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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網上流傳一
份醫管局內部電郵，其中稱九龍中醫院聯
網護理總經理李華珍要求各部門由6月12
日開始每日要向部門主管報告告病假和緊
急年假的護士和病房服務助理，及他們的
職級，是「製造白色恐怖」。九龍中醫院
聯網昨日發表聲明澄清，收集資料只為了
解人手實況，只統計數字不記人名，並對
安排被誤解為有其他目的感到遺憾。
該份電郵以「統計員工病假和緊急年

假」（Stock take of staff SL & Urgent
AL）為題，並附上一張表格，要求各病房

填寫早午晚更告假數目，信件下款為九龍
醫院精神科行政部。

陳沛然假惺惺造謠
醫管局職工總會亦發聲明，「強烈譴

責」醫管局此舉「嚴重侵犯員工權利」，
質疑有關安排是「製造白色恐怖、威嚇員
工」，阻止他們參與今日的反修訂《逃犯
條例》活動，並要求追究作出這決定的
人。立法會醫學界議員陳沛然則向醫管局
行政總裁梁栢賢發信，要求「立即查明真
相」及「停止秋後算賬」，以免在公立醫

院內造成白色恐怖，打擊士氣。
九龍中醫院聯網發言人昨日澄清，由於

反修例遊行和示威突發事件，聯網可能要
在短期內接收大量病人，管理人員希望適
時了解人手實況，以作出即時人手調配，
遂在6月12日及13日收集臨時概況，所收
集的資料僅包括請假員工數目及分類，並
無記名，絕非個人活動申報，而該資料收
集已因應情況於6月14日停止。
聯網發言人補充，護理部未能對前線同事

作充分解說而引起同事憂慮，深感抱歉。聯
網對是次安排被誤解為有其他目的，亦感到
遺憾。聯網未來將加強溝通，以減少不必要
的誤會。昨日，聯網護理部已就資料收集事
宜，發電郵予各部門，交代詳情。

查假不記名 純統計人手

為煽動市民上街，反對派
繼續在網絡散播所謂「政治

打壓」的謠言，連醫院管理局亦未能倖免。
據報，醫管局總辦事處日前發出電郵，指示
各院將立法會「大型活動」的傷者，登記為
「立法會外大型集會」，同時要列明傷者是
警察、記者、市民或其他。護士協會聲稱，
此舉是在「製造白色恐怖」。醫管局昨日澄
清，在過去的大型災難事故，該局都會監察
急症室接收病人情況，適時作出服務調度和
分流，同時協助家屬確定親人入住的醫院。
在對外的資訊發放時，亦只會向外公佈整
體傷病數字、不同性別的總人數、年齡範
圍，以及簡單情況分類，不會提供個別病
人的個人或臨床資料。

反對派煽白恐離間醫患
立法會醫學界議員陳沛然近日向傳媒展

示了醫管局重大事故控制中心（MICC）
於12日早上發出的電郵及傳真，指示前
線醫護員工記錄參與「立法會外群眾活
動」（Mass Gathering、Mass gather-
ing outside Legco）的求醫者身份，及要
在求醫記錄上記下與「群眾活動」相關的
描述，包括是屬於「立法會外群眾活
動」，以分類求醫者的身份，是警察、記
者、市民等。
他稱，所收集資料無臨床必要，或令人

不敢到急症室，醫管局此舉是「帶頭破壞

醫患關係」，要求該局交代。
護士協會則發表聲明，稱強烈反對記錄

與護理及治療無關資料，如製造「白色恐
怖」。香港專職醫療人員及護士協會幹事
劉凱文更聲稱，過去處理多次大型事故包
括南丫海難、山竹颱風、馬拉松賽，都
「從無要求記錄病人身份」，是次是首次
要醫護記錄傷者類別是無必要的，「難免
讓人懷疑是政治操作。」
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沛然亦批評，警方

在公院拘捕求診者，使病人、醫護受到與
臨床無關的活動影響，但醫管局「無動於
衷」未釋除疑慮，或令人不敢到急症室，
醫管局帶頭破壞醫患關係。

應急慣例 方便調動 尋找親屬
醫管局發言人昨日澄清，醫管局「急症

室資訊系統」設有「災難」單元（disas-
ter module），用以協助重大事故控制中
心在處理社區上的重大事故。系統包括各
類大型及有需要協調統籌服務的事件分
類，例如大型交通意外、火災、地震、山
泥傾瀉、大型群眾活動、大型體育活動
等；另外亦設有中暑、低溫症等單元，在
指定天氣情況下記錄及公佈病人入院數
據，供公眾參考。

