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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總促建司機補償基金
【本報訊】近月有多宗的士司機因交通意外傷亡，有工

會指出，大部分的士司機是自僱人士，並不受勞工法例保障
，司機一旦遭遇交通意外即求助無門，強烈要求當局成立職
業司機補償基金，保障為數多逾五萬名的士司機的福祉。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昨日召開記者會，對過去半個月
有兩名的士司機在交通意外中喪生表示關注。兩宗意外分別
是俗稱長命斜的柴灣道大車禍，一輛的士遭失控的新巴撞至
仿如廢鐵，的士司機和兩名乘客慘死；另一宗發生於上周，
一輛大嶼山的士失控與客貨車相撞，的士司機慘死。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分會主任杜燊棠表示，大部
分的士司機是自僱人士，不受勞工法例保障，礙於營運困難
及生計壓力，更有部分的士司機並沒有購買個人保險來自保
，一旦遇上意外，隨時求助無門，未能得到應有的援助。

大嶼山的士車禍的司機遺孀亦出席了記者會，她表示至
今沒有收過政府的問候或援助，感到非常徬徨。

杜燊棠促請政府成立職業司機補償基金，加強對業界的
保障。同時，兩宗車禍的的士都被撞至仿如廢鐵，令業界擔
心的士的防撞能力，杜燊棠要求運輸署就的士的防撞能力進
行測試，以保障司機與乘客的生命安全。

400學生宣揚多元文化
【本報訊】香港教育學院昨舉行 「和平大使日」開幕禮

，有逾400名中、小學生出席，攜手宣揚和平和多元文化的
精神，推動對不同傳統習俗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是次儀式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本土文化及創意教育研究
觀測所及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共同籌辦的 「頌慶和平
」計劃揭開序幕，計劃旨在提供一個平台予來自不同文化背
景的學生交流，裝備他們成為懂得相互尊重、包容不同文化
世界公民。

文化觀測所總監兼教院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系主任梁信
慕致開幕詞稱： 「今次活動為各位同學提供一個平台，讓大
家決定和平在你人生中的意義；同時亦是一個起點，讓你轉
化和平的信念成為正面的價值觀。」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會長劉秀成期望通過計劃推
動香港的本土及國際群體加強文化交流及種族多樣化，在本
土社會推動國際交流，發揚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精神。

【本報訊】和諧之家一項研究發現，57%受訪高
小生曾目睹或耳聞父母吵架，近3成人更間中或經常
遭受父母打罵。有學者指出，受家暴困擾的兒童，其
心理、行為及學業方面都可能受影響，應及早識別和
介入，由專業人士提供輔導及治療。

和諧之家推出 「和諧快線」計劃，轄下的情緒教
育流動車於2011年9月至今年12月期間到訪18間葵
青、元朗、深水埗及黃大仙區的小學，為 2171 名小
五及小六學生提供情緒教育服務，當中 2047 人並接
受 「目睹家暴辨識評估」。

結果發現，有57%受訪高小生曾目睹或耳聞父母
吵架，有16%曾看見或聽見父母打架，21%因目睹家
暴而感到困擾。研究亦發現，9%受訪小學生經常遭
父母打罵，有 20%則間中遭到打罵，推算約 3%、即
60名受訪學童處於家暴高危。另有61%曾間中或經常

被獨留在家。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梁麗清表示

，兒童年幼時曾目睹家暴或遭到家暴，如被大聲辱罵
、被硬物傷害身體，會影響其心理發展及人際關係，
可能會缺乏自信、怕事退縮、不信任別人，甚至會出
現反叛和暴力行為等問題，更可能會持續至成年。她
建議，前線社工及警察在處理家暴案時，切勿漠視兒
童感受，應讓他們抒發情緒及給予支持，社福機構亦
需及早介入及跟進，避免造成長遠傷害。

和諧之家總幹事陶后華表示，不會容忍家暴問題
，希望社會各界或政府可給予撥款繼續支持 「和諧快
線」計劃，讓情緒教育車流動服務、和諧先鋒訓練小
組、家長訓練小組及外展服務，可繼續加強兒童情緒
教育以及支援家暴受害者和家庭。

私院免費病床少人知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審計報告揭示政府對私家

醫院土地使用及廉價病床無嚴格規管，立法會帳目委員會昨
日第三次就有關問題進行聆訊，衛生署署長陳漢儀承認，衛
生署沒有執行私院必須有20張免費病床的規定。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高永文稱，不同因素導致私家醫院免費病床使用率
偏低，正計劃透過轉介病人機制，善用病床，而新招標的兩
幅私院用地，會用其他方法回饋市民。

審計報告指出，香港有五所私家醫院以免地價或象徵式
地價條款批出用地，而至少兩所私院未有按批地條款，履行
提供免費或低收費病床，其中聖德勒撒醫院由上世紀60年
代起，按規定應提供不少於 20 張免費病床，但是去年 4 月
之前，衛生署從未向該院查詢有否提供這病床，而由 2007
至2011年期間，該院免費病床的使用率介乎17%至24%，其
他病床使用率則介乎98%至113%之間。

