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護士人手短缺問題存在多年，一直沒有得
到解決，亦未見有紓緩的跡象。政府近日更表示
考慮引入「有限度註冊」招聘海外護士，此做法
實在值得商榷。首先，現行的《護士註冊條例》
並沒有「有限度註冊」的條文，若要實行則必須
修訂法例，然而修例需時，未能有效解決當前的
人手問題。另外，倘若政府以行政手段，硬要引
入有關制度，這是否不僅對本港護理水平帶來衝
擊，同時繞過法定的修例程序？現時海外護士若
要在香港執業必須通過執業試，如讓海外護士一
邊工作一邊考試，或毋須通過本港考試便可在港
短期執業，這樣實在難以監管其質素，威脅市民
健康與安全。若倉卒以此方法解決人手短缺問
題，倒不如從根本入手，制定長遠的護士人手規
劃，重整護理教育政策，投放更多資源，培訓質
量兼備的本地護士。

護理教育政策缺乏長遠規劃
早在九十年代，政府支持註冊護士經由大學培

訓，這絕對是護理教育的一大進步。可惜時至今
日，回顧這二十一年的大學護理教育政策，政府
在2000年關閉護士學校後，沒有同時把大學護理
教育的第一年學額相應增加，以致隨後幾年，每
年的大學護士畢業生不足600人，那又如何配合
每年約1000至1200名註冊護士的需求？二十多年
來各院校均缺乏資源增加學額，加強培訓，以配
合社會需求。至近年護士人手短缺問題進一步惡
化，政府眼見問題迫在眉睫，便急就章地重開護
士學校，試圖解決「燃眉之急」。此舉實在自相
矛盾，既然政府支持將護理教育提升至大學層
面，為何還把大量資源放在重開護士學校的非學

位護理課程﹖箇中原因是否由於大學培訓較護士學校昂貴，政府為
了節省金錢，而出此下策，筆者不作揣測，只是要點出，事實正正
反映政府在護理教育政策上，缺乏一套完整、一致的理念，搖擺不
定。一方面沒有增撥新資源予大學增加護理教育學額，另一方面亦
沒有作出全面的人手規劃，以致護士供求嚴重失衡。
筆者曾向特首提問政府可否增加撥款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好

讓大學有足夠資源，增加護理課程學額，培訓足夠護士人手，以應
付未來五至十年的人手需求，提升護理質素，配合醫療產業發展。
然而，曾特首回應時只強調醫管局將會增聘醫護人手，更說培訓護
士方面不單是在大學，還有其他非學位的培訓，並沒有關注增加培
訓學位護士的資源，這究竟顯示我們的政府對護理教育政策的無
知，還是存心刻意迴避問題的核心，不願為大學護理教育作出承
擔？

護士病人比例失衡
與此同時，造成供求失衡問題的另一原因是本港現時沒有一個確

切的護士病人比例。護士病人比例是人手規劃的重要指標，即使局
方表示來年將會有接近2000名新護士，但在沒有明確的人手指標的
情況下，政府如何釐訂多少為之足夠，亦不會短缺或過剩？故此，
人手問題的另一重點是政府須訂立明確的護士病人比例，根據這準
則作出長遠的人手規劃。重開護士學校或許能夠短暫紓緩護士人手
短缺的問題，但時而關閉護士學校，推行大學護理教育，人手方面
又缺乏長遠計劃及目標，沒有適切地隨社會轉變及需要而增加學額
配合；待出現人手問題時，就倉卒決定重開護士學校應急；待三五
年後護士人手增多，屆時可能又突然關閉所有護士學校。政策如此
不一，只會製造混亂，長遠而言不但影響護士人手供應，更會窒礙
護理專業發展及提升護理質素。現在政府更計劃以「有限度註冊」
招聘海外護士解決人手問題，若倉卒實行，很可能會擾亂現時的註
冊制度，影響護理質素。故此，政府必須從根本 手，制定長遠人
手規劃，訂立明確的護士病人比例，並從大學護理教育學額、培訓
方面作出配合，增撥資源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讓大學可以增加
大學護理學額，培訓足夠具質素的人手，提升護理質素，改善現時
護理服務，同時為發展醫療產業作好準備。

