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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醫護申兼職 應對冬季流感

「獨」生騎劫畢業禮 鄭國漢批令嶺大蒙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部

分撐「獨」的嶺南大學畢業生，在畢
業禮上大叫政治口號，擾亂秩序，騎
劫大學畢業禮作為自己宣示政治立場
的平台。嶺大校長鄭國漢前日向全體
應屆畢業生發電郵，對有部分畢業生
對特首無禮深感遺憾和失望，並批評
有關人等的行為令大學蒙羞。多名身
兼大學校董的立法會議員認為，校長
有必要挺身而出糾正學生的錯處，並
支持鄭國漢表明態度。
嶺大上周四（22日）舉行的畢業禮期
間，多名應屆文化研究系碩士畢業生拒
絕向以校監身份頒授證書的林鄭月娥鞠

躬，並高呼支持正在法院接受審訊的
「佔中九男女」，及反對東大嶼填海，
反對特首校監必然制，有人展示橫額，
有人更將標語拋到林鄭月娥面前，騎劫
畢業禮以宣示自己的政治立場。

無理無禮呼喊 有違博雅理念
鄭國漢在前日發出的電郵中表示，他

對有部分畢業生無禮對待特首深感遺憾
及失望。他強調，這是一個重要和莊嚴
的場合，所有畢業生應予以尊重，但部
分人的無禮行為，不但干擾了典禮的秩
序，更令大學蒙羞。
鄭國漢指出，嶺大承諾會堅定捍衛言

論自由，但大學的每位成員在表達意見
時都要尊重他人同樣是十分重要的。他
期望所有嶺大學生及畢業生在表達意見
時，都以理性、合理和文明的方式，同
時尊重其他人不同的立場，「社會只能
得益於互相尊重之下的理性交流，而不
是無理據和不禮貌的呼喊」，而後者在
本質上與嶺大的博雅教育理念背道而
馳。

何君堯：畢業禮非任意妄為場合
身為嶺大校董的立法會新界西議員何

君堯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鄭
國漢的處理方法恰當。事實上，畢業典

禮是莊嚴的場合，見證同學們4年寒窗
苦讀的成果，並非可任意妄為的私人場
合。
他強調，言論自由是有限制的，倘學

生不滿校內事務，應當向校務處或校長
反映，且有關人等所宣示的立場，與校
內事務無關，無必要在這場合宣洩，但
此舉就影響了其他出席畢業禮的同學以
至家長，留給他們不好的回憶，實在非
常自私。

何啟明讚鄭挺身而出有風骨
中文大學校董、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

啟明亦認同鄭國漢是次通過電郵公開表

明校方的態度。他強調，身為學者應有
風骨，身為校長更有責任在學生做出無
禮行為、令學校蒙羞時挺身而出，糾正
他們的錯處，讓學生能夠明辨是非、尊
重別人，日後投身社會才不會處處撞
板。他希望鄭校長堅持其教育理念，繼
續造福下一代。

何俊賢倡向鬧事生發警告信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則指，這些

鬧事的學生不尊重畢業禮，也不尊重自
己領受的學位，嶺大應向鬧事的學生發
警告信，以免「每次譴責，每次再犯，
每次更激」。

培訓新醫生 溝通免代溝

朱凱廸避提「獨」資格未確認
法律界指鄉郊代表屬公職 應拒「港獨」「自決」者「入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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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凱廸曾鼓吹「前途自決」，今年更
重申其立場「至今未變」，並在參

加鄉郊選舉時拒絕簽署確認書。選舉主
任根據《選舉程序（鄉郊代表選舉）規
例》，即選舉主任有權要求獲提名為候
選人者，提供提名表格沒有涵蓋而選舉
主任認為需要的資料，以令選舉主任信
納該人有資格獲提名，或該項提名有效

的規定，兩次向朱凱廸查詢。

朱反指選舉主任無權問
選舉主任在有關文件中明確詢問朱凱

廸是否不支持「港獨」，及「港獨」是
否其「自決前途」的選項時，兩次含糊
其辭未有直接回應，基本法第一百零四
條中列出需要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中
國香港特區的公職人員中，並無涵蓋鄉
郊代表，意即參選村代表「毋須」擁護
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故選舉主任
「無權力」提出這些與「確保提名有效
無關」的問題。
昨晚，選舉事務處原安排為鄉郊代表

的正式候選人就候選人編號抽籤，但朱
凱廸稱在抽籤的兩小時前接獲助理選舉
主任電話，指由於仍然未能確認「其中
一位」元崗新村居民代表參選人的資

格，故抽籤將會押後，而朱凱廸的參選
資格何時有結果則未能確定。

梁美芬：釋法涵蓋公職人員
針對朱凱廸在回覆選舉主任時聲稱一

百零四條不適用於鄉郊代表選舉的質
疑，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梁美芬
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雖然有關
條文只提到特首、各主要官員、立法會
議員及司法人員，但根據全國人大常委
會就該條文的解釋，已表明該條文的立
法精神和原意涵蓋香港特區的所有公職
人員。
她續說，本地的《鄉郊代表選舉條

