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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醫管局員工陣線」連續多日罷工，

超過5,000名醫護人員參與。法律專家顧敏

康、黃國恩昨日分別接受香港中通社訪問，

指這些醫護人員罷工並非通常意義上的罷

工，已超出法定的定義和範圍。他們以政治

凌駕專業，罔顧病人權益，可以形容為「軟

性恐怖主義」。醫管局作為一個公營機構，

在面對公共危機事件時必須「硬起來」維護

社會公共利益，決不能服軟。

法律界：醫護政治罷工違法應追究
罔顧病人權益 醫局決不能向「軟性恐怖主義」服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有罷工人員以法例條文為自己所為「開脫」，例如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訂明香港人有罷工的權利；又

引用《僱傭條例》和《醫院管理局條例》，指其中均無
任何條文授權政府或醫管局可阻止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
罷工云云。

「三罷」目的為反政府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顧敏康指出，基本法的確有賦予
這樣的權利，但這從來不是絕對的，它不能對抗公共利
益和國家安全。在必要的情況下，權利是可以被限制
的，例如在美國，如果罷工違反了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
則可被禁止；同樣在香港，若罷工導致醫院人手缺乏，
患者得不到及時救治，這種情況下政府可向法院申請禁
制令阻止罷工。
顧敏康指出，根據《職工會條例》所定義的罷工是要

解決勞資糾紛，這個糾紛存在於僱員和僱主之間。而現
在這些發起的罷工，是針對政府政策的罷工，相當於抗
議遊行示威，超出了罷工的定義和範疇，因此也不會受
到《僱傭條例》的保護。此外，如果罷工造成交通堵
塞，而又未得到警方發出的不反對通知書，那這種性質
的集會亦是違法的。
他又指，雖然這些人看上去用了罷工的程序，成立

工會、組織投票等，但是從工會所成立的目的來看，
例如主張「三罷」（罷工、罷市、罷課）等，就可以
看出來這不是一個用來保護勞工權益的組織，而是一
個反政府的政治性組織。他們所謂的罷工，其實就是
要進一步打擊政府，甚至是達到「香港獨立」的目
的。

醫局可軟硬兼施止罷工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也對中通社
表示，在香港，用來保障罷工權益的法律是非常有限
的。
根據香港現行法律，醫護人員參加的罷工需要在工作
以外的時間進行，如果要在工作時間內進行，就需要得
到醫管局的同意；但醫管局目前已經發郵件表明不可以
罷工，因此這次罷工是非法的。
至於醫管局應該如何處理罷工的醫護人員，黃國恩
說，軟弱的態度絕對不可取。醫管局或可軟硬兼施，一
方面要求他們回到崗位工作，另一方面按照《僱傭條
例》發出強硬並且明確的聲明，表明參與罷工是違法
的、不可取的、違反專業操守的，參與的僱員應該要負
哪些法律責任。
黃國恩強調，醫護人員的罷工行為十分可恥，完全破

壞了香港醫護界在世界上的聲譽。在很多醫護界人士赴
前線工作的情況下，香港部分醫護人員反而利用疫情作
為藉口，發動對抗政府的行為，以政治凌駕專業，甚至
罔顧病人的權益，這完全是泯滅人性、沒有良心的行
為，甚至可以形容為「軟性恐怖主義」。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黃
醫護工會」罔顧病人及市民的安危
發動罷工活動，導致公立醫院不少
服務受阻，抗疫工作雪上加霜。
在此防疫生死關頭，其他醫療從
業者並沒有作壁上觀，而是紛紛表
示願意做義工，到公立醫院替補罷
工人手的空缺。目前已有164名私人
專科醫生、40名退休或兼職護士及
逾百名其他醫護聯繫人員報名做
「外援」，人數還在不斷增長。
香港私人執業專科醫生協會會長郭

寶賢表示，罷工事件自上周五開始發
酵，協會轄下的醫生都對此表示高度
關注，因為預見到人手短缺會令病人
的福祉受損。初時有醫生在電話群組
發起報名，呼籲大家一起支援醫管
局。
郭寶賢指，因報名踴躍，協會後

來設立了電子平台，想要參與的醫
生可以在平台上自行填寫資料，目
前已有164名私人執業專科醫生報
名，物理治療師、護理員等其他醫
療從業者亦有逾百人報名，目前醫
管局已經聯絡名單上的大部分報名
者，數十個名醫生已經投入工作。
郭寶賢說，本次罷工規模較大，