多名議員質疑衛生署未有監察私家醫院批地條款執行情
況，公民黨的梁家傑指出，私家醫院病床爆滿，但廉價病床
使用率低，質疑當局無措施提升低收費病床使用率。

衛生署長陳漢儀回應說，署方 1992 年起才接手醫院事
務處，管理私家醫院，不知道部分私家醫院的條款，需要提
供20張免費病床，到審計報告指出後才要求執行，已要求
醫院提交建議做法，署方會跟進處理，而當局拒絕透露要提
供免費病床的私家醫院名稱。至於廉價病床，她說署方一直
有巡查及抽查院方帳單。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私家醫院的免費病床使
用率偏低，可能是因為病人或醫生都不知道有此安排，即使
醫院有提供免費病床，病人亦會考慮其他服務的收費，而低
收費病床不包括醫生收費，公立醫院轉介病人到私家醫院時
，要考慮整體收費，因此轉介數字非常少。當局在豬流感期
間，亦曾徵用低收費病床，但整體使用率仍不理想。

高永文表示，日後政府批出私院用地，不會再以低收費
或免費病床，作為考慮私院續約的標準。政府新招標的兩幅
私院用地，會用其他方法回饋市民。但目前條款中有列明提
供廉價及免費病床的醫院，當局會協助院方執行，包括跟醫
管局研究轉介機制及付費安排。

對於關注有私家醫院擁有兩幅土地，地契未必一樣，難
以釐清院方應執行哪幅地的批地條款。高永文承認，要釐清
不同批地條件有困難，贊成訂立機制及準則監管醫院有否違
反契約。當局亦會加強衛生署核數能力。地政總署署長甯漢
豪表示，已諮詢法律意見，認為政府要攤分醫院利潤，審視
院方有無違反兩幅地皮，各自就利潤盈餘再投資的規定。

玻璃骨少女靠口才闖職場

團體指兩電回報計法過時
【本報訊】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認為現時為兩

電計算的回報方法是過時的制度，他促請當局盡快檢討電力
市場的規管。

兩電將公布來年電費加幅，余遠騁昨日出席電台節目表
示，現有的電力市場規管安排、即《管制計劃協議》是過時
的制度，因協議以兩電的平均資產值計算回報，令兩電藉不
斷投資賺取利潤；在採購設備、零件及燃料時，亦沒有經濟
誘因爭取更好價格，即使買貴了亦可向市民收回成本；若兩
電生產力或營運效率不濟，亦不影響收入，因電廠可提出加
電費賺回少收的利潤。

余遠騁建議，當局應檢討電力市場規管，並檢視是否要
修改現有不利節能的條款，加入提高生產力的條文，同時增
加以營運效率、節約能源等作為電廠利潤的考慮因素。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他們的身體或許不
健全，但在一些人士眼中，他們只不過是折了翼的天
使，只要多給點耐性發掘，總會找到他們的潛能。為
表揚傷殘人士在職場上的努力耕耘和在社會上作出的
貢獻，香港復康力量選出 10 位傷殘在 「職」達人，
透過他們的故事說出堅毅不屈精神，也希望引起社會
對殘疾人士就業的關注。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康復
及醫院社會服務）林嘉泰表示，社署的康復政策一直
鼓勵傷殘人士發揮才能，希望僱主也能發現他們身上
的美。

患有 「成骨不全症」（俗稱玻璃骨）的 80 後得
獎者鄧嘉玲是個名副其實的 「容易受傷的女人」。由
於骨骼忍受外力衝擊能力較常人差，即使是輕微碰撞
，也會造成嚴重骨折。她說已經記不起哪次的受傷最
嚴重， 「反正每次受傷程度都差唔多，因為冇得醫，
所以亦唔會刻意去睇醫生。」她輕描淡寫道。

從深閨內向到口若懸河
童年時，父母怕她受到歧視，使她成為深閨少女

。17 歲一架嬰兒手推車令她開始接觸社會，24 歲那
年正式踏進校園，修讀兼讀制毅進課程，現在她正在
香港公開大學修讀遙距中國語言及文學學士學位。問
及為何會喜歡中文，她說是因為黎明。小時候在家中
最喜歡聽黎明的歌，發覺歌詞挺有意思，所以逐漸對
中文產生興趣。

身形如兩歲小孩的嘉玲內心強大，提名人張潤衡
推薦她的原因是因為她好 「得」！嘉玲第一份工作職
責是透過電話進行市場銷售，每天處理不同客人的疑
難，也經常要 「受客人氣」。面對客人的粗言對待，
她始終堅持以誠懇、專業的態度面對，最終贏得上司
賞識，一年後，已擢升為主任，擔任行政管理工作。

現在她於 「生命動力心靈激勵演講團」任職演講

員。她憶述第一次演講對象是保險從業員，面對這班
專業人士，她在台下緊張得手心不停冒汗，但演講的
成功使她開心不已，也令她將演講視為使命，以 「生
命影響生命」為目標，到不同的學校、教會及機構分
享自身經歷，希望將 「生命不設限」的訊息延伸至每
個人身上。