例》，和《立法會條例》、《區議會條
例》都是一致的，而根據有關的法例規
定，選舉主任有權向獲提名人索取所須資
料，及核實他是否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國

香港特區。
梁美芬認為，任何人鼓吹「港獨」及

所謂「自決」，都不應獲得有效提名，
而朱凱廸是次公開稱自己不支持「港
獨」，是否就意味他繼續支持或不支持
「自決」，就要由選舉主任根據事實及
法例去決定。

陳曼琪批朱言論荒謬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

琪，則在fb發帖反駁朱凱廸在回覆選舉
主任時，聲稱他「和平地主張『港獨』
獲得基本法的保障」的荒謬言論：「當
我們儍的嗎？……那不如說法律保障
『和平地』賣毒品、『開心地』地行
騙、『溫馨地』打人？！ 『港獨』與賣
毒品、行騙、打人無異，本質都是違
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
剛）在全球暖化影響下，各地
氣候反常。香港天文台預測，
香港今年冬季氣溫將會正常至
偏高，寒冷天氣日數可能較去
年冬季少。另一方面，隨着廣
深港高鐵香港段等大型基建相
繼開通，預期愈來愈多港人往
來大灣區城市，天文台計劃於
明年3月推出粵港澳大灣區天氣
網站，以互動形式顯示「9+2」
城市未來7天天氣狀況、溫度和
濕度等資料。

今年冬天寒冷日數料減
香港天文台台長岑智明昨日

與傳媒聚餐時表示，受厄爾尼
諾現象影響，香港今年冬季氣
溫將會正常至偏高，寒冷天氣
日數可能較去年的21天少。他
提到，今年5月香港錄得破紀錄
高溫天氣，估計日後極端天氣
將愈來愈頻繁。
根據天文台記錄，今年5月香

港經歷破紀錄的高溫，全月平
均氣溫高達攝氏28.3度，創下
天文台自1884年以來有記錄以
來的新高，單日平均溫度更高
達31.2度；酷熱天氣警告生效
時間亦是歷年之冠，長達348小
時。若以季度計算，今年春季

（3月至5月）平均氣溫達24.2度，是香
港第二暖的春天；總雨量只有108.3毫
米，較其他年份同期少逾450毫米，為歷
來第二少雨的春季。

填海問攞料 畀最惡劣估算
超強颱風「山竹」早前襲港，天文台

於大埔滘錄得高達4.71米的風暴潮，僅
次於1962年「溫黛」襲港時的5.03米。
岑智明解釋，隨着全港暖化持續，海平
面隨之上升，若不盡快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預計到了本世紀末，香港附近的海

平面將上升約1米，令風暴潮將愈來愈頻
密。
被問到「明日大嶼」填海如何應對極

端天氣時，岑智明指任何大型基建在研
究階段，顧問公司均會向天文台索取氣
象數據用以分析及撰寫研究報告。政府
在收到報告後，亦會諮詢天文台意見，
天文台必會將極端天氣下的最惡劣估算
提供予對方考慮。
另一方面，天文台助理台長鄭楚明表

示，隨着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等區內基建
開通，預期愈來愈多港人往來大灣區城
市，天文台正為大珠三角天氣網站進行
升級，加入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
以互動形式顯示未來7日天氣狀況、溫度
和濕度等資料。新網頁和手機應用程度
預計明年3月推出，屆時天文台大雨及雷
暴區域資訊網頁亦會與手機程式同步，
可透過手機定位功能，提示市民身處區
域錄得的雨量及閃電位置。

環貿裝天眼 上網睇維港煙花
天文台並計劃在聖誕前於環球貿易廣

場約70樓安裝高清網絡照相機，並把現
有的網絡照相機提升為高清或標清解析
度，屆時市民可透過照片，更近距離欣
賞在維港上演的跨年煙花；拍攝速度亦
希望由目前每5分鐘一張，逐步提升至每
分鐘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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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珈
琋）冬季流感高峰期將近，公
立醫院的服務需求亦隨之上
升，增加前線醫護人員的工作
壓力。上月履新的醫管局人力
資源主管彭飛舟坦言，人手緊
張是目前最重要的問題，該局
於上月推出自選兼職招聘網
站，提供更具彈性的上班地點
及時間，以吸引更多醫護人員
到公立醫院工作，紓緩前線醫
護的工作壓力。
由於計劃反應理想，目前已
接獲逾200名有興趣參與兼職的
醫護人員登記，下月起可正式
運作。

