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參與違法「佔領」的激進
分子之一、「學民思潮」召集
人黃之鋒早前提出司法覆核，
要求將立法會參選年齡由21
歲降低至18歲，好讓自己符
合立法會議員參選資格。前行
政立法兩局議員李鵬飛昨日批
評，黃之鋒此舉十分自私，純
粹是為了找新平台去延續自己
的「社會運動」，又呼籲對方
收回司法覆核的申請。
李鵬飛昨晨出席一個論壇時
稱不支持黃之鋒的司法覆核申
請，並批評道：「這是很自私
的行為，且難以實現。他只是
為延續自己的社會運動而找新
平台。」他呼籲黃之鋒收回言
論，及收回司法覆核的申請，
「不要把個人行動放在最
前。」
黃之鋒承認，他確實是為了
自己的「切身權益」而申請司
法覆核，並希望借助選舉這個
平台，推動「修憲」和「自
決」運動，又稱目前的選舉制
度不合理，「參選年齡定在21
歲是縱容不平等的選舉權及被
選舉權」，故他要通過是次司
法覆核，打破現有選舉制度的
「不合理」。
黃之鋒傲慢地稱，自己不會
撤回司法覆核，能否參選和當
選應交由法庭和選民決定，
「實在不用偏激地要求我收回
爭取平等權利的司法覆核。」
他又質疑李鵬飛是要「阻止
年輕人爭取參選權利」，稱對
方倘不希望「社會運動的訴
求」透過選舉平台進入政壇，

那就不要投票給他，「甚至以他（李鵬
飛）的影響力呼籲市民不要支持我就可
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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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第15/120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10月19日

頭獎：無人中
二獎：$1,851,340 （1注中）
三獎：$103,930 （47.5注中）
多寶：$15,226,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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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瑪嘉烈醫院日前發生嚴重
醫療事故，一名護士疑忘記重啟呼吸器，導致一名病人心
跳一度停頓，及後死亡。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會
見傳媒時表示，對事件感到非常遺憾，初步資料顯示當中
或涉及人為錯誤，局方亦已委派委員會，可於8星期內完
成報告，不排除有任何行政或專業人士須就事件負責。

8周內交報告再決定處分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結束英國倫敦訪問行程返

港，會見傳媒時指，對瑪嘉烈醫院日前發生的一宗嚴重醫療
事故感到非常遺憾，認為從署方掌握的初步資料顯示，當中
或涉及人為錯誤，而醫院管理局已就事件向受害人家屬致
歉，有關個案其後將交予死因裁判法庭處理，且局方已委派

委員會，可於8星期內完成報告。他認為，該報告有助證實
事件發生的經過及原因，相信可預防日後同類事件發生。
瑪嘉烈醫院兩年前亦發生同類醫療事故，事因兩名護士涉

嫌於轉換病床時，拔取一名病人的呼吸器而導致該病人心跳
停頓，其後不治。高永文指，現階段未能作出任何人事處
分，須待醫管局提交詳細報告後再作決定，若任何行政或專
業人士須就事件負責，局方人事政策將會作出適當處理。
他強調， 局方均有其內部人事政策，在任何醫療事故發

生後首要是找出根本原因，以設計預防方法，防範日後事件
再次發生。

考慮增員互相監督除錯
高永文說，醫療人員單獨行事將增加安全風險，「若

出現人為錯誤，會直接損害病人。」他認為，恐防醫護
人員單獨行事，增加病人安全風險，或可加強現時程序
指引，如要求另一名醫護人員同時在場以作互相提點及
覆核，惟是否推行有關指引須待檢討報告提交後才決
定。
另一方面，天水圍沙江圍村早前有村民疑不滿醫管局於村