香港回歸以後，政治紛爭嚴
重，政府施政寸步難行，到底
禍源在哪裡呢？
當然，其中的原因錯綜複

雜，而反對派則乘機將責任推在沒有普選身上。雖然
說，普選是當今潮流，但卻不一定是真理。因為，在回
歸以前也沒有普選，為什麼就不會發生上述情況呢？只
是香港人被反對派引入了普選的泥潭，惟有「當了過河
卒子，只有拚命上前」。要深究今日香港亂象不斷的根
由，我們就得撇開眼前的一切障礙，探究問題的真相。
在下認為，造成今日香港亂局的禍源，其實是英國統治
者在臨撤離之前，在司法界佈下無間道，為香港的發展
埋下了無數的定時炸彈。

英國回歸前在法律界佈下無間道
這些法律界的無間道，平時深藏不露，裝出一副維護

公平正義、保護香港民主自由的姿態，但暗地裡，他們
對回歸深深不忿，對中國收回香港滿腹怨恨。他們手上
拿 司法裁決的利劍，懷裡揣 法律條文的生死簿，身
上披 司法獨立的鎧甲，可以肆無顧忌的向「一國兩制」
放出明槍暗箭，所以，他們不會錯過任何機會給香港社
會製造難題，並美其名曰維護香港法治。
回歸十四年以來，法律界無間道的劣行可謂罄竹難

書，如當年的莊豐源案，就遺禍至今，令內地孕婦湧
港，直接加重了香港社會的醫療和福利的壓力；港珠
澳大橋案他們躲在暗處包攬訴訟，利用一個無知老婦
對政府進行司法狙擊，阻延了香港和內地融合，加重
了建築成本，害得香港人雞毛鴨血；最近剛果共和國
一宗與欠債案有關的外交豁免權的爭議中，他們再次
挑戰一國的權威，判香港不應給剛果絕對的外交豁免

權，最後香港終審法院惟有要求人大釋法，釐清香港
法院應該如何處理與內地有關國防及外交等豁免規則
及政策；最近，公民黨核心人物又介入支持菲律賓女
傭爭取居港權的訴訟，為香港社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危
機，如果他們勝訴的話，香港有可能會瞬間增加40萬人
口，每年增多過千億的公共福利開支，其後果不可謂
不嚴重。

欲將香港變為中國「顏色革命」發源地
雖然法律界的無間道明目張膽的玩弄法律，損害香港

人利益，引來人神共憤，然而，他們仗 有法律條文的
掩飾，有司法獨立的保護傘，不但可以安然無事，還得
到不少迷信大狀神話的市民的同情和支持，認為他們在
維護司法獨立的精神。故一直以來，這些無間道尚能以
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現，公然組黨問政，妖言惑眾，並聲
言要奪取香港的治權，以承傳西方霸權的正統，將香港
變為中國「顏色革命」的發源地。
雖然，法律無間道處處借法自驕，並恃 三寸不爛之

舌，包攬訴訟，無風起浪，但只要我們剝開他們的畫
皮，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妖形妖相。無論是如何嚴謹的法
律，也有其灰色地帶，可以由這些無間道中的妖孽隨意
變幻，是人是妖，真假難分，不過，我們只要不為其所
惑，就像孫悟空一樣，不由分說，拿起金剛棒照頭劈
去，便可以將這些妖孽打得頭破血流，現出原形。這支
金剛棒，就是人大釋法和廣大民意，我們可以以人大釋
法戮破無間道的陰謀，以市民的選票把他們打得粉身碎
骨。「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法律界的無間道不除，
香港則永無寧日。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

聖，只緣妖霧又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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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證券業是重要的組成
部分。在過去二、三十年，數百個內地企業在香
港上市，走向國際，香港證券業不但在配合祖國
的經濟、金融發展功不可沒，而且香港的國際金
融地位也更加穩固和競爭力不斷提升。在這些發
展、成就的背後，是與香港廣大證券從業員的長
期不懈努力分不開的。