發言人強調，在過去的大型災難事故，
例如南丫海難丶牛頭角大火，有關系統協
助重大事故控制中心監察急症室接收病人

情況，適時作出服務調度和分流，避免病
人過度集中於個別醫院，令傷者未能得到
適時治理及影響其他病人的服務。在傷者
需分送多間不同醫院的事故中，有關資訊
亦協助家屬確定親人入住的醫院。
至於對外的資訊發放，醫管局只會向外

公佈整體傷病數字、不同性別的總人數、
年齡範圍，以及簡單情況分類，例如危
殆、嚴重，穩定等，不會提供個別病人的
個人或臨床資料。
發言人指出，當社會有重大事件，有可

能涉及公職人員受傷，例如火災及其他天
災、大型衝突事件等，醫管局會要求急症室
在可行情況下，將救援人員、市民及傳媒等
身份資料作出備註。此外，在大型體育活動
中，亦會就運動員、觀眾丶工作人員等作出
備註。有關數據資料只會用作服務安排統
籌。有關系統及做法已經沿用多年，在不
同的大型事故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幫助
受災的巿民。醫管局理解有關備註可能引
起部分人不必要的困擾，會盡力平衡運作
需要和考慮其他人士的觀感，並在保障病
人私隱的前提下，檢討有關做法。
最後，發言人重申，所有醫管局和公立

醫院員工，都需嚴格遵守有關個人資料私
隱和取閱權限的守則，如有違規，會作適
當人事程序跟進。同時，亦會提醒其他執
法機構，於醫院環境須注意尊重病人隱
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醫局闢謠：登記傷者身份 救災分流必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下午宣佈暫緩《逃犯條

例》的修訂，希望讓社會盡快恢復平

靜，惟民陣聯同各反對派議員昨日就煽

動市民今日繼續上街遊行，懶理可能再

次引發暴力衝擊的風險。香港政界人士

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批評反對

派的做法卑鄙、不負責任。事實上，政

府已經從善如流，反對派如果真心為香

港好，就應該尋求對話，而非繼續煽動

對立情緒，此舉暴露了他們為了一己政

治利益搞亂香港、撕裂社會的真實目

的，呼籲年輕朋友看清現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杜思文）
金鐘太古廣場昨日發生男子危站變墮樓悲
劇。一名男子被發現在太古廣場停車場面
對金鐘道的頂層外牆工作台危站，棚架上
掛有反修例的橫額，談判專家到場勸解5小
時不果，男子突爬出棚架做出危險動作，
消防員見狀出手相救，一度捉住男子的衣
服，惜衣服鬆脫，男子墮下跌在救生氣墊
旁地面重創，送院後證實不治。事發後，
有人竟在網上抹黑現場的警員，更借是次
不幸事件煽動市民上街。
現場為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停車場頂層
外，上址外牆正進行維修，搭有離地面約30
米高的工作台棚架。昨日下午4時許，一名
穿着黃色雨衣的男子被發現在工作台危站，
並在棚架上掛上一幅有反修例內容的橫額。
警方接報到場，封閉對下金鐘道西行兩

條行車線，消防員在地面張開救生氣墊，
警方及消防派出拯救人員在樓上戒備，隨
時準備救人，警方談判專家到場勸說。
男子危站引來大批途人圍觀。至晚上約8
時半，男子脫下黃雨衣，在工作台坐下休

息。現場消息稱，男子曾手持鎅刀，拒絕
談判專家接近溝通，其間有警員遞水給事
主解渴。
晚上9時許，男子突情緒激動，爬出棚架

外險象環生，4名消防拯救人員撲前施救，
更一度捉住男子T恤，但男子不斷掙扎，
令T恤甩脫，他上身赤裸沿棚架滑落，跌
在救生氣墊旁地面，當場重創昏迷，由救
護車送院證實不治。

涼薄飯民聲言盜屍辱警
不少反對派支持者就連死者都不放過，

肆意「消費」，包括將該名死者稱為「反
佔中烈士」，並製作海圖，鼓動市民今日
要穿黑衫參與民陣舉行的反修例遊行，及
帶白花放在金鐘或政總外悼念。網民「Cs-
gary Cheung」更聲言要「把死者屍體抬去
警察總部」，「Debbie Cheung」則囂稱要
「林鄭陪葬」。
「Shine Yeung」就自稱他當時與朋友到現
場，並「不停要求入去」，又稱現場有「社
工」及「輔導員」。在場警員拒絕，表明「入

