 「可大可小」 ，甚至賠上性命也非危
言聳聽。

因此，面對已經一再提出的警號，
新成立的 「私營醫療機構服務檢討及規
管委員會」有必要加強危機感、加快工作
步伐，而眼前可見的急務最少有兩大項：

一是從速界定 「美容服務」 與 「醫
療程序」 的界線，列出美容院可以提供
及不可以提供的 「服務」 範圍，包括宣
傳單張及廣告上不可以出現什麼 「幹細
胞治療」 等醫療專業科技的字眼，以防
有人渾水摸魚，從中圖利，違例者必須
被追究及重罰。

二是針對上述 「藥劑師學會」 揭露
的情況，立即派人巡查十九家私家醫生
診所及聯營中心，發現缺乏無菌裝置、
不具備處理化療藥物條件的，必須勒令
立即停止為癌症病人提供靜脈注射，以
確保病人的性命安全。

就有關情況，食衛局長高永文強調
，調查、規管、立法需時，不能一蹴而
至。事實是，私營醫療是本港寶貴的醫
療資源，七百萬人的醫療服務不可能由
公營全部包攬，但經營上可以有公私之
分，安全與監管上卻不能有公私之別，
標準必須同樣嚴格、規管必須同樣有力
，這是醫療當局不可推卸的責任。

僅是當選、依法尚未成為立法會
議員的 「人民力量」 黃毓民，在各方
輿論壓力之下， 「死死氣」 認衰，明
天要在立法會第二次全體大會上再度
宣誓。

人人當議員，宣誓都是 「一剔過
」 ；偏偏就是這名立會 「惡棍」 ，卻
要 「宣完再宣、誓完又誓」 ， 「發誓
當食生菜」 ，真是 「好人有限」 也。

而且，這名黃某人 「死雞撐飯蓋
」 ，前天還矢口否認，說沒有去信立
會主席曾鈺成要求重誓，還威脅立法
會 「拿出信來」 ！

正是 「報應在眼前」 ，昨日，立
法會秘書處詳細公布了事情經過，立
會秘書處經過法律諮詢後告知黃毓民
，當日他不完整的 「半吊子」 宣誓引
起疑慮，最好重誓，黃毓民表示同意
；其後，秘書處再通知黃辦事處職員
，重誓需要書面提出要求，主席才好
批准。翌日，立會秘書處即收到黃毓
民辦事處送來的要求重誓信件，上面
有黃毓民的簽名。

如此事實俱在，這個惡人竟然還
要抵賴，難道 「人力」 有兩個黃毓民

嗎？難道要求重誓信上的簽名不是黃
毓民本人而是另有其人嗎？冒人簽名
是大件事，應該依法追究才是。

事實是，那封要求重誓信上的簽
名，百分百是黃毓民自己所為，沒有
人那麼空閒去冒他的簽名。只是有人
如上海諺語所云： 「又要面子、又要
夾裡」 ，既不願放棄 「尊貴議員」 這
大好差事不當，又不甘心依法宣誓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 ，才弄出這許許多多的是非來。
而且，黃毓民在否認去信主席要

求重誓的同時，還厚顏無恥的揚言明
天重誓時，一定會再繼續 「玩嘢」 ，
可能用潮州話、廣東話、普通話三種
方言混在一起唸，讓人聽不懂；也可
能手持聖經先向上帝聲明： 「以下所
言並非本人真心話」 ， 「請求上主原
諒」 云云。

奉勸黃毓民，不要再 「做騷」 了
，你這種把戲市民都看厭了，有本事
就不要去當這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否則還是老老
實實的宣誓如
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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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長策會會議歷時三小時，行政長官梁振英
親到現場參與開會十多分鐘，發言時提及社會對房屋
問題的關注，並期望委員會加快工作，提出可否在明
年八月前提交長遠房屋策略初步報告。委員同意今後
約每六星期舉行一次會議，在必要時加開會議，務求
在明年中左右，發表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進行三
個月的公眾諮詢後，明年底提交長遠房屋策略的公眾
諮詢報告書。