加強風險管理是大勢所趨
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後，各國紛紛更加強對金

融制度、產品、衍生工具的監督和管制，加強風
險管理，也有部分交易所尋求合併，以提升競爭
力，在這種形勢下，香港交易所也提出了改革、
發展的藍圖。
不過，港交所最近提出的一連串改革措施，引

起不少中小型證券公司的不滿，並且罕有的有逾
百從業員到港交所門外示威，希望港交所考慮修
訂或撤回部分改革方案。
其實，港交所提出的某些方案，結合香港的實

際環境，則似乎有諮詢不足、考慮不詳、過於急
進和太理想化之嫌。
首先是競價時段（即股市收市後仍有15分鐘的競

價），以前已曾實施，但後來因很容易被大行利用
而造成操控，與股市的真正收市價有時會出現頗
大的落差，因而影響到窩輪、孖展產品的結算
價，對廣大投資者不利。
對於收窄差價，由於是針對大型股及成交多的

中型股，小型股不變，故業界大致上可接受。

改革方案需嚴謹
遙控交易肯定是對香港的證券公司生意有影

響，因海外不經香港的證券公司也可直接買賣，
而且此舉也涉及到海外公司是否受到本港證監條
例規限，從而影響風險管理。
至於將午飯休市時間再縮短至1小時，是業界反

對聲音最大的其中一個方案，因今年3月縮短至1.5
小時後，成交量並未因此而有明顯的上升，反而
證券公司在處理客戶上午交易後的手續便顯得十
分匆忙，如果再縮短至1小時﹙含午飯時間﹚的
話，便需增加人手，在目前香港證券業競爭如此
激烈（特別是受到大銀行的存款客戶多，人手和
設備充足，網上交易網絡大，低佣金甚至0佣金政
策）的情況下，中小型經紀的經營成本便要增
重，加上過時及過分苛刻的證券法例高壓下，生
存空間會繼續縮小。
引入期指夜市至晚上11時半，證券公司更要大量

增加人手至兩班制，才能應付如此長的交易時間
（加上整天的股市交易時間），而且這段時間沒有股
市買賣，期指容易被操控，投機風險更高，不利
於小投資者。
在向業界提高徵收保證金方面，現時尚未有公

佈細節，據悉只是大行受較大影響，而80%中、小
券商不受影響。如果這樣，業界大多認為可接
受。

最後是隱形交易，大部分業界均表反對，是走
「回頭路」的方案，因目前全球均追求透明度，如
隱去了買賣公司的名稱，便會影響廣大投資者的
判斷。

隱形交易是走「回頭路」
香港證券業改革是必要的，但同時也要配合證

券大法的改革，這樣才能為香港帶來整體社會利
益，不要只求高呼提高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及
競爭力的形象口號，要實事求是考慮本地中、小
證券公司在改革中所遇到的問題，因香港金融市
場有今天的成就，是各領域、各階層的相互配合
和共同努力的結果。
改革的方向重點應在︰提高服務水平和工作效

率，提高本地中、小券商的發展空間和積極性，
收窄大行和中、小證券公司的市場佔有率(目前成
交額，65間大行佔了87%，340間中、小證券公司
只佔13%)，加強風險管理，大力發展人民幣金融
產品市場，嚴格監控過多的衍生工具，對於跨國
財團利用降低企業評級、插旗等手段來操控市場
應加以管制，提高透明度和平衡各方利益。我相
信有利於業界和廣大投資者的方案，一定能得到
廣泛的支持。因此，港交所充分的諮詢，虛心聆
聽業界意見，是香港證券業改革的必經之路。我
們期望改革會為業界帶來公平競爭的環境，達到
促進社會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的目的。

（本文轉載自8月號《紫荊》雜誌）

公民黨連番發表聲明力陳外傭取得永久居港權並不容易，能在港定居外傭非想像中多，
企圖減輕港人戒心，同時強調不干預個別黨員的工作，再次急忙與負責外傭居港權訴訟的
黨員李志喜劃清界線。作為一個組織成型的政黨，公民黨和黨員在關鍵取態上居然貌合神
離，可謂當全港市民是傻瓜。

