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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政府今年內
將就自願性醫療保險計劃提出具體內容，食物
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醫保已經進入決定
性階段，年內會就具體內容諮詢公眾。他強調
會考慮提供稅務誘因吸引中產購買，建立風險
池，彌補現行機制對高危病人保障不足事實。
高永文又形容瑪麗醫院 「換錯心」事故是不幸
，他關心移植團隊的士氣，表示他們還有許多
病人需要繼續照顧，希望社會維持對醫療團隊
的信心，及繼續支持器官捐贈。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出席一個電

台節目時表示，推動自願性醫療保險計劃已進
入決定性階段，今年內會提出具體內容，希望
鼓勵更多有經濟能力的市民購買自願醫保，調
節公私型醫院服務的比例。高永文表示，現在
的醫療保險有近30%市民未能完全得到保障，
因他們購買的醫療保險，多屬人壽保險性質，
日後會加強對保險業監管，希望提高收費透明
度，但不會規管收費水平，同時會檢視自願醫
保產品內容及相關投訴機制。

對於政府在醫保上的角色會否受保險業界
牽制，高永文承認，與保險業界磋商時遇到阻

力，亦會考慮政府在醫保上的監管角色， 「有
可能醫治了之後，市民報銷保險過程有問題，
我們可能要做一個中間或仲裁的角色。」當局
亦正考慮提供稅務誘因，吸引中產購買醫療保
險，及建立風險池，為高危病症投保人提供保
障。

提到近日瑪麗醫院錯將血型不符的心臟移
植到一女病人體內，高永文形容事故是不幸。
他表示，希望調查委員會能獨立、專業地，檢
視瑪麗醫院的資訊系統、手術程序、醫護人員
工作量及事件是否涉人為因素等。高永文指，
醫護人員正監察病人心臟功能，現在是關鍵時
刻，希望力保病人安全，強調不會放棄。

高永文又說，關心瑪麗醫院及葛量洪醫院
團隊壓力大問題，團隊要繼續工作會承受很大
壓力，強調醫療團隊態度誠懇及負責任。

對於H7N9疫情，高永文說，內地已接近
兩個星期沒有新個案，疫情有緩和跡象，但病
毒在家禽仍存在，因此防範不能鬆懈。

【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 「香港
人道年獎2013」昨日揭曉結果，五位得
獎者分別來自教育、醫療及慈善界，多
年來積極服務弱勢社群。作為主辦方的
香港紅十字會表示，人道是對處於危難
之人送上關懷，減輕他們的痛苦，是一
份不問回報的事業與行動，若能持之以
恆，定可帶動他人，如 「音叉」般引發
共鳴。

「香港人道年獎2013」的頒獎典禮
昨日於九龍灣國貿中心舉行，今屆的五
位得獎者分別來自教育、醫療及慈善界
，他們包括：致力改善香港聾人教育模
式的鄧慧蘭；懷揣着 「醫者心、中國夢
」，致力強化社群精神心理健康的黃重
光醫生；成立慈善基金救助弱勢社群的
朱初立；義務為本港及內地偏遠山區提
供牙科服務的劉惠心；以及成立慈善組
織救助貧困人士的麥耀陽。

香港紅十字會主席羅榮生表示， 「
人道是對處於危難之人送上關懷，減輕
他們的痛苦，是一份不問回報的事業與
行動。」這次頒獎便是表彰以實際行動
實踐人道精神的典範，推動人道精神的
普世價值。他強調， 「勿以善小而不為
，只要持之以恆，便能帶動他人，如今
年的主題 『音叉』般引發共鳴，持續不
息地推展人道精神。」

「香港人道年獎」設立於2007年，旨
在表揚社會上以實際行動充分體現人道
精神的人士，並藉此把人道精神帶入社
會各階層。過去五屆共選出31位得獎者。

【本報訊】記者李兆德報道：工聯
會指出，本港有近30萬名保安員，行業
發展迅速背後的職業安全惹人關注。工
聯會半年內收到12宗保安員求助個案，
大多以滑倒為主，認為保安員的職業安
全問題一直被忽視，促請僱主及當局改
善保安員的職業安全、加強訓練和增撥
資源購置工具，以保障保安員職業安全。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香港法例第
509章）列明，僱主為僱員在工業及非
工業工作地點，提供安全及健康保障。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昨日於記者會
表示，近年有不少工傷個案發生，但勞
工處並未就保安行業進行數據紀錄。工
聯會由2012年11月截至本月為止，共收
到12宗保安員工傷求助個案，主要以滑
倒為主，鄧家彪認為個案只屬冰山一角
，未能反映真實情況。

香港護衛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副主
席禤慧嫻表示，保安員正面對生命安全、遇襲或突發事件、
工作引致精神創傷等職業安全危機。她說，保安員不時單獨
工作，遇上事故時往往因未被即時發現而延遲救援。保安員
亦常受到他人辱罵、恐嚇，甚至人身攻擊，嚴重如今年初有
保安員被精神病患者斬傷。社會上不時發生家庭慘劇，保安
員職責所在，首當其衝趕赴現場處理事件，難免目睹難以接
受的場景，導致精神創傷。

