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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醫院發生嚴重醫療事故，將一名病人的
肺組織樣本與另一名確診惡性腫瘤病人的組織
樣本交叉污染，導致病人被誤診為肺癌而接受
不必要的右下肺葉切除手術。無癌被當有癌
治，東區醫院這起事故性質之嚴重，令人震
驚，暴露出醫院化驗室在流程監管上的明顯漏
洞和嚴重人為疏忽，醫管局必須以零容忍態度
徹查事故原因，嚴肅處理相關責任人，給病人
家屬及公眾一個公道、明確的交代。醫院是救
死扶傷的地方，醫療事故一宗也嫌多，當局必
須從制度堵漏和提升醫護責任心兩方面手，
配合適當的獎懲機制，將醫院內人為出錯的幾
率降到最低，如此才能不辜負市民對本港醫療
系統寄予的信任和希望。

目前，病理化驗是醫生判斷病情的主要手
段，也是較為可信的診斷方式，尤其是腫瘤症
這種危急病例，更是相當依賴病理化驗。化驗
結果有無患癌，後續治療方法截然不同，一旦
搞錯輕則貽誤病情，重則危及生命，絕對不容
有絲毫錯失或疏忽。然而，東區醫院的化驗師
卻將一名只是患有肺結核的長者肺部組織樣
本，混入另一名確診患有惡性腫瘤病人的活組
織細胞，檢驗樣本出錯導致診斷出錯，診斷出
錯再導致錯誤手術。

從過程來看，東區醫院這起醫療事故，明顯是
由制度和人員兩方面的因素導致。制度方面，化
驗室的流程管理和監督機制在事件中完全缺位、

失靈，並沒能起到糾錯堵漏的作用；人員方面，
相關化驗師缺乏責任心，沒有將病人安危視為頭
等大事，這才粗心大意地「混淆」了不同樣本，
造成了後續的誤判。化驗室內樣本出現交叉污染，
是不可容忍的低級錯誤，本應能夠透過機制和人
員「雙把關」來杜絕，這次卻完全失效。因此，
醫管局當務之急除了查清事故成因，嚴肅追究懲
處責任人，還應該切實就醫院管理和程序上的漏
洞作出改善，提升醫護人員素質，建立獎懲制度，
保障病人的生命安全。

有醫療界人士指出，即便化驗室的錯誤導致
了病理報告有誤，但若能在手術前覆檢病理報
告，這起事故便有機會避免。然而，覆檢病理
報告的做法在公立醫院並無統一標準，往往由
各家醫院自訂流程處理，而且就算是癌症個
案，一旦確診，在手術前一般不會進行覆檢，
這顯然是覆檢機制的一大漏洞。事實證明，僅
靠單一的病理化驗，會令病人承擔巨大的生命
健康風險。當局宜進一步探究完善覆檢機制的
做法，建議強制性規定所有重大手術前必須完
成病理覆檢，以此降低出現事故的風險。另
外，再完善的制度也需依靠從業人員來執行貫
徹，醫護人員的責任心決定了制度以外「人
禍」發生的概率，因此醫管局還須在從業者責
任心的培養、保持、提升方面，傾注更多的努
力，將此當作一項恒常的工作有計劃地推動，
避免重大醫療事故的發生。（相關新聞刊A4版）

檢討制度 強化責任 杜絕嚴重醫療事故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天在出席抗戰勝利七十周年

展覽開幕禮時致辭，強調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輕一
代應深入了解香港與國家在抗戰時期所承受的苦
難，應該知道國家力量的重要性，以及知道香港
與國家，香港市民與全國人民有共同命運。行政
長官這番話，指出了香港新一代學習歷史、牢記
歷史以弘揚民族精神的重要意義。回顧去年本港
部分青少年學生之所以參與違法「佔中」以及一
些暴力衝擊活動，歸根究底在於很多青少年對中
國歷史，特別是近代以來外國列強侵略中國和中
華民族救亡圖存的歷史缺乏認識，導致國家民族
觀念薄弱。特區有關教育部門應重振中國歷史教
育，讓青少年培養正確的歷史觀，正確看待香港
與國家民族的關係，自覺地抵制所謂「港獨」、
「本土」等不良思潮的侵蝕。