淡化外傭湧港衝擊損港利益
公民黨在聲明中強調，非中國籍居民要享居港權，不但要證明申請人連續居港七年以

上，還須通過審查確定香港為其永久居所，要證明這些條件，申請人必須提交資料，包括
提供多項居住和入息證明等。這說法表面說明外傭申請成為永久性居民不容易，目的不過
是減輕港人對外傭永久居港在人數上的憂慮，但事實是有關審批只屬形式，外傭依然可輕
易取得居港權。而且，直到今日公民黨仍要為外傭爭居港權撐腰，否則，他們用不 惺惺
作態，為外傭申領居港權的處境加插一段行政困難的獨白。公民黨至今仍不敢說「我們不
支持介入外傭居權訴訟案」，但又不敢公然與民意相對抗，才如此偷偷摸摸支持外傭爭取永
久居留權。
不干預黨員行為是一個非常弔詭的說法，黨和黨員在理念上本應統一，公民黨老想擺脫

這個政治概念的牽連，在關鍵處不肯老實承認黨員和黨的統合關係，反而濫用「不干預」
三字的政治意思，這是公民黨企圖蒙混的地方。如果公民黨的態度是不傾向接訟的，李志
喜作為黨員，便應聽從黨內指示。公民黨沒有控制黨員行為，李志喜如此為所欲為，實質
說明公民黨暗中為黨員接訟開綠燈，否則，黨內高層應高調游說李志喜退出訟案，或李志
喜退黨。即使公民黨內部沒有直接介入有關官司，李志喜作為公民黨黨員卻是一個客觀事
實，公民黨因這黨員間接介入官司也是一個客觀事實；每個黨員對外行為在政治上都代表
了政黨意志的延伸，公民黨怎可以自辯黨員是獨立個體，不能干預？公民黨黨員接受違背
民意的訟案，全黨居然想置身事外，拋出事不關己、不會干涉的態度劃清界線，這說明了
公民黨不是偷換概念，就是政治白痴。

劃清界線 責任難卸
公民黨根本無法逾越自己的心理底線，所以聲明裡的每句話都沒有一句涉及否定訴訟的

意向。正因公民黨心底裡無意否定訴訟，通篇聲明取態暗撐訴訟便不足為奇了，否則何必
還要在聲明中特意為減輕外界憂慮就外傭爭居港權的困難「娓娓道來」，他們這麼一說，更
為外傭增添爭取外界同情的意味。公民黨一直採取迂迴放任的逃避政策，既不想得失選
民，又希望在人權問題上走到前線，最後只以「不干預」中間落墨，到底還是無法漂白該
黨陰黑的嘴臉。維護人權是社會共識，本用不 公民黨牽頭說項，為港人指手劃腳，如今
不但為港人增添煩惱，港人在居港權上更不能「港人治港」，這都是公民黨黨員引伸出來的
禍患。
港人要求依據《基本法》排除外傭有永久居港權的民意越來越清晰，公民黨在強大民意

面前，應改邪歸正，不要再做違逆民心的事情，否則只會受到民意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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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如果以為聲明能說服港人相信公民黨並非外傭爭居權案的始作俑

者，那就未免低估港人智慧了；港人在聲明中看到的，是公民黨對有關訴

訟不斷堆砌的辯解，不斷淡化外傭湧港的衝擊，整份聲明支持訴訟的取態

脈絡清晰，絲毫沒有否定參與外傭爭居港權案的意味，視港人利益如無

物。 法律界的無間道明目張膽的玩弄法律，損害香港人利益，引來人神共憤，然而，他們仗 有

法律條文的掩飾，有司法獨立的保護傘，不但可以安然無事，還得到不少迷信大狀神話的市民

的同情和支持。故一直以來，這些無間道尚能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現，公然組黨問政，妖言惑

眾，並聲言要奪取香港的治權，以承傳西方霸權的正統，將香港變為中國「顏色革命」的發源

地。

切除訟棍毒瘤香港才有生機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華盛頓「搬石頭打自己的腳」
黃海振資深評論員

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在
國會山爭論「債務上限」
時，有議員竟然大喊
「『違約』又怎麼樣？」顯