以解住屋難為首要任務
據了解，委員昨日在會上普遍關注其職權範圍是

否包括研究土地供應，擔心若只談房屋需求，但不清
楚土地供應情況，工作未必有效率。運房局與發展局
官員在會上回應稱，政府希望以需求主導的方式，先
由長策會分析評估香港的房屋需求，透過委員之一的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周達明反映給政府土地發展委員會
，由政府決定如何增加整體土地及房屋土地，包括更
改土地用途、在維港以外填海等等，滿足市民的房屋
需求。

政府昨日並向長策會介紹社會人口和住屋結構等
資料，包括截至今年第二季數據，全港有三萬一千八
百個家庭涉及近六萬五千人，居住在板間房、床位或
閣樓等環境惡劣和擠擁的地方。有委員提出希望參照
海外經驗，研究解決香港住屋難的問題。

張炳良於會後會見傳媒時稱，雖然會上未有為
「長遠」一詞設下年期，但操作一般以十年作為初步

考慮，實際年期可按社會經濟、人口結構變化定期修
訂策略， 「我們提了一個十年的長遠房屋策略，不等
於我們十年後才作檢討，起碼政府希望有一個十年或
長遠的房屋策略後，我們都可作定期修訂。」

適當時交代整體土地供應
對於有委員認為若沒有土地供應資料，難以知道

未來房屋供應量，張炳良說，需求和供應是一個錢幣
的兩面，討論房屋需求時必定會討論供應問題，但長
策會與土地發展委員會的工作重點不同， 「土地問題
可以很闊，會具體包括哪些地何時賣，這些大家都明
白，一定是一些非常敏感的資料，我們在政府裡面，
處理這些資料一定要非常謹慎。任何與土地有關的資
訊，可能會影響市場的看法。」他指出，政府適當時
候會向委員會交代香港整體土地供應的狀況。

公眾諮詢前共開八次會議
委員會有三大職權，第一是分析不同社群如青年

人、首置人士對住屋的需求；第二是預測公私營房屋
的需求；第三檢視現行的相關政策，並提出建議。委
員會約在每六星期舉行一次會議，預計共開八次會，
張炳良認為密度合適，有需要時會加開會議，希望能
列出目標助政府制訂政策。他又指，各委員要作利益
申報，若與該次討論的議題有利益衝突，或會避席會
議。

委員之一的房委會委員蔡涯棉表示，希望委員會
能研究提升新界東北的地積比率，改善年輕人的居住
問題，委員李華明希望增加長策會的透明度，不會如
閉門造車般撰寫諮詢文件。本身是委員之中文大學社
工系客座副教授馮可立表示，委員普遍認為，土地供
應與房屋需求分不開，但不一定要討論哪一幅土地較
為適合。長策會將於十一月底再召開會議，並商討委
員的分工。

香港在回歸前後，都曾經做過長遠房屋
策略的檢討工作，而且都針對當時的社會和
經濟環境，推出大型建屋計劃。在回歸前的
港督麥理浩，於一九七二年提出十年建屋計
劃，目標是在一九七三至一九八二年間，為
約一百八十萬的居民提供公共房屋單位，並
配合當時的新界市鎮發展。

至於第一次長遠房屋策略的諮詢工作就
在一九八七年進行，當時的長遠房屋策略最
大的特色是以 「需求導向」，政府亦發表了
長遠房屋策略的政策說明書，希望以當時以
至二○○一年的住屋情況設定目標，確保市
民有能力負擔樓價，並鼓勵市民自置居所，
預計要增建九十六萬個單位，而當時已經
預計，公屋有可能會供過於求，因此須要好
好利用私人市場，並推出自置居所貸款計劃
等。

到了一九九八年二月，政府再推出 「建
屋安民邁向廿一世紀：香港長遠房屋策略白
皮書」，當時預計由一九九八年至二○○七

年間，每年平均需要八萬個單位，政府亦定
下每年推出八萬五千個住屋單位的目標，五
萬個為公營房屋，其餘為私營房屋，即是當
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的八萬五政策。