在國家隆重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香港各
界也舉辦了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在反映整個中
華民族偉大抗戰歷程的同時，也突出了在抗戰期
間，香港民眾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歷史。1941年12
月25日，日軍佔領香港，令港人經歷了三年零八
個月的黑暗歲月。不肯屈服的廣大港人，與日本
侵略者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著名的東江縱隊
港九獨立大隊活躍在香港各地，反抗日本佔領、
營救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協助
盟軍進行情報收集、營救美軍飛行員等，為抗日
戰爭的最後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過去，由於種種原因，本港青少年學生對這些

歷史大都了解不多，部分人更是缺乏基本的國家民
族觀念。在回歸前，香港學生尚且可以通過中史課
知道中國人的根源、優點，知道中國四大發明，不
會忘記祖父母輩做「弱國人」時的悲慘，不會忘記
舊中國被列強虎視眈眈、豆剖瓜分的危局。然而，
2000 年取消了回歸前中國歷史作為必修科的地
位，到2009年課程改革大幅削減選修科目後，中
史科竟然無人問津，導致更多新一代對中國歷史的
認知更加薄弱，一些人因而對國家產生誤解甚至抗
拒，國家意識及認同感愈加薄弱。去年違法「佔
中」期間，竟然出現網上聯署所謂「支持香港獨立
或英國收回香港」，以及兩名香港大學生要求英國
迫使中國「重啟《南京條約》和《天津條約》」的
荒謬事件，反映香港特區的青少年在歷史教育方面
存在嚴重缺失，急需重振中國歷史教育。

在世界經濟、文化高度全球化的時代，在中國
和平發展勢不可擋的今天，不忘歷史，立足當
前，面向未來，胸懷中華，放眼世界，繼承、吸
納、整合、創新中華民族精神，應該成為香港新
一代歷史教育的當務之急。期待特區主管教育的
有關部門，要抓住紀念抗戰勝利 70 周年這個契
機，通過多種形式，加強對廣大青少年學生的中
國歷史教育，讓他們充分了解自鴉片戰爭以來的
中國歷史，從而正確認識香港與國家、港人與中
華民族密不可分的關係，增強國家和民族觀念，
弘揚民族精神，自覺地為維護「一國兩制」，確
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加強年青一代歷史教育
A3 重要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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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批馮敬恩「戰爭論」散佈政治恐怖
入學禮煽學生撕裂港大 誤導「院校自主」當「學生自主」

研究
協會：75%人撐校委會擁副校最終任命權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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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香港大學副校長遴選
風波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香港研究協會昨日公佈的民
意調查顯示，75%受訪者贊同校委會擁有副校長遴選
的最終決定權，不認同者僅得11%；倘校委會最終否
決物色委員會的推薦人選，51%受訪者認為校委會的
決定不會違背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的原則。調查又
指，56%受訪市民認為需要向暴力衝擊校委會會議的
人追究責任。協會促請各界勿讓副校長遴選一事繼續
政治化，避免一切干擾大學獨立正常運作的行為，並
給予校委會空間作出決定。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14日至20日，以電話成功訪問

1,069名18歲或以上香港市民，了解他們對港大副校長
任命的意見。結果顯示，75%受訪者贊同校委會擁有

副校長遴選的最終決定權，不認同者僅佔11%，表示
「好難說」及「無意見」的，分別佔8%和6%。倘校
委會最終否決物色委員會就副校長人選的建議，51%
受訪者認為校委會的相關決定沒有違背院校自主、學
術自由的原則，認為有違背的佔30%。
調查又指，65%受訪者不接受具有明顯政治立場的
人士擔任大學副校長，表示贊同者則佔21%，反映大
部分市民對有明顯政治立場的人士擔任大學副校長持
保留態度。