失明人研發視障軟件
另一得獎者呂志鴻是一名軟件工程師，19 歲那

年因視神經問題，突然失明。面對身體上的遽變，他
沒有自暴自棄，抱着幫助傷殘人士從 「受助者」變成
「自助者」的信念，他研發了一個幫助視障人士的讀

屏軟件─ Johnny Tools。此軟件在2005年開始研
寫，1後年推出市場，經過反覆測試後，現已改良到
第5代，預計明年中推出第6代。軟件不單在兩岸三
地通行，連遠在澳洲、加拿大和美國的視障人士也受
惠，使用人數計有數十萬。

今年復康力量在 「職」達人 2012 中，擔任的職
業涵蓋範圍非常廣闊，有自僱會計師、軟件工程師、
財務策劃員、市場推廣員等；而這些在 「職」達人有
肢體傷殘、視障、痙攣、紅斑狼瘡症、嚴重智障、玻
璃骨等。

新一屆勞顧會僱員代表共有 12 名候選人，共有
362 名工會選委投票，投票率 89.6%，但有一票無效
，新一屆僱員代表任期由明年1月1日開始，至2014
年的12月31日止，為期兩年。

八成舊面孔連任
5名新當選的僱員代表大多是舊面孔，分別是香

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公務員總工會主
席鍾國星、工會聯合會理事長吳秋北、港九工團聯合
總會秘書長李德明，而唯一的 「新丁」則是港九勞工
社團聯會財務主任周小松，而今次勞顧會僱員代表選
舉 「票王」稱號由工聯會的吳秋北獲得。

順利連任的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表示
，當選後會繼續爭取標準工時立法，希望政府能主動
將資方重帶回談判桌，他強調標準工時已在外國許多
地方實施，絕對不是什麼 「洪水猛獸」，即使一些行
業不宜實施，勞資雙方也可透過討論給予豁免。梁希
望當局就標準工時立法進行諮詢時，能做到不偏不倚
，另冀望當局在明年首季成立研究標準工時立法的專
責小組中，加入勞顧會僱員代表。

工聯：現機制能解勞工短缺
對於香港應否輸入外勞，以解決勞工短缺的問題

，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指出，補充勞工計劃已是解決
勞工不足問題的現存機制，希望政府能尊重此機制。
對於當局建議將最低工資調整至每小時 30 元，吳秋
北表示會向會員作出問卷調查，並會將結果提交當局
，期望政府能小心考慮勞工的權益。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和勞顧會當然主席勞工
處處長卓永興恭賀獲選的僱員代表。張建宗表示，勞
顧會是一個有效的平台，使政府在制訂與改善僱員的
福利和職業安全及健康相關政策和法例時，能兼顧勞

資雙方的利益，期望新一屆委員能在這平台上，繼續
推動和諧的勞資關係。而卓永興則期待與新一屆的勞
顧會委員緊密合作，共同為成功處理僱員及僱主關注
的議題作出努力。

全名 「勞工顧問委員會」的勞顧會成立於 1946
年，是溝通勞資雙方的重要組織，發展至今由六名僱

員代表、六名資方代表，加上勞工處處長為當然主席
合共 13 人組成，當中五名僱員代表由工會選委選出
、五名資方代表由本港主要商會推舉，餘下的一名僱
員和一名資方代表，則會由政府委任個人身份人士出
任；新一屆勞顧會的資方代表尚未推舉出，個人身份
代表亦有待當局委任。

勞顧會新一屆僱員代表誕生！五名新
代表的其中四人， 「毫無懸念」 由上一屆
順利連任至本屆，唯一新面孔是來自 「勞
聯」 的財務主任周小松，而今次選舉的
「票王」 則由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奪得。
新一屆僱員代表表示，將繼續關注標準工
時立法，重申標準工時不是 「洪水猛獸」
，期望政府主動將僱主代表拉回標準工時
立法的談判桌。

本報記者 李家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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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顧會5名僱員代表得票表
梁籌庭（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

鍾國星（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

吳秋北（香港工會聯合會理事長）

李德明（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秘書長）

周小松（港九勞工社團聯會財務主任）

288票

297票

331票

253票

285票

▲勞顧會新一屆僱員代表當選後與勞工處處長合
照。（左起）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鍾國星、港九工
團聯合總會秘書長李德明、勞工處處長卓永興、
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工會聯合
會理事長吳秋北、港九勞工社團聯會財務主任周
小松

▲勞顧會僱員代表選舉 「倒票」

研究指57%人見過父母嗌交

▲研究指57%受訪高小學生曾目睹或耳聞父母吵
架。（左一）城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梁麗清
，（左二）和諧之家總幹事陶后華，（左三）駐
校社工彭雪麗 本報記者劉家莉攝

▲香港復康會十大在 「職」 達
人玻璃骨患者鄧嘉玲，憑誠懇
態度贏得上司賞識

本報記者林丹媛攝

▲

香港復康會十大在 「職」 達
人視障人士呂志鴻。背後是他
專為視障人士研發的讀屏軟件
網頁

本報記者林丹媛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