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稱想同學生「多傾偈」「雙邪」圖校園播「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繼早前

赴台鼓吹「港獨」後，近日仍不停

「搞風搞雨」，對外推銷其聲稱可

操控明年區議會選舉的「風雲計

劃」。他昨日在九龍西一個「民間

論壇」中聲稱，已成功「開班」培

植「親兵」，並正游說反對派政黨

「放下恩怨」，團結一致支持這批

「新軍」，惟現場多名激進派及

「本土派」的支持者紛紛質疑「風

雲計劃」的成效，更指「本土派」

絕不會改投其他反對派政黨的參選

人，也有激進派支持者稱「支聯

會」、街工及民主黨出賣港人，寧

願棄票也不會支持該計劃。

「獨人」拒挺「風雲」戴耀廷捉蟲
「本土」激進粉稱寧棄票 不肯支持街工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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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謝佳怡）「青症雙
邪」梁頌恆及游蕙禎自從違法違憲播「獨」被
DQ後，前日又被判「參與非法集結」罪名成
立，即將被判刑，已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但兩人仍死唔斷氣，繼續播「獨」，更企圖將
「獨」害蔓延至校園，荼毒莘莘學子。梁游兩
人近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一方面「死撐」自
己不會放棄「社運」，另一方面更妄想東山再
起，聲言會走進校園與學生分享「傾多啲
偈」。此舉動遭學界人士及網民鬧爆，批評他
們知法犯法，希望學校可以分辨是非，避免學
生受到「獨」害。
在傳媒的訪問中，梁游兩人聲言，他們的
「社運之路」會暫時走向「地底」，但日後會
再次「捲土重來」。
其間，梁頌恆大言不慚地聲稱，自己「不
時獲邀」到中學及大學分享「社運經歷」，
更成為學生的專題研習，甚至是畢業論文的
研究對象。
他更稱自己會爭取機會與學生「傾多啲
偈」，被質疑企圖趁機宣「獨」煽暴散播歪

理，荼毒下一代。

張民炳憂成學生壞榜樣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梁游兩人被判非法集結罪
成，已是待罪之身，但就死不悔改，特別是他
們作為「公眾政治人物」，言行應當檢點，對
過錯應該要有勇氣承認，才能歸於正軌。
對於梁頌恆聲稱獲邀到校「分享社運經

歷」一事，張民炳坦言感到奇怪，不明白為
何有人明知道他們知法犯法仍邀請到校，如
其說法屬實，希望相關學校或學生組織能明
確地分辨是非黑白，避免墮入不必要的漩
渦，影響學生。

何漢權批「陷學校於不義」
本身為風采中學校長的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

權直言，梁游兩人已被判罪成，應該要有所收
斂，但他們仍知法犯法，以所謂「社運」作為
幌子，到校園宣揚其違法言行及經歷，「是陷
學校於不義」。

他相信，所有學校不論在法律或人情的角度
出發，都不會邀請公然侮辱祖國，又以暴力衝
擊會議室的人到校分享經驗。
網民都鬧爆兩人死心不息，試圖「獨」害學
子。「Jodi Chan」表示， 「比（俾）佢（梁
頌恆）進入的學校都好有問題，如果是我小朋
友就讀的學校，我一定投訴，叫學校比（俾）
我的小朋友放學先。」
「Kit Yuen」就質疑，「點解學校會邀請罪
犯入校園？遲d（啲）請埋黑幫人士入校招生
好冇（唔好），黑社會呀，制（製）毒，行
騙，賣淫都係一門高深嘅學術。」

網民促排「獨」拒黃屍
「Hugo Chow」直指： 「雙妖（梁游二

人）心術不正，荼毒年青（輕）人禍港殃
民。應判入獄享受精彩人生！」「Yin Lau
Or」強調說： 「所有學校應該將這兩件
『獨』物拒之門外，避免校內的學生受荼
毒！校內出現黃屍學生對學校絕對不是好
事！」

香港文匯報前日獨家報道戴耀廷主動向
反對派兜售其「風雲計劃」的情況，

發現他表面上雖說「不支持『港獨』」，
但背後卻不停招攬「獨」人加入，又稱反
對派倘要「成功爭取民主」，必須實施協
調機制，明顯是想利用整個反對派陣營的
資源，推行其「港獨」計劃。
戴耀廷昨日在論壇上聲稱，選舉管理委員
會自2016年立法會選舉起引入確認書制度
以來，多名來自「明獨」或「暗獨」組織的
候選人均被「不當取消」參選資格，為了避
免DQ危機，反對派需要「Plan B」，即培
訓更多「新軍」或由政治素人空降參選明年
的區議會。
他續稱，預計屆時有二十名至三十名候選
人會被DQ，故他正部署同時申請選舉呈
請，企圖挑戰選舉主任的決定。