56%人：應向暴力衝擊會議者究責
對於港大學生會及社運人士上月暴力衝擊校委會會

議，70%受訪者表示不贊同，贊同者僅得17%，反映

大部分市民不認同衝擊行為。同時，56%受訪市民認
為需要向衝擊校委會的人追究責任，認為不需要的佔
24%，反映多數市民認為相關人等應為自己的衝擊行
為負上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是次調查的受訪者中，37%人擁有
大學學歷，為調查中最多，反映高學歷者普遍認同校
委會擁有副校長遴選的最終決定權。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表示，鑒於多數市民表示尊重

校委會的職權及既有的遴選制度，協會促請社會各界
勿讓港大副校長遴選一事繼續政治化，避免一切干擾
大學獨立正常運作的行為，並給予校委會空間以正常
程序就副校長遴選作出最終決定，讓新任副校長能為
學術研究及人才培育作出貢獻，造福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自明)香港大學校委會決定
下月討論副校長人選的任命，「港大校友關注組」
召集人葉建源昨日竟威脅稱，校委會應當尊重物色
委員會的建議人選，如果拒絕接受物色委員會建議
的副校長人選，要交代原因。「支持十院長聲明校
友組」發言人彭泓基反駁指，校委會並非「橡皮圖
章」，有權拒絕副校長建議人選。他並以公司招聘
為喻指：「人事部不是老闆，老闆才有決定權。」
彭泓基與葉建源昨日接受電台訪問，就港大副校

長遴選問題針鋒相對。涉嫌有份策劃早前衝擊校委
會行動的葉建源揚言，校委會不再「等埋首席副
校」，證明校方拖延任命是不恰當。他更離譜向校
委會施壓稱：關注校委會下一次會議，能否謹守程
序，校委會應當尊重物色委員會的建議人選，如果
拒絕接受物色委員會建議的副校長人選，要交代原
因。
有報道指港大中央管理小組建議校方，就匿明捐

款事件向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發信提醒，葉建源
竟輕描淡寫地聲言有關指控輕微，「陳文敏在事件
只屬間接角色，事件應告一段落。」
彭泓基反駁指，校委會並非「橡皮圖章」，有權

拒絕副校長建議人選，毋須交代理由。他以公司招
聘為喻指：「人事部不是老闆，老闆才有決定權，
正如人事部是物色委員會，部門向總經理推薦了一
個重要職位的人選，但總經理好朋友質疑人選有問
題，總經理將考慮時間延長少少，這是沒有問題
的。人事部不是老闆，老闆才有決定權。」
彭泓基強調，校委會操作最重要是保密，但當前

群情洶湧，甚至有人提出「陰謀論」，校委會才因
應事態公開交代，「事情只是『茶杯裡的風波』。
如果校委會公關做好一點，形象亦會好一點。我希
望左中右的政治都遠離港大。」他並重申，陳文敏
作為院長，應當清楚大學捐款的基本原則及程序，
不應收受「來歷不明」的捐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香港大學
昨日於百周年校園大會堂舉行新生入學禮，
有過千名新生參與。典禮邀請醫院管理局主
席梁智仁擔任主禮嘉賓，而校長馬斐森、學
生事務長周偉立及學生會會長馮敬恩亦有出
席典禮及向新生致歡迎辭。馬斐森致辭時提
到，學生享有自由的同時，亦應尊重各方人
士的意見，以及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言論似
是暗指上月衝擊校務委員會會議的學生，要
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後果。
馬斐森在典禮致辭時指港大學生享有許

多機會、自由和責任，包括作出任何有關
學業、課外活動、社交和個人生活的種種
決定，而在學期間得到的技能，均有助他
們建立的個人特質和價值觀，但在享有自
由的同時，學生應該在不同處境中考慮各
方的正反意見，以及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承
擔後果。上述言論似是暗指早前學生會成
員衝擊校委會會議，學生需要為自己的行
為負責，承擔校方或刑事責任。
馬斐森又提到，近年香港大學多件事件引