鄧家彪建議，僱主有責任對所有保安員的職業安全提供
風險評估及控制危害，例如為僱員提供適當訓練、指引及個
人防護用品，並應定期與員工展開檢討會議，加強溝通。為
提高職業安全和針對性跟進工傷復康個案，建議政府設立 「
職業意外傷病復康醫院」，提供一站式醫療及復康程序，並
建議僱主承擔職安健的責任，包括與職安局合作，改善技術
及工作環境，同時提供一些免費的健康培訓課程，以提升技
能及職安意識。

年屆65歲的尹先生居於東涌，一年多前於上環一個地盤
任職保安員。他表示，由於地盤只聘請日夜間保安員各一名
，如需請假需自行找同事頂更，事發前已連續工作19天， 「

當時大概清晨五時許
，由於光線不足，公
司又未提供電筒，當
日適逢紅雨警告，在
充滿沙石的泥地上滑
倒，導致右手前臂骨
折」。尹先生工傷至
今一年，仍未康復。

配藥員工會促設註冊制
【本報訊】四個配藥員工會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一項

調查發現，超過90%公私營醫院的在職配藥員同意為配藥員
增設註冊制度，大部分人表示，訂立註冊制度會有助提高員
工服務質素和士氣。工會指出，配藥員納入註冊制度可減少
醫療事故發生，認為立法規管是唯一確保服務質素的方法。

醫管局轄下41間公立醫院及59間門診，共有1261名不同
職級的配藥員，加上13間私營醫院的239名配藥員，公私營
在職配藥員有1500人。香港政府配藥員工會、香港專業藥劑
從業員協會、香港藥劑職員會及香港藥劑技術員協會，昨日
聯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舉行記者會，認為香港市民對醫療服
務及相關專職人員的質素要求日漸提升，為保障病人的健康
，建議為配藥員增設註冊制度。

調查訪問了539名醫管局和私家醫院的配藥員，認為應
為全港所有配藥員增設註冊制度的受訪者高達九成，當中絕
大部分人認為，新增註冊制度可有助增加士氣和服務質素。
工會稱，市民對公營或私營醫療服務，以至相關專職醫護人
員和輔助醫療人員的需求不斷增加，為確保病人健康，無可
避免要為所有配藥員增設註冊制度。

專業藥劑從業員協會主席葉炳添表示，不論公營或私營
醫療機構，都對具備專業資格的配藥員有殷切需要。不過，
部分私人市場的配藥員質素參差，部分甚至從未受過專業訓
練，對藥物認識貧乏。他認為，立法規管配藥員是唯一有效
方法。他又指，配藥員職系完全符合政府對醫護專業在 「立
法規管」的要求，認為政府必須為配藥員設立註冊制度，提
高配藥員的專業性，以確保服務質素，減少醫療事故或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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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公德會會長陳英傑伉儷及泰山之友會員共10
人，昨日在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等社會人士見證
下，即場簽署捐獻遺體者，希望離世後捐獻遺體給香
港大學醫學院解剖系，助醫科生進行解剖練習及醫學
研究之用。其中會員陸美燕表示，自己是癌症康復者
，患癌期間曾得到不少人幫助，希望離世後，亦能將
遺體捐贈出來貢獻社會。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
示，人體解剖是現代醫學基礎，每個醫科生都需要學
習，增加對人體結構認識，故遺體捐贈對醫療教育很
重要。

香港大學醫學院解剖系助理院長陳立基表示，從
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頭30年，港大醫學院每年平均只
收到一具遺體捐贈，近幾年數目稍為回升，徘徊在3
至9具之間，其他主要來自無人認領的遺體，但近年
這些遺體數目也急降至每年只有1至2具。

或用電腦軟件作模擬解剖
陳立基續說，每年港大醫學院有210個醫科新生

，但學生可用的 「大體老師」或 「無言老師」（醫學
界對遺體捐贈者的尊稱）供不應求，現時是1具遺體
可供10個學生使用，理想是5至10個學生用一具遺體
，作解剖練習，即是每年最少需要遺體20具，才足以
作教學用。陳立基又說，醫學院亦需要額外的遺體作
研究用途，所以每年遺體捐贈數目達致起碼40具 「大
體老師」，會比較理想。陳立基表示，若遺體捐贈數
目持續不足，不排除將來醫科生或需要使用電腦軟件
及模型來代替模擬解剖。

對於外界對捐贈遺體有些誤解，以為器官及遺體

捐贈，只能二擇其一。陳立基澄清，市民捐贈器官後
，也可以捐贈遺體。陳立基也強調，若死者本身因急
性傳染病，如愛滋病、沙士等，或是曾進行法醫解剖
，則不能進行遺體捐贈。其他如曾截肢、做過腸、心
臟搭橋等手術，都可以捐贈遺體， 「醫科生在學習解
剖時，了解到人體是有很多病變，對學生的學習更有
幫助。學生在面對遺體時學到的不只是解剖技術，還
有捐贈者的大愛精神，對日後行醫有很大幫助」。