內興建洗衣工場，與多名視察場地的政府職員發生肢體碰
撞，有4名建築署職員受傷送院。高永文昨日對受傷職員致
以慰問，指局方進行任何工程項目均經適當評估，以減低對
周遭環境和居民造成的影響，而該興建項目對局方的長遠發
展很重要，惟現時項目只處於早期計劃階段，及後須通過區
議會諮詢程序，認為不論任何情況，均不應發生暴力行為，
提醒村民應以和平理性方式表達意見。

團體倡增智障者社康活動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社
交康樂活動對健全者與智障者同樣重
要，樂智協會調查發現，95%受訪家
長認為智障子女參加社康活動後對各
方面都有正面提升，逾半受訪家長認
為對子女的情緒幫助最大。樂智表
示，現時專門為智障者而設的社交及
康樂活動名額不足，建議社會福利署
將有關服務納入為主流，鼓勵智障者
參與社康活動。
樂智協會聯同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健

康生活發展中心進行調查，透過21間
為智障者提供社康活動的機構派發問
卷予其輕、中度智障會員的家長，共
收回386份，另外又與15位智障者及
其家長進行訪問。

95%家長認同活動助開心扉
95%受訪家長表示，子女參加社交
康樂活動後有很正面的影響，52%受
訪家長認為子女的「情緒」範疇有進
步，較以前開心、情緒較穩定，以及

更有自信；其次是「社交」（32%），
會變得較健談及較懂得和別人相處。
其餘為工作或學業有進步（15%）、身
體更健康（11%）、提升自我管理能力
（10%），僅5%家長表示沒有任何
進步。
受訪家長又認為，讓子女參加由機

構舉辦的社康活動，可為家長提供與
其他家長互相分享的平台，減輕照顧
的壓力。不過，「活動名額不足」是
妨礙其子女參加活動的最大原因。

冀康文署添設施鼓勵參與
樂智表示，本港約有7.1萬至10.1

萬名智障者，惟現時僅得3間獲社署
資助、專為智障者設立的社交及康樂
活動中心，康文署為殘疾者提供活動
的數量亦非常有限，建議政府重新研
究公共政策，增加為智障者提供公共
運動、社交及康樂的設施，以鼓勵其
參與地區的活動。機構方面亦可以加
強合作，改善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

跟進信用卡漏洞 吳亮星倡加強保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金融管理局日前

公佈，7間銀行的125萬張非接觸式信用卡，不符
合金管局2012年的監管規定而引致私隱的問題，
已責成7間銀行盡快更換。立法會金融界議員吳亮
星昨日表示，他已就是次事件向7間發卡銀行了解
情況，而銀行界對於有關的問題相當重視，各發

卡銀行已開始為受影響客戶更換信用卡。
吳亮星昨日並讚許金管局重視是次有關事件，及

立即採取行動，相當有效率。他坦言，科技發展日
新月異，有關的手機程式於2012年後才出現，是次
事件正提醒了業界，應密切留意科技的發展，同步
加強有關的保安系統，減低持卡客戶所面對風險。

抗議重陽封路 的哥：累收入減三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重陽節將至，一眾市民要到墳場
拜祭先人。不過，有的士業界不
滿運輸署重陽節封路安排，令他
們的收入受影響。 昨日30多名
的士司機手持橫額，遊行至歌連
臣角天主教聖十字架墳場大門
外，抗議運輸署安排。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

機分會30多名的士司機，把的
士停泊在柴灣環翠道和連城道交

界，抗議運輸署於10月及11月
期間的星期六、日，封閉通往柴
灣華人永遠墳場的道路，不准的
士駛入。他們隨後下車，手持
「強烈抗議運輸署 龜速改善墳
場交通」橫額，遊行到歌連臣角
天主教聖十字架墳場大門外集
會。
工會代表稱，運輸署安排令的