非專科醫生最高時薪685元
彭飛舟昨日在會見傳媒時介
紹，各公立醫院會在網站刊登
需要兼職服務的地點及時段，
已登記的醫護人員可瀏覽該網
站或手機應用程式，按意願選
擇合適的地點及時段上班。據
資料顯示，兼職時薪按經驗、
職位及上班時間而定，非專科
醫生最高時薪達685元，兼職護
士時薪則由 151元至 329元不
等。
他指出，自選兼職招聘網站
對醫管局而言充滿挑戰性，因
為過去主要聘用全職員工，較
容易管理，而該平台是一個新
嘗試，盼可成為一個應付人手
問題的長遠計劃，應付季節性
服務高峰或其他突發情況，如
日後加強員工培訓、女性僱員
的產假等，亦可彈性填補人手

空缺。
彭飛舟表示，目標在一年內

會有300名醫生和護士登記，
目前已接獲逾200名醫生及護
士登記，反應理想，自選兼職
辦公室正審核他們的資料及資
歷，平台預計於下月正式運
作。
至於應對流感高峰期的人手

問題，則會維持往年的做法，
由各聯網各自招聘人手。
他續說，整個醫管局均面對

人手緊張的情況，也是目前最
重要的問題。未來，該局將繼
續循在多方面着手挽留公院人
才，例如加強培訓、強化員工
的團隊精神、繼續重新聘用合
適的退休員工及吸納海外醫生
回流等。

加大責任保符員工期望
近年，醫務委員會及護士管

理委員會多宗聆訊涉及公立醫
院醫護人員，惟醫管局過去購
買的醫療專業責任保險，主要
承保病人索償、法庭個案等，
未有包括專業聆訊。
彭飛舟認為，過去公立醫院

醫護人員涉及紀律聆訊的情況
較少，形容加大責任保險保障
是員工的合理期望。
彭飛舟透露，現時平均一場

聆訊所需費用約40萬元至60萬
元，局方已就專業責任保險重
新招標，新保險的保額將遠大
於相關金額。下月初，他將陸
續到七大醫院聯網舉行員工大
會，向前線醫護解釋詳情。

醫管局新上任的人力資源主管彭飛舟昨日
與傳媒茶敘，談及年輕醫生的新現象，例如
價值觀、習慣、溝通模式均與傳統一代大不

同，直言未來要加強與「新力軍」的溝通，磨合過程中會加強
中、高層的培訓。
彭飛舟表示，過去，公立醫院重視師徒關係，結婚亦要得到師
傅「首肯」，惟現時上司及下屬的關係出現很大轉變，年輕醫生
傾向不會「面對面」表達意見，而是使用即時通訊軟件「What-
sApp」，甚至靠「家長」。
他透露，曾有正在受訓的年輕醫生向母親訴苦，指周一至周五

上班，周六日亦要上課培訓，結果該名「家長」去信所屬上司，
質疑他違反勞工法例。
彭飛舟直言，「家長介入」是一些資深醫護人員無法想像的新

現象，磨合期間需加強中、高層的培訓，「40歲以下的醫生人數
很快會超過一半，要就這方面做些功夫。」
他透露，自己未來將加強與年輕醫生的溝通，並打算向20歲

至30歲年輕前線醫生進行調查，尋找更理想溝通模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珈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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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

鄭治祖）「自決派」立法會議員

朱凱廸參加了今年鄉郊一般選舉

的元崗新村選舉，在被選舉主任

查詢其對「港獨」的立場時，他

就聲稱選舉主任無權提出有關問

題，迴避回應，令原訂於昨晚舉

行的元崗新村居民代表候選人編

號抽籤押後。助理選舉主任解

釋，押後是因為仍未能確認「其

中一位」參選人的資格。法律界

中人指，鄉郊代表是公職人員，

根據基本法規定，必須擁護基本

法及效忠中國香港特區，所有鼓

吹「港獨」及所謂「自決」者都

不應獲准「入閘」。

■岑智明表示，香港寒冷天氣日數可能較
去年的21日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志剛 攝

■上月履新的醫管局人力資源主管彭飛舟坦言，人手緊張是目前
最重要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珈琋 攝

■陳曼琪在fb發帖反駁朱凱廸言論荒謬。 fb圖片

■朱凱廸曾鼓吹「前途自決」，並
在參加鄉郊選舉時拒絕簽署確認
書。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國務院免去黃蘭發的
中聯辦副主任職務。
根據中聯網站載，黃蘭

發，男，漢族，1954年10月
出生，廣東揭陽人。1972年
9月參加工作。中央黨校畢
業，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

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離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