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涉暴機師再飛 乘客生命危險
市民憂廖頌賢心理質素差 促國泰暫停其飛行資格

Cool魔若變暴動罪疑犯，你敢坐他飛機？

周日上環暴力衝擊中，有44人被控暴動罪，其中一
人是國泰機師廖頌賢，他獲批准可在保釋期間離港工
作。多個旅遊業組織昨日去國泰的大股東太古集團請
願，要求太古集團停止廖頌賢駕駛所有航班，以保障
乘客安全。一位旅遊業老友表示：「機師的從業要求極
高，除了專業技能，心理狀態亦十分重要，因為掌握住
幾百條人命在手。廖機師參與暴動，連警察都敢衝，外

表斯文，其實暴民，這樣的人心理狀態是否
穩定，是否適合再開飛機？國

泰要對乘客

安全負責，必須嚴正處理，至少都要停職先啦。」
機師不僅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工作，簡直是萬

人迷的偶像，電視劇《衝上雲霄》的Cool魔、Sam
哥令人記憶猶新。不過，大家都知道，要成為機師必
須過五關斬六將。老友介紹：「做機師絕對不容易，
除了對身高、視力、體格、英語有嚴格要求外，穩定
的心理素質亦十分重要，因為機師的決定關係到幾百
條人命，如果容易衝動、暴躁，點可以令人放心？」
廖機師參與暴動，老友認為真是嚇親大家，「廖

機師現在是嫌疑犯，是否罪成要由法庭判決，但起碼
反映他為人極端，不能保持冷靜，單是這種品行已經
難以勝任機師。尤其是他現在背負官司壓力，心理狀
態能否穩定更加成疑。如果他駕駛飛機時，一下子想
不開，作出不智行為，要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做件轟轟烈烈的事，或可能製造翻版『馬航』事件。

國泰如果對乘客負責、對自己聲譽負責，不應該深思
熟慮、不應該果斷停止讓廖機師駕駛？」
有消息指，已有旅客對國泰發出公開信，要求國
泰最低限度要公開廖機師執飛的航班，讓公眾自行決
定是否選擇該航班。可惜，國泰在回應查詢的時候，
以「私隱關係」為由不作評論。老友認為，這樣的回
應難以收貨，「誰都不想自己所乘的航班由疑似『暴
力機師』來駕駛，乘客不放心完全可以理解，國泰應
該尊重乘客的知情權。以『私隱』做擋箭牌違反常
理。作為上庭的疑犯，已經被法庭開名，傳媒公開報
道，還算個人私隱嗎？乘客花錢搭飛機，安全第一，
絕對有權知道機師是誰。事實上，飛機起飛前的廣
播，要通報機長姓名，就算搭的士、巴士，司機都要
將附有姓名的工作牌展示在當眼地方，國泰唔好當乘
客好欺負啦。」

老友認為，暴力衝擊愈演愈烈，破壞香港法治安
定，已經令人痛心，相關機師不珍惜大好前途，影響
自己，亦影響服務的機構。老友話：「國泰幾乎是本
港航空業的代表，服務安全高質，全球有口皆碑，若
不妥善處理此次事件，不正視乘客的擔憂，不尊重乘
客的知情權，
難免影響公眾
對國泰的觀
感，搞不好會
導致公眾信任
危機，希望國
泰 好 自 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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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中文大學校長
段崇智昨日與逾200名學生於論壇對話3小
時，針對香港社會的動盪及撕裂，他強調暴
力不能解決問題，呼籲大家包括警方避免使
用暴力。
段崇智在會上提到，現時有8名中大學生
因衝擊事件而被捕，但實際會被起訴的數字
並不確定。他承諾中大會如早前發出的電
郵，會在經濟、住宿、情緒、法律等方面協
助學生，並強調「這是我們的責任」。
不過，現場部分人對段崇智未有討好自己
感不滿，論壇中段有人叫囂「不要校長做錄
音機」、「你冇資格做中大校長」並帶頭高
叫呼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疑似播
「獨」口號，學生會代表等約50人並離場抗
議。

須尊重願上班上學者權利

其後段崇智亦明確表示，由於自己代表中
大，為了不把主觀意見看法注入事件，故不
會參與遊行示威活動。針對有人發起8月5
日的「三罷」活動，他強調也要尊重願意上
班、上學的人的權利。段崇智承諾短期內會
與學生再次見面溝通。