士司機收入下跌三成，批評運輸
署偏袒大型交通運輸集團利益。

他們指，過往已多次要求署方盡
早落實多項改善工程，但運輸署
以部分路段由天主教墳場委員會
管理為理由，拖延問題。
代表要求運輸署檢討和調整封

路措施，並與委員會磋商，讓部
分私人路段永久開放，改善交通
擠塞問題。
工會代表隨後把請願信交給墳

場負責人，並把原本交給運輸署
的請願信燒毀後離開。

■■的士業界手的士業界手
持標語遊行持標語遊行，，
抗議運輸署封抗議運輸署封
路安排路安排。。
汽車交通運輸汽車交通運輸
業總工會供圖業總工會供圖

校委無償獻力不應受干擾
籲各界尊重委任機制信校董 條例行之有效毋須檢討

嶺大學生會近日預告要於明日的校董會會議舉行時發起示威，當
面質詢各校董，及要「否決」5名新任校董的任命，又威脅稱

「不保證屆時不會出現混亂」。中大學生會也稱將於周二校董會會
議時「狙擊」各校董，要求他們就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表態」，
又會要求新一屆校董會主席「承諾保衛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等。

指校董出錢出力為大學好
吳克儉昨日在出席公開活動後回應說，現任校董會成員不單貢獻
其專業知識，部分人更為學生籌款及設立很多獎學金，而每間院校
的校董會和特區政府一樣，完全尊重及支持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的
核心價值，「我希望大家尊重現有機制，對他們要有信心，因為他
們一直的表現都是為（大學）整體利益。」

學生需尊重程序與他人意見
他強調，學校的正常運作很重要，「校委會或校董會要做應該

做的工作，包括正常運作的會議，我們不應該讓他們受干擾，而
每一名人士或成員若要發表自己的意見，都可通過很多不同的途
徑。正如我說，言論自由是我們的核心價值，但在發表自己的意
見時，亦不妨尊重其他人，聆聽他人的意見，特別是要尊重整個
過程和必須守法，在盡量減少對他人干擾的情況下，才讓大家接
受。」
被問及學聯等計劃發起所謂的「公投」，要求修改大學條例及特

首出任校監的制度，吳克儉回應指，由行政長官擔任大學校監或監
督是法例規定。在13年前，教資會已經鼓勵各大院校檢討管治架
構，其後有關制度及法例沿用至今，一直行之有效，他看不到現時
有需要再作檢討，呼籲各界尊重現有法例。

冀院校專注教研免「不進則退」
吳克儉又特別提到，自己早前赴新加坡，出席全球高校發展研討

會及參觀新加坡國立大學。在與當地留學的港生交流時，他發覺當
地的大學生都專注求學，教授也專注教與學，值得本港院校借鏡。
他寄望香港各高等院校能更專注教學及提升研究水平，否則在全球
院校競爭激烈的情況下，港校只會不進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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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繼香港大學學生會早

前衝擊校委會後，中文大學、嶺南大學學生會也計劃在

校內「搞抗爭」，聲稱要「狙擊」各校董。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昨日強調，大學校董會成員均無償、全力為學校

整體利益作出貢獻，並支持學術自由與院校自主，不應

受到任何干擾，並呼籲各界尊重大學校董的委任機制，

對校董有信心。針對學聯等聲稱要修改大學條例，廢除

由特首出任校董會校監的規定，吳克儉則指，大學條例

及相關制度一直行之有效，毋須再作檢討。

盧寵茂「家書」勉馮敬恩做好榜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一直強調對學
生「不講追究、只講教導」的香港大學校務委員
會成員、肝藏移植專家盧寵茂，雖然因另一校
委、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不盡不實、斷章取義
式洩密而受到滋擾，但盧寵茂昨日仍以學長身
份，在港台節目《香港家書》給馮敬恩寫信，分
享其人生經歷，並勉勵馮敬恩要做好榜樣。他表
示，作為科研人員，自己從來不會預設立場，而
是「審視數據，客觀論證，獨立分析，然後才作
出結論。這是作為一個學者必須具備的條件，絕
對無人能干預我」。
盧寵茂在該封「家書」裡說起和馮敬恩的交流，