教「獨」人刪「不當言論」
為確保政治素人獲得參選資格，戴耀廷
稱會開設「參選培訓班」，檢查有意參選
者的社交媒體，刪除所有會被選舉主任針

對的言論，同時更會邀請資深區議員及立
法會議員分享選舉經驗，及落區實戰的
「技巧」。
有鑑其早年類似的「雷動計劃」被反對派

批得體無完膚，戴耀廷是次「戴定頭盔」，
稱「風雲計劃」的目標僅是「至少派出400
名候選人競選452個區議會議席」，而計劃
會否成功，要視乎反對派各政黨能否放下恩
怨，合力促使支持者投票。

「同道」質疑搶地盤
有出席者質疑計劃會否令激進派及「本土

派」的選票流失，戴耀廷隨即轉移視線，反
問：「如果我要你走去街頭佔領，嘩咁大代
價，家又拉又鎖，梗係唔好啦，但投票係
低投入、低風險，點解唔博下有高回報
呢？」
現場的反對派支持者隨即發生內訌，有人

指多年來「投『泛民』投到心淡」，因為反
對派議員每日都在議會鬧事，令他寧願棄票
也不願支持「風雲計劃」。
有激進派支持者隨即高聲反駁：「佢哋一

直都有『把關』政府政策㗎！」
有游蕙禎的支持者亦聲言：「當初投游小

姐嘅選民無辦法放下恩怨，點解要投你哋推
出嚟嘅人？」另一出席者就表示不滿，「你
唔使擔心梁游喎，佢哋住緊豪宅，佢哋拎選
票去和理非非咋！」
有激進支持者隨即反擊「你講團結，『支

聯會』嘅蔡耀狗（蔡耀昌）、街工嘅梁耀
忠，同民主黨某啲黨員，全部支持幫助『單
非』、『雙非』兒童申請綜援、比（畀）晒
福利喎！我唔接受，團結如果要加埋啲咁嘅
議員，我死畀你睇！」

「老千」焗執爛攤子

戴耀廷企圖為場面降溫，稱倘不放下過去
的恩怨，反對派就無法發展，惟他見現場聽
眾繼續內訌，於是稱自己要趕往「培訓班」
授課後，便急急離去。
同場的「瀆誓四丑」之一劉小麗（老千）

只好收拾爛攤子，企圖將矛頭轉向特區政
府，「DQ梁游嘅人係梁振英政權同林鄭月
娥政權，我哋有共同敵人！」
被問到「風雲計劃」是否要推動「港獨」

時，她則辯稱，戴耀廷並無推行「港獨」，她
本人「提倡」的「自決」亦「僅」是「日常生
活的自決」，並非國家層面的「自決」云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政府下周將
公佈公務員加薪水平的
薪酬趨勢調查結果。高
級公務員協會主席黃孔
樂引述政府指，在扣減
遞增薪額開支後，公務
員預計加薪2%至3%。
他認為，今年政府盈餘
及香港經濟狀況較好，
期望今年加薪不低於
5%，亦不要低於通
脹。
黃孔樂昨日接受傳媒
訪問時說，政府向工會
表示，2017/18年度公
務員遞增薪額開支，高
層員工為1.19%，中層
員工為1.12%，低層員
工為2.05%。
基於今年私人市場預
料平均加薪3.5%至4%，在扣減遞增
薪額開支後，公務員預計加薪2%至
3%。
黃孔樂說，去年加薪幅度低於通
脹，公務員已經覺得不公平，考慮到
今年政府盈餘及香港經濟狀況較好，
期望今年加薪不低於5%，亦不要低
於通脹。

籲考慮士氣及政府盈餘
他建議政府考慮加薪時應考慮公務
員士氣及政府盈餘等因素，長遠檢討

是否需要扣減增薪額開支。

公僕工聯會：對頂薪公僕不公
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

指，目前是退休高峰期，每年有7,000
多名公務員退休，增加的人手會增加
遞增薪額開支，對頂薪點的公務員不
公平。
他又說，政府將進行一次薪酬水平
調查，擔心目前低層與中層公務員加
薪幅度看齊，低層公務員累積薪金高
過私人市場5%，需要減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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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公務員協會表示，考慮到今年政府盈餘及香港
經濟較好，期望今年加薪不低於5%，亦不要低於通
脹。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委會日前
裁定九龍醫院醫生黃卓義兩項專業失德罪
成，事件引起醫學界反彈，多個醫學界組
織昨日開記者會反駁醫委會，批評裁決
「離地」，強調醫生與護士或其他專職醫
療人員沒有從屬關係，擔心今次裁決會影
響醫護間的互信。不過事件中死者的兒子
王冰蕓卻質疑醫生聯署是「輸打贏要」，
認為醫生犯錯受罰很公道。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陳肇始首次回應事件，指本港有不同
法例對醫護人員的註冊、專業守則及道德
標準等作規管，醫生如感到不滿可透過現
有機制提出上訴。