起媒體、政客和普羅大眾的極大關注，當中
包括副校長任命、榮譽學位推薦名單及校委
會員人選等等。他相信港大日後仍然要面臨
許多挑戰，但他認為港大經歷過眾多事件後
會變得更加強大；而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一
直是港大重要的基石，以保障港大師生擁有
思想、言論和集會的自由。

彭泓基駁葉建源：
拒任命毋須解釋

馮敬恩昨日在新生入學禮致辭時，聲稱作為港大校
監的特首梁振英公開批評學生會刊物《學苑》是

干預大學自主，同時又質疑校委會的組成有問題，故
揚言要於新學年策動「公投」，要修改校委會組成。
他又假想出「敵人」，稱要與干預港大的人對抗，就
必須裝備自己，同時煽動同學「一起向前並戰勝這場
戰爭（Let's step forward and win this war）」，言論
激進，似想發起校內的鬥爭，撕裂港大。
港大社會科學系一年級新生余同學表示，學生會成
員衝擊校委會的行為過於激烈，在副校長任命事件
上，學生應保持理性，亦相信有關的風波有助學生反
思，而她本人則會視乎學生會行動會否超越她的底
線，才決定是否參與。

黃均瑜：引入政治力量
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黃均瑜批評，馮敬恩還未弄清

「敵人」是誰就要發起「戰爭」實在自相矛盾，「例
如他要求修改港大條例，但修改大學條例需要立法會
通過，換言之他要有政黨支持，即引入政治力量；但
他又聲稱港大要避免政治干預，這不是矛盾嗎？」他
強調，港大作為公帑資助大學，絕非由學生管治，批
評馮敬恩號召學生參與「戰爭」的說法跟恐怖主義無
異。

何俊賢：學院水平更會下降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政治入侵校園不是

新鮮事，港大學生會近年只關注政治，而忽略了學術
及學生權益，相信部分學院水平更會因而下降。他又
指，特首梁振英批評《學苑》提倡「港獨」不是無的
放矢，因「港獨」思潮確實是破壞「一國兩制」，損
害香港整體利益。何俊賢又勸勉馮敬恩等學生會成員
做事要對社會負責任。

岑嘉評：應取消其校委一職
高教聯主席岑嘉評認為，馮敬恩的「戰爭」言論是

無理取鬧，誤以為院校自主等於「學生自主」，是有
意煽動學生作無謂的抗爭。他又指，馮敬恩早前已於
校委會會議發動學生衝擊會議，令場面一度混亂，有
違他身為學生會會長的職責，故馮已不配擔任校委一
職，港大應取消其職銜。

顏汶羽：校園失應有正常氣氛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也認為，港大近年的確捲入
不少政治風波，如「秘密捐款」事件，學生搗亂校委
會會議等，令校園失去應有的正常氣氛。他又指，校
委會由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組成，是行之已久的制
度，大家應尊重校委會按既定機制下的決定，故期望
學生能令港大恢復應有的學習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溫仲

綺、鄭治祖）早前揚言衝擊校委會的行

動是「以武制暴」的港大學生會會長馮

敬恩，昨日竟趁新生入學禮的致辭機會

煽動學生搞事。他聲稱特首梁振英作為

港大校監，在今年施政報告批評學生會

刊物《學苑》鼓吹港獨等事件，令港大

近年「光環漸失」，更揚言學生會要修

改大學條例，更呼籲學生奮起「戰

爭」，以「重奪學術自主」云云。他的

這番惹火言論遭各界批評，質疑馮根本

未弄清「敵人」是誰就要發起「戰爭」

實在自相矛盾，「戰爭論」更是散佈恐

怖主義；亦有人認為學生會誤以為「院

校自主」等於「學生自主」，但港大作

為公帑資助大學，絕非由學生管治，校

方不能讓學生任意妄為。 ■馮敬恩 梁祖彝攝
■■港大昨日於百周年校園大會堂舉行新生入學禮港大昨日於百周年校園大會堂舉行新生入學禮。。 記者梁祖彝記者梁祖彝 攝攝

■馬斐森 梁祖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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