指第一次見面時，曾以「人的潛能是無限的」，去
勉勵自稱「不到（上午）10時起不了床」的馮敬
恩，又着他在校委會上多發表意見，有不清楚或不
同意，可即時提出，「在之後的會議中，我也留意
到你發言多了。」
他坦言，不少人將他和馮敬恩對立來看，但他認

為自己和馮「很相似」，如一樣在港大讀書、不在
香港出生，卻在香港長大，並和他分享自己畢業後

的人生經歷，希望對他有所禆益。

任何議題應審析事實再判斷
雖然反對派一直想將盧寵茂形容為被政治干預的

校委，但盧寵茂在信中表示，作為科研人員，自己
從來不會預設立場，「對於所有的議題，都不能道
聽途說，必須審視數據，客觀論證，獨立分析，然
後才作出結論。這是作為一個學者必須具備的條
件，絕對無人能干預我。」
他續說，自己作為一個醫生，堅持專業，不論病

人是誰都會一視同仁作出治療，「而病人的私隱，
更是一個專業人員絕對不能披露的。」似是提醒馮
敬恩遵守保密的重要性。

當校委只有責任感無權力感
盧寵茂又分享到，身為教師，自己最不想見到的

就是有學生失敗，因為如果學生不合格，也表示老
師教得不合格，又指教師的目標是「一個都不能
少」。
在當上校委後面對不少風波，但盧寵茂指，自己

「只有責任感，沒有權力感」，並以平常心面對一
切，又指人生中必須面對困難波折，正如其膝蓋舊
患的傷病也是「人生的一部分」。
他又透露，自己兩天後便會接受一個膝蓋手術，

「把之前放進去的鋼板取出，再處理可能的半月板
撕裂問題，但我有信心手術後能盡快康復，重新投
入毅行者，甚至馬拉松的隊伍。」

循序漸進優化保港大基業
他在信末又提到，相比其膝蓋傷勢，他擔心的反

而是香港大學的百年基業和名聲，「因為那是無數
人經歷數代辛勤努力的成果，一切建基於行之有效
的制度，而不是個人。縱使一個我走了，很快便會
有其他人加入，但如果制度崩潰，就算再經歷另一
個百年也可能無法完全修復。港大確實需要跟隨時
代改變優化，但循序漸進總比革命突變來得好。」
雖然馮敬恩的失實洩密令盧寵茂及其家人受滋

擾，但盧寵茂仍勉勵馮敬恩作為港大學生會會長，
要做好榜樣，成為同學的模範，並希望與他多對
話、多溝通，齊心為港大解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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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近期不
少大專院校都出現「被政治化」的問
題，早前經歷完副校長遴選風波的香港
大學校委會主席梁智鴻昨日指，這是社
會轉變的一部分，但每位校委會成員都
應憑良心做事。他表示，自己是無慾無
求、以校友心態去服務大學和社會。
在反對派動員下，港大法律學院前院

長陳文敏的支持者近月不斷向港大施
壓，脅迫校方一定要任命陳文敏為港大
副校長（學術人力資源）。梁智鴻昨日
坦言，自己任主席8年，看到越來越多校
友、學生和市民關心港大是好事，但他
強調校委會成員應憑良心做事，自己亦
是無慾無求地服務大學和社會。
梁智鴻又表示，任何機構勿論歷史有

多長，都需要改變和進步，而港大作為
老牌大學亦是如此。他希望所有人都可
向前看，推動港大發展。

■吳克儉認為應尊重現有
機制。 資料圖片

■盧寵茂勉勵馮敬恩要做
好榜樣。 資料圖片

■■梁智鴻強調校委應憑良心做事梁智鴻強調校委應憑良心做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樂智協會昨日舉辦研討會探討社交康樂樂智協會昨日舉辦研討會探討社交康樂
活動對智障者發展的效能及推行策略活動對智障者發展的效能及推行策略。。

■7月29日校委會會議期間，大批學生衝入會議廳搗亂，圍堵並辱罵
校委，態度粗暴，令人譁然。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