面有談判專家，要幫手即刻搵你哋啦」。
其後，他們通過門縫見到該名企跳者，並
嘗試向對方揮手，惟警方就關上門，以免
刺激對方。他質疑在場警員的做法。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表示，警方在以

前處理類似案件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相
信這次行動也是對現場環境完全了解後，
做出專業的判斷，並相信警方已經盡力挽
救墮樓者的生命。
他認為，當時的環境很可能非常危險，倘
容許一些沒有受過專業訓練者進行游說工
作，可能會刺激該人做出更激動的行為。
顏汶羽並希望大家尊重逝者，亦希望香

港市民知道，生命寶貴，不要做出過激行
為，包括暴力行為和傷害自己生命的行
為。他續說，今日參加集會與否、穿什麼
顏色的衣服，均是個人自由，悼念行為是
可以接受的，但是「悼念」逝者，還是「消費」
逝者以讓更多人「上街」，市民自有公論。
他強調，是次慘劇的原因為何，還需要

進一步調查，現在尚無定論，希望大家在
沒有了解整個事件之前不要隨意評論。

消費墮斃男屈警 反對派冷血谷遊行民陣昨日在記者會上聲稱，「不相信」政府暫
緩修例的決定，並鼓動市民參加今日遊行以

「威脅」政府不「檢控」示威者、「取消」定性
「暴動」、追究「開槍責任」、「撤回修例」
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同日亦舉行記者會，稱暫
緩的決定並「不足夠」，更稱這是「緩兵之
計」，鼓動民眾今日繼續上街遊行，要求政府釋
放所有被捕者，停止「製造白色恐怖」，正式撤
回修訂等。

吳秋北：博見血激化矛盾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直言，
反對派是要配合外國勢力在香港搞「顏色革命」，
對政府任何的措施都不會「收貨」的，反而會不斷
「加碼」，讓政府無法滿足其要求，最終的目的就
是有人「流血」、「死亡」，激化社會矛盾。
他直言，年輕人有為社會付出的熱情很可貴，
但奉勸他們不要被反對派誤導，做出無法挽回的
事，要認清反對派的真面目。
吳秋北強調，支持修例的群眾也已接近一百

萬，他們都是關心香港、愛香港的市民，如果反
對派繼續令市民利益受損，這些人也都會「出
聲」的，如果反對派繼續「消費」香港市民，會
受到民意的懲罰。

梁志祥：拒絕對話有陰謀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批評反對派企圖用政
治手段抹黑特區政府。他直言，現在政府已經
「停一停」了，反對派不爭取與政府對話，反而
繼續煽動市民上街遊行，很明顯不是為了修例。
他說，「星期三我在立法會大樓上真的看到有
人掟磚和鐵支來攻擊警察，被鐵支插到會死的，
一些警察只有一個盾牌，有的連盾牌都沒有，根
本不能保護自己，難道這樣都不算暴力嗎？而且
許多電視台拍到了襲警的畫面，反對派繼續包庇
在12日實施暴力的示威者，只會讓激進分子更加
囂張，非常『無恥』。」

梁美芬：挑撥分化圖亂港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強調，政府的「妥
協」是實質性的，反對派再鬧下去，就是唯恐天
下不亂，而非為了修例。所以今日上街市民的意
見是不會被尊重的，繼續挑撥分化香港，和出來
「搞事」的人，都不值得原諒。
她奉勸反對派適可而止，見好就收。她亦表示，
香港是法治社會，不是「一方大晒」，對暴力行為的
檢控要根據法律法規嚴格執法，不能妥協。

郭偉強：煽衝突不負責任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指，政府暫緩修例顧
及到香港的安寧，以及被「煽動」上街的年輕人
的人身安全，特首已經做了自己應該做的部分，
如果反對派和民陣繼續以「流血衝突」作為行動
目標，完全是不負責任、撕裂社會的行為。
他直言，修例的壓力如今已經不存在了，反對

派繼續激化矛盾、挑動對立情緒，很明顯另有目
的。他坦言，民陣和反對派是一定不會對今日遊
行中可能發生的暴力事件負責的，也肯定不會幫
市民「出頭」，奉勸市民要「小心」。

■一名男子被發現在太古廣場
停車場面對向金鐘道的頂層外
牆工作台危站，男子墮下跌在
救生氣墊旁地面重創，送院後
證實不治。事發後，有人竟在
網上抹黑現場的警員，更借是
次不幸事件煽動市民上街。

■■民陣聯同各反對派議員昨日就煽動市民今日民陣聯同各反對派議員昨日就煽動市民今日
繼續上街遊行繼續上街遊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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