政府當時決定簡化房屋的發展程序，開
發更多土地，希望在二○○七年年底前，達
到全港七成家庭擁有自置居所的目標，並承
諾在二○○五年年底前，將輪候租住公屋的
平均時間縮短至三年。當時出售公屋、夾屋
和首次置業貸款等，都是協助市民置業的措
施。

不過，在八萬五推出後遇上亞洲金融風
暴，香港樓價一落千丈，很多中產階級成為
負資產，直到二○○三年沙士爆發過後才逐
漸復蘇，但近年的樓價卻因外來的購買力，
政府停建居屋和減少土地供應，而造成樓價
上升問題。因此行政長官梁振英上場後，便
推出了多項有關房屋的中短期措施，並成立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希望了解香港長
遠房屋的需要。

十年房屋藍圖十年房屋藍圖
明年中出台明年中出台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長策會）昨召開首次會議，運輸及房屋
局局長張炳良表示，委員會將為香港定下未來十年的長遠房屋政策，預
期明年中提交報告，諮詢公眾三個月。他形容房屋需求與土地供應猶如
「錢幣的兩面」 ，長策會主力檢視評估房屋需求，政府會在適當時候向
委員會提供土地供應的狀況。 本報記者 陳錦輝

策略首現25年前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發展局局
長陳茂波上任後昨日首次出席海濱事務委員
會會議，多名委員關注政府有意改變啟德發
展規劃，質疑規劃會否剔走大型體育館及起
動九龍東是否仍然推行，發展局官員在會上
稱現時還未有定案。另外，香港遊艇會向委
員會建議將灣仔海濱，打造成能舉辦國際級
海上賽事的賽事村，委員會未表態支持，認
為有關建議有待研究。

啟德發展區目前是以低密度發展，預計
興建三萬個住宅單位、郵輪碼頭和足以容納
四萬多人的大型多功能體育館。發展局局長
陳茂波早前曾表示，為解決市民上樓難問題
，不排除在啟德發展區大幅增加房屋密度，
當局正檢視啟德發展區的地積比，研究是否
有上調的空間。

陳茂波昨日以海濱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身
份出席會議，當討論啟德專責委員會工作報
告時，多名委員質詢政府是否會改變啟德發
展規劃，包括增加地積比率和取消興建大型
多功能體育館，以及政府是否會繼續推行起
動九龍東計劃，發展局副秘書長陳松青回應
稱，政府目前對此還未有定案。

此外，會議上亦討論香港遊艇會提出在
灣仔海濱建造賽事村的建議，並閉門討論成
立海濱管理局。香港遊艇會建議在會展中心
東面的灣仔海濱，加設永久和浮動的防浪堤
，使堤內水域能舉行大型海上活動，吸引美
國全球賽艇賽等國際盛事來港舉行，提升本
港旅遊業。遊艇會又建議在海面加設面積約
八千五百平方米的浮動平台，並於平台上增
設零售、餐飲及休憩設施，市民可到平台上
觀賞海上賽事。

遊艇會又建議在海濱沿岸興建 「城市航
海中心」，供中小型船或龍舟停泊，又建議
政府將海事博物館設於前灣仔公眾貨物裝卸

區內，舉辦具歷史價值的國際遊艇展，吸引更多市民前
往海濱一帶。

海濱事務委員會有委員認為，建議無涉及如何改進
該區交通，方便市民進出灣仔海濱，並質疑如何保證灣
仔海濱是市民共享，而非遊艇會會員專用。還有委員認
為建議沒有考慮衍生的污水處理和水上交通安全問題。
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蒲祿祺表示，委員會會研究有關建
議，希望遊艇會就各委員提出的意見修改建議。蒲祿祺
也希望政府能盡快就整個灣仔海濱長廊的土地用途作整
體規劃。

啟
德
終
極
規
劃
未
有
定
案

長策會首開會長策會首開會 評估港人需求評估港人需求

▲▲▶▶張炳良認為，長策會與張炳良認為，長策會與
土地發展委員會的工作重點土地發展委員會的工作重點
不同，故長策會重點側重於不同，故長策會重點側重於
房屋的供應和需求房屋的供應和需求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長策會將為香港定下未來十年的長遠房屋政策，預期明年中提交報告，諮詢公眾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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