示國會山上的「精英」將美國未來、世界經濟當
作兒戲。「欠債還錢」是古今中外的鐵規律，但
在美國政客的演繹下，卻企圖用「違約」兩個字
將14萬億美元的龐大債務一筆勾銷。期望利用美元
大幅貶值來「賴帳」，是美國部分政府官員和國會
議員的「共識」，他們這樣想，也已經這樣做。一
個人、一個企業、一個國家乃至一種貨幣，最重
要的是誠信，美元喪失誠信，將加速催生「世界
元」，對美國來說，等於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
俄羅斯總理普京評論說，美國的「違約」問

題，使俄羅斯和中國等許多持有大量美國債券國
家可能遭受重大損失；並對全球經濟造成致命打
擊。美國現在最感興趣的，是企圖借此宣佈美元
貶值，為其出口創造更加優惠的條件和解決國內
難題。儘管美國兩黨就提高債務上限問題達成
「一致」，但並不意味 問題的解決，只是將「違
約」這顆「定時炸彈」推遲「爆炸」而已。普京
強烈呼籲，「美國靠舉債生活，入不敷出，總是
把自己問題和負擔轉嫁到其它國家頭上；世界應
當盡快出爐『世界元』，結束美元獨霸天下的局
面」。

市場不看好華盛頓「共識」
美國總統奧巴馬花5分鐘宣佈兩黨已就債務上限

問題達成協議後，既不回答記者的提問，也沒有
給記者往常的笑容，轉身就步入後院，說明奧巴
馬對達成的「共識」極為不滿。這份以共和黨提
案為基調的協議，受到許多民主黨議員的強烈反
對，並對奧巴馬表現不滿，為奧某的明年競選埋
下更多不確定因素和障礙。兩黨協議「達成」
後，美國金融市場表現出罕有的冷靜，三大指數
不僅沒有走高，反而持續大幅下跌，標準普爾甚
至創下近期低位，金價則繼續明顯反彈，顯示市
場並不看好對華盛頓的「共識」。
在這場債務糾紛後面，明擺 美國民主、共和

兩黨對於2012年競選的角力，「違約」不過是兩
黨充分利用「美式民主」，為自己撈選票的一個
「幌子」而已。美國經濟目前持續疲軟，第一季
度增長僅為0.4%；房地產市場仍然死水一潭，走
不出金融危機陰影；失業率高達9.2%。面對如此
惡劣的經濟環境，國會「精英」竟可以置國家利
益而不顧，而共同上演了一齣人為的「違約危
機」。讓本應「稍稍進行」、「開槍不要」的簡單
經濟技術問題，在國會精英的大張旗鼓下變成一
個複雜政治問題，將「違約」成為向世界各國發
難的工具。

「違約」紛爭只是剛剛開始
在國際評級機構不斷發出下調美國評級的警告

下，政客們已經將美國二戰以來長期享有的頂級
信用評級推向災難邊緣。據紐約商品交易所資深
交易員分析，債務上限的爭論，使來自世界的投
資者看透「美式民主」的實質，凸顯華盛頓的無
信用。「違約」已經使華爾街向全球傳遞出失落
情緒；經濟學家甚至斷言美國經濟將再次陷入
「二次衰退」。美債上限雖然達成妥協，但兩黨的政
治鬥爭無疑將劇烈地糾纏下去，讓民眾成為兩黨
惡鬥的犧牲品。違約不僅僅在美國國內會再次引
發金融和經濟危機，還可能引發激烈的社會動
盪。
和2008年的「金融瘟疫」相比，「違約」所產生

的心理破壞力將更加嚴重，「違約」損害的是美
國的信譽，讓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角色受到
更深層次的質疑。國會近期的爭論，實際上已經
付出了高昂的信用代價。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
國家，完全不應該為債務而信譽掃地。造成今天
局面的根本原因，在於共和、民主兩黨的無謂紛
爭。兩黨雖然有了協議，但巨額債務仍然存在，
並繼續增加，「違約」紛爭只是剛剛開始，而不
是結束。未來的美國必將重複今天的故事，因為
華盛頓根本沒有找到降低債務的「藥方」。

對證券業改革的一點意見
張華峰 恆豐證券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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