郭位：城大譴責任何形式暴力
另外，城大校長郭位與管理層昨下午亦和

學生代表見面。城大強調尊重和平、理性及
非暴力地討論議題，譴責任何形式的暴力行
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
無底線的暴力衝擊事件近日接連
發生，社會各界都希望社會能盡
快回復理性平靜。不過，披着
「教育」外衣的政治團體教協，
卻躲在背後密密「發功」搞風搞
雨，包括呼籲正放暑假的教師響
應8月5日「罷工」，又揚言於本
月17日發起教育界遊行。有教育
界人士批評教協唯恐天下不亂，
並呼籲教師回歸理性、謹守崗
位，保持獨立思考不要盲從附
和。
近日接連爆出多宗教師公然發

表冷血仇警言論甚至直接參與違
法暴動的事件，部分「黃師」的
專業操守深受質疑，教協不單未
有批評此等劣行，反而一直包庇
縱容，更指控投訴「黃師」者是
「政治迫害」云云。
至昨日教協更於fb發帖，呼籲

正在放暑假的教師響應8月5日的
「大罷工」，又指將於本月17日
發起教師遊行。該帖文宣稱警方
使用過分武力導致「市民」受
傷，卻隻字不提暴徒不斷針對性
攻擊警察令暴力衝突升級，又將
仇警「黃師」針對孩子咒罵其
「活不過7歲」的失德惡言淡化為
「私人領域發表言論」，又揚言
有人製造白色恐怖，企圖挑起不

明真相者的恐懼心理、製造恐
慌。

黃均瑜批「唯恐天下不亂」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批評教協

「唯恐天下不亂」，其應該代表
的教育專業「已被政治騎劫」，
認為作為教育界應該是努力令社
會恢復平靜而非火上澆油。他呼
籲在當前的形勢下，教師更應有
自己的思考，明白教師的職責、
對社會負責任，而非盲從附和。
黃均瑜強調，教師當務之急是

要盡快恢復平靜、理性，以最佳
狀態迎接9月開學，並履行教師職
責，向學生解釋為何社會不允許
亦不接受暴力，而非聽信所謂
「違法達義」的「洗腦」言論。
他更感嘆，不知為何平時在學校
本來就會教授和認同的反暴力的
標準，到了政治層面就被破壞。
多名網民亦在教協帖文留言表

不滿，「Kin Cheung」揶揄在暑
假期間「教師罷工成本好低」；
「黃鈺晉」則批評教協「不知所
謂， 誤人子弟，教壞學生……真
係唯恐天下不亂，教人暴動」；
「Man Tai Kar」則稱教協「最叻
就係洗學生腦」；「Vince Law」
則直接說出許多教師的心聲：
「你（教協）不代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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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崇智籲中大生勿用暴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自稱是「一
群檢控人員」的匿名人前日以律政司信箋發表
公開信，聲稱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處理牽涉大
型公眾活動的案件時「主要考慮政治因素」、
「視檢控原則如糞土」，又稱刑事檢控專員梁
卓然「不能做好把關工作」。律政司發言人昨
日回應表示，對沒有事實根據的指控感到非常
遺憾，重申鄭若驊和梁卓然均嚴格按照《檢控
守則》行事，沒有任何政治考慮。前刑事檢控
專員江樂士亦批評匿名信有違檢察官的政治中
立原則，質疑信件的真實性。
律政司發言人昨日回應匿名信時表示，司
長和專員面對匿名信中毫無事實根據的指控
感到遺憾。律政司司長有憲制責任和職責，
就刑事檢控工作作出決定及監督。檢控與否
的決定，必須就所得證據和適用法律，進行
客觀和專業的分析，並按《檢控守則》行

事，不會有任何政治考慮，司長亦一直都按
照以上原則處理所有案件。
發言人表示，刑事檢控專員上任後，恪守
《檢控守則》，致力履行檢控職責、維持司
法公義，堅守基本法第六十三條，確保刑事
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將來亦會帶領刑事
檢控科團隊，繼續以同樣的專業態度，處理
刑事檢察的工作。

江樂士批信件違檢控官中立性
江樂士昨日亦回應道，匿名公開信令人震
驚。他強調，檢控官不但要恪守中立的原
則，更要被視為中立，否則社會就會質疑檢
控官的個人意見會否影響檢控工作。
他指出，香港律政司是國際檢察官協會的
成員，該協會「檢控官的專業責任準則及關
鍵責任和權利聲明」第一條規定，檢控官必

須「盡全力、被認為、持續地保持獨立和公
正」。
他批評發表公開信的檢控官員明顯偏幫示

威者立場，並沒有遵守上述第一條的守則。
如果能夠查明這些檢察官的身份，就有必要
確保他們不會對《逃犯條例》以及之後的示
威有關的任何案件提供諮詢意見。
江樂士亦質疑公開信的真實性，認為絕對
有可能是外人設法取得律政司信紙。他批評
匿名形式缺乏勇氣，旨在誹謗刑事檢控科同
事，引發律政司內部糾紛、損害部門的聲
譽，削弱公眾對檢控制度的信心，而且其指
控並無事實根據。
他續說，若匿名聯署者並無參與相關檢控
工作，則他們根本無從得知檢控決定如何得
出；若其有參與檢控，則應該掌握有力證
據，並向警方舉報有人違反公義。

