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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促承認脊醫假紙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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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圖片

　■王國興(左)跟勞工處代表開會，促請當局
盡快修訂《僱傭條例》， 以承認註冊脊醫簽發的
假紙。王國興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佩琪）全港有140名

註冊脊醫，但他們向病人簽發的假紙，一直不獲政

府承認。而勞顧會也認為，欠缺充分理據修例承認

脊醫簽發的假紙，引起脊醫界不滿。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昨日跟勞工處代表

開會，要求當局重新檢視問題，將於下月中的立法會開會討論。勞工處昨日回

應，指有意就脊醫註冊制度、簽發假紙等問題諮詢公眾。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聯同香港脊醫學會代表及有脊骨勞損的僱員，昨

晨跟勞工處代表開會。對於勞顧會資方代表擔心脊醫假紙會帶來保險問題及混亂

情況，王國興表示，勞顧會的結論只顧及僱主和保險公司利益，卻沒有考慮僱員

立場，有違公平原則。王國興促當局盡快修訂《僱傭條例》，以承認註冊脊醫簽

發的假紙。

頸部勞損者唯有放年假

　從事行政工作的陳小姐，每天長時間「坐定定」對著電腦，導致頸部刺

痛。後來，陳小姐看脊醫，證實是頸部勞損，需要休息。但由於本港不承認脊醫

簽發的假紙，陳小姐只好申請放年假，「是有薪假，少了一天假期，很『肉

赤』」。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將於下月中舉行會議，討論有關議題。

政府籲統計處展開調查

　勞工處發言人昨日表示，指政府留意到本港脊醫的近期發展，包括脊醫數

目持續增加、業界開始推行自願持續專業發展計劃及舉辦推廣脊醫治療的活動；

同時，積極考慮制定簽發病假的指引、完善其註冊制度，以及明確要求個別脊醫

須保存病人醫療記錄。政府建議，由統計處就有關事宜展開調查，並繼續與相關

人士溝通，留意脊醫在本港及其他地區的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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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論：「700萬人受害」怎能說成「700萬

人受惠」？

 台島大選「二奶」逐個數

 且看黃毓民的「刁民力量」

 內地逾萬工程貪賄案涉近30億

 滬新能源 發電成本劇降三分二

 李卓人公民黨聯手「靠害」打工仔

 上商台爆被港台炒魷內幕 梁思浩拒簽離職

通知協議

 永隆加P按 全港首家

 馬頭圍道重建 收購呎價近萬

 龍聲飛揚：無視世界史和一葉障目的觀點

 鍾楚紅鬆口 等好戲再戰影圈

 系列報道：千里良田荒蕪

 巴士炸彈被引爆 英女王訪愛步步驚魂

 丁屋僭建問題惹不滿 鄉局設行動組維權

 鏡頭如「行刑步槍」 卡恩「赤裸」無可避

新聞專題新聞專題新聞專題新聞專題 更多 

 美軍擊斃拉登 

 內地食品安全亂象頻生 

 香港展品故宮離奇失竊 

 聯軍「圍攻」利比亞 

 2012台灣選戰 

 龔如心遺產官司 

 日本強震引發核危機 

 深圳大運會 

 內地酒駕入刑 

 聚焦「十二五」規劃 

 保衛釣魚島 

 赴港產子現象關注 

 阿里山翻車事故 

 汶川地震三周年祭 

 英國威廉王子大婚 

最新網絡雜誌最新網絡雜誌最新網絡雜誌最新網絡雜誌

最新調查最新調查最新調查最新調查

深圳原市長許宗衡近日一審被判死緩。隨後有

內地媒體盤點自2009年以來被判刑的落馬官

員，發現近3年副部級以上涉貪官員18人沒有

一人被判處死刑。對此，你是怎麼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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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新聞

手機漫遊上網一日收費萬六 (圖)

屢揭濫收費 機主不知情

格力冷氣機最慳電 (圖)

網上消費投訴激增2.3倍

家傭牙肉發炎 醫保不賠

兩藥房賣假藥被曝光 (圖)

申請馬會會藉貪污案 廉署拘4商人 (圖)

前車之鑑：收賄45萬推薦升級 洪承禧囚2年 (圖)

美醉水兵鬧事 酒店傷人被捕 (圖)

吊臂車飛轆撞死兩修車技工 (圖)

近年修補輪胎意外事件

疑未完全放氣 鬆螺絲肇事

年內3宗意外 葉偉明促增巡查

坪洲鄉委副主席涉誤導廉署被控 (圖)

迷暈啤劫4男 雙程婦囚5年

運雞苖漢汀九危站 與警對峙3小時 (圖)

大橋案遺禍 沙螺洞保育補做環評 (圖)

理大10層隱形鏡 打救千萬近視童 (圖)

理大得獎作品 (圖)

糖尿者驗視網膜 數十秒知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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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賞。量刑既看情節亦看態度，少判死刑

助文明進步

質疑。法制不嚴，對如此反腐是否具威懾

力表示懷疑

氣憤。貪官犯了罪都可從輕處罰，那麼死

刑為誰而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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