稱醫生不應「包底」責任
前線醫生聯盟昨日在香港醫學會、香港

西醫工會、註冊護士及物理治療師等支持
下開記者會，聯盟主席黃嘉恩表示，對涉
事病人感到哀傷，向死者家屬致深切慰
問，但強調今次事件並非醫生出錯，認為
醫生雖然要對病人負責，但責任不能無限
伸延，更不應為其他醫護人員「包底」，
兼顧所有護理工作。
黃嘉恩強調，醫生、護士及物理治療

師與藥劑師等專職醫療人員是團隊合
作，沒有從屬關係，判決會破壞醫護間
的信任，「裁決提及，醫生因為沒有提
醒護士導致出錯，在你沒有問我的情況
下，我是不會知道你不知道什麼，需要
我提醒。」

她擔心裁決會令醫護情願花更多時間在
文書工作而非病人身上。
聯盟副主席蕭旭亮則指出，涉事醫生並非

長期在九龍醫院工作，只會在九龍醫院逗留
兩三小時巡房，並且要定期轉換崗位，難以
知道九龍醫院的護士水平，認為要該醫生指
導護士在現行制度上並不可行。

護士批醫委會踐踏專業
有註冊護士亦不滿醫委會裁決，註冊護

士何國威指醫生和護士各有所長，兩者是
合作夥伴，批評醫委會裁決踐踏護士專
業，「不同專職醫護都有自我規管，若護
理出現錯誤，應由直屬上司或護理專家監
管。」
前線醫生聯盟早前發起簽名運動，至昨

日下午1時共接獲約5,500個聯署，當中八
成為醫生，聯盟明日會將簽名交予醫委
會，並會在星期三向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
賢表達訴求。
西醫工會昨日亦就事件發聲明，批評醫

委會聆訊小組認為醫生有責任監督護理工
作、護理等同以紗布遮蓋傷口，及認為永
久造口不應有任何紗布遮蓋都是謬誤，並
指裁決要醫生承擔超出其工作範圍的責
任，無法改善對病人的健康保障，批評裁
決忽略政府和醫院管理層的責任。

死者子：巡房8次不應看不到
事件中死者的兒子王冰蕓日前接受傳

媒訪問時指，沒有想過事件會引起醫生
聯署表達不滿，甚至引起「護士犯錯，
醫生承擔責任」的想法，估計部分聯署
醫生未必了解事件來龍去脈，強調醫生
不能以工作量大作犯錯的解釋，並指巡
房一次看不到都算，但巡房8次都看不到
就講不過去。
他並質疑醫生聯署是「輸打贏要」，

認為護士或醫生為其錯誤而受罰是很公
道的。王冰蕓期望醫生、護士與病人能
站在同一陣線上爭取更多資源改善醫療
制度。

陳肇始：可按機制投訴
陳肇始回應事件指尊重醫委會的裁

決，指醫生不滿裁決可以透過現有機制
作投訴。她並回應有意見指事件起因或
與公立醫院人手不足有關，稱今年7月會
有多100名醫科畢業生，醫管局亦會聘請
退休及兼職醫生協助，重申特區政府長
遠會繼續建議增加醫科生學額及挽留醫
護人手。
醫管局發言人回應事件時表示，現今的醫

療程序日趨複雜，公立醫院需透過跨專業團
隊協作為病人提供適切治療，希望今次事件
不會影響醫患關係及病人服務。發言人並表
示會仔細研究有關判詞，強調局方非常重視
對有關同事的支援，會就有關同事的工作安
排作適當處理，並繼續與各持份者保持密切
溝通，聆聽各方意見及關注。

醫護不滿封喉案裁決 死者兒：輸打贏要

▲現場有激進派支持者稱，「支聯會」、街工及民主黨出賣港人，寧願
棄票也不會支持該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戴耀廷昨日在黃埔的「民間論壇」中大談「風雲計劃」，卻被與會者
質疑成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梁頌恆（右）及游蕙禎（左）妄想東山再起，圖入校園播
「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