對於很多市民因擔心遺體捐贈後會 「死無全屍」
，陳立基表示，自己也有登記捐贈遺體。以捐贈者角
度而言，遺體最終也會火化成為骨灰，或是土葬經過
腐化，倒不如捐贈出來讓醫科生有實體解剖經驗，將
來行醫時對病人診症時更能得心應手。

「遺體捐贈計劃」 在港推行至今已有
40年，現時本港約有超過1500人登記捐贈
遺體。為支持醫學研究，泰山公德會昨日
舉行遺體捐贈簽字儀式，期望引起社會人
士關注，離世後捐贈遺體。香港大學醫學
院解剖系助理院長陳立基表示，現時本港
遺體捐贈數目不足，難以支撐教學及研究
用途。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表示，現
時遺體捐贈計劃主要由大學推動，若有需
要，政府可研究捐贈遺體解剖後，經火化
之後的安排，例如安排紀念花園作撒灰。

本報記者 林丹媛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22年前母親因肺癌
病逝，令泰山公德會會長陳英傑決心推動 「滅癌獻愛
心國際慈善工程」，展開一系列滅癌救人工作。為 「
報母恩、弘大愛」，陳英傑決定向社會作出表率，離
世後捐出遺體，支持醫學研究，希望透過實體練習，
將來在破解癌症研究上，有更大突破。

1991年泰山公德會會長陳英傑的母親不幸罹患肺
癌病逝，母親患病期間，令陳英傑感受到癌症對病人
帶來的煎熬難以言喻，身為家屬也愛莫能助。痛失至
親後，陳英傑想到天下無數受癌症折磨的人， 「為了
滅癌救人，我化悲憤為力量，發起一連串滅癌工程，
希望集合各界力量，救助廣大病苦群眾，征服癌症禍
害。」

報母恩 弘大愛

陳英傑決作表率

▲高永文（中）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年內提
出自願醫保計劃具體內容

▲泰山公德會昨舉行遺體捐贈簽字儀式，期望引
起社會人士關注，離世後遺愛人間，支持教學及
研究用途。前排左三為陳英傑

本報記者林丹媛攝

▲鄧家彪指保安員的職業安全問題
一直被忽視 本報記者李兆德攝

▲ 65歲尹先生年前
在地盤工作時滑倒
，右手前臂骨折，
至今仍未康復
本報記者李兆德攝

▲

五位得獎者，左起
：黃重光、朱初立、
劉惠心、鄧慧蘭、麥
耀陽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鄧慧蘭是香港中文大
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的主任，她自上世紀90年代便
開始從語言學的角度研究香港手語及聾童的學習情況
，更專門為聾人學生設立了手語研究及手語教學的文
憑和高級文憑培訓課程，使他們具備了報考大學的資
格。正因這多年不懈的堅持，使其獲得了 「香港人道
年獎2013」。

鄧慧蘭表示， 「聾人也有他們自己的語言，那就
是手語，它有自己的文法，也有自己的文化」。然而
，她發現社會人士普遍對手語存在誤解，認為這只是
一種簡單的肢體語言，一直沒有將手語納入教學語言
，使得聾人學生在學習上存在嚴重的障礙，最終甚至
影響聾人升讀大學以至就業的平等機會。

為此，鄧慧蘭積極推動主流學校實行手語雙語共
融教育，又特別設立了手語研究及手語教學的文憑和
高級文憑培訓課程，令畢業後的學員具備報考大學或
成為專業手語老師的資格。而今年20出頭的余煒琳便
是其中的一名學生。

鄧慧蘭說，余是一個活潑、樂觀的女孩子，與她
相識有十多年。但余小時候非常不喜歡手語，覺得通
過看口型，猜動作，甚至用不太清晰的口語，也一樣
能與人交流。但鄧慧蘭告訴她，手語是聾人自己的語
言，是必不可少的一種輔助，習之大有益處。余開始
還有猶豫，但當時恰逢2003年的 「非典」， 「當時人
人都戴口罩，根本無法看到嘴型」，這才令她深深感
受到手語的重要性。現在的余煒琳一邊就讀高級文憑
，一邊還在中大教授手語，日後也希望成為一名專業
的手語老師。

然而，受惠於培訓課程的只是少數。鄧慧蘭指出
，手語雙語的廣泛推行才能夠令更多的聾人學生受惠
。她表示，如今已有一所幼稚園和一所主流小學參與
主流學校手語雙語共融教育方案，之後還會有一所主
流中學參與。她希望在六年之後，香港這首批在手語
雙語共融教育下培育起來的聾健學生能攜手升讀大學
，部分健聽學生亦能成為新一代的專業手語翻譯員，
為聾人與健聽人士之間架起一座 「無聲橋」。

設手語訓練課程架無聲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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