律政司：按《檢控守則》行事 匿名信指控無稽

■中大校長段崇智與學生對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現場部分人對段崇智未有討好自己感不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工聯會屬下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香港
專業導遊總工會及香港外遊領隊協

會，昨日下午派代表到太古集團遞交請願
信，促請集團為所有乘客的安全及香港的航
空業名譽着想，停止廖頌賢駕駛所有航班，
直至審訊結束為止，否則難以令乘客安心及
影響對該公司服務的信心。

工聯：一有意外 後果嚴重
3個工會指出，作為一名專業的民航飛機
駕駛者，擔負航機及乘客的安全，必須有超

強心理質素及良好身心狀態。他們認為，廖
頌賢涉嫌干犯的暴動罪屬嚴重暴力罪行，雖
然獲准保釋上班，卻令人極度懷疑其心理質
素及現時的身心狀態，是否能以正常專業的
判斷去駕駛民航飛機？所駕駛的飛機又可否
令全機乘客的生命得到安全和保障？他們指
出，一旦發生意外，後果將極其嚴重。

「反暴盟」批恐怖極端主義者
此外，一班「香港反暴力聯盟」 成員昨

日亦到國泰城請願， 他們指廖頌賢於剛過

去的周日暴亂上辱罵警員兼向他們揮鐵支及
擲鏹水，其思想十分極端， 不能控制自己
情緒，心理素質差，「如此恐怖的極端主義
者，已喪失了飛機師的最低要求。」他們認
為，如讓廖頌賢繼續飛行，等於拿乘客生命
作賭注，促請國泰為了乘客安全，應立即暫
停其飛行資格。
另一群關注飛行安全的市民昨日亦到國泰

城請願，他們對廖頌賢服務航班的飛行安全
感到憂慮與關注，要求國泰恰當安排，以確
保航班的飛行安全。

法律專業人員協會對保釋有保留
另外，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昨日發聲
明，對廖頌賢被控暴動罪卻可獲保釋有所保
留。聲明指出，根據香港普通法，法庭的保
釋考慮因素取決於所檢控的罪行和被告自身
的情況。在所檢控罪行方面，法官應考慮控
罪的性質和暴力程度等因素，而任職國泰副
機師的廖頌賢被控暴動罪，其罪行性質嚴重及
暴力程度極高，理論上獲得保釋的機會極小。
聲明續指，若以被告自身情況而言，法官

應考慮其經濟狀況及能否輕易外出等因素，
「如果被告經常飛機旅行，經濟狀況良好，
被告獲得保釋的機會就變小。」聲明認為，
廖頌賢作為一名機師，經常需乘搭飛機旅
行，其逃脫機會極高，且他年薪逾百萬元，
1萬元的保釋金不合乎收入比例，起不到抵
押品承諾作用。
協會並指，廖頌賢涉嫌的罪行有明顯的暴

力傾向，而他作為機師，如有情緒及暴力問
題，有可能會駕駛飛機衝撞建築物或人群，
存在對香港社會實施恐怖襲擊的可能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剛過

去的周日，中西區爆發大規模騷

亂，警方以涉嫌暴動罪拘捕多人，

包括任職國泰航空副機師的廖頌

賢。由於機師的職責擔負起航機與

乘客的安全，多個團體及市民均擔

心以廖頌賢現時的心理質素及身心

狀態，若讓他繼續駕駛工作，等於

以乘客生命作賭注。團體昨日先後

到國泰城及國泰航空所屬的太古集

團請願，要求暫停廖頌賢的飛行資

格。至昨晚截稿時，國泰仍未就事

件回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警
察評議會職方協會昨日去信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投訴疑似公立醫院註冊護
士公然發佈嚴重違反醫德之言論，強烈
譴責相關發言者，並促醫管局盡快查清
事件，核實後應終止相關護士職務，維
護醫護人員專業操守和職業道德，以儆

效尤。
協會早前發現有自稱在伊利沙伯醫院

任職的註冊護士，公然在個人社交媒體
平台揚言，會對到醫院求診的警務人員
不利，包括「喪搓」、「生tube」等泯
滅人性的言論，此舉除嚴重有違醫者道
德及專業操守外，亦違反法例。

失德「護士」仇警論 若屬實應「炒魷」

■工聯會屬下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及香港外遊領隊協會向太古集團遞
交請願信。

■一班「香港反暴力聯盟」成員昨日到國泰城請願，促請國泰為了乘客安全，應立即暫停
廖頌賢的飛行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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