而且涉及各種專科部門，協調工作
或會出現困難，對於日常工作很有
影響，所以需要發動社會上的私人
醫生進行臨時替補，大家報名的初

心都是為了保障對病人的服務。
除醫生外，護士們亦不甘人後。香港護理

專科學院院長黃金月此前曾拍攝視頻，呼籲
護士伸手支援，並設立報名熱線。短短48小
時內，就有40名兼職及退休護士表示願意幫
忙，其中10人已獲醫管局登記，隨時上陣。
黃金月說，報名的護士大多都經驗豐富，個

別人還曾在沙士期間服務過，該10名已向醫
管局登記的護士分別已進入ICU、兒科及手術
室工作，相信接下來報名的人還會增加。其他
退休時間較長的報名護士亦獲安排後勤及熱線
接聽等工作。

「未來醫護人員對醫
管局冇晒希望，繼續罷
工甚至係集體離職呢，
醫管局係要承擔起一切
責任。」「醫管局員工

陣線」副主席羅卓堯噚日朝早呢番說話，
真係「振奮人心」，唔少市民都支持呢班
卸膊醫護集體離職，唔好再白𢭃人工，仲
話佢哋唔辭職正衰仔添。點知到咗噚晚，
「陣線」主席余慧明已經擘大眼講大話，
聲稱佢哋唔係話會集體辭職，而係話罷工
之前已經出現集體請辭喎。唔少市民失望
又氣憤咁鬧︰「講過又唔認，話辭又唔辭
冇guts（膽量）。」
羅卓堯一講完話集體離職，網上一片

沸騰。「Peter Lee」話︰「支持，一路好
走，五（唔）好重返醫療業。」「Em-

my Eng」亦表示︰「一定要講得出，做
得到。」「Iris Chan」謂︰「即（既）然
不啱做，為大眾利益，辭職是最好的選
擇。」「Samantha Ngai」恥笑道︰「眾
望所歸，不要留低。」
唔知係咪市民支持力度太猛，擔心真係

要辭職收科，佢哋結果就晚上的我打倒朝
早的我，改口話冇咁講喎。真係唔知佢哋
當市民傻，定係想當一眾媒體報道冇到嘞。
「Corti Tsang」話︰「講過又唔認，

話辭又唔辭冇guts（膽量），浪費納稅人
嘅錢養你班黑心醫護，又要其他盡忠職守
的同事兼顧你哋缺職嘅工作，騎劫病人福
旨（祉）去支持自己嘅不合理要求。」唔
少網民認為，就算呢班人唔辭職，醫管局
都應該革走呢啲逃兵。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罷工為醫
療服務帶來的影響，引起社會各界關注。
有正在輪候接受骨科手術的病人亦致電電
台表示，罷工令其手術至少延誤9個月，
她形容病痛纏身「一日都嫌長」，也有病
人批評罷工醫護將病人綁上「戰車」當成
人質。病人組織則認為，罷工令病人慘成
無辜受害者，尤其是需要定期洗血及洗腎
的長期病患者，服務延誤更會對其健康構
成影響，呼籲醫護緊守崗位。

手術再延後 病痛續惡化
一名市民致電電台節目時指出，自己患
有糖尿病，平日又要定期到心臟科、骨科
及牙科覆診，原定今天(7日)要到骨科部門
商量有關手術事宜，卻因為罷工而要改
期，一改便是9個月後、即今年11月才知
道可否及何時接受腰骨手術。她說：「如

今我的腰已經長期麻痹，如果你們繼續罷
工，我又不知要等到何時才能做到手術
了。」
另有聽眾指出，醫護人員本應是替市民

把守健康最後一關的人，罷工事件卻令他
覺得相當不快與不安，形容策動及參與罷
工者是將病人綁在戰車上當成人質，「他
們今天罷工，我有病敢去醫院嗎？他們的
罷工更令其他醫護人員百上加斤。」他又
不贊成所謂的「完全封關」，「我想問你
們機場封唔封？是否容許外國人入境？他
們都有可能將病毒帶入境呢。港人返港時
又是否讓他們入境呢？」他更謂，如有醫
護人員不滿倒不如辭職不幹，也不應罷
工。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表示，罷

工令病人的福祉無辜受損，「病情較為穩
定的慢性病患者可能受影響較小，但需要

定期洗腎、洗血的腎病患者，如未能按時
透析，毒素可能在其體內聚集，影響健
康。」
他引述有病人通過熱線投訴，指自己接

受手術後，應服用一種薄血藥，但因醫護
人手不足，覆診延期，無法按時取得藥
物，令健康風險提高。彭鴻昌說：「公營
醫院的手術排期本身已很漫長，許多病人
好不容易等到安排，卻因罷工而要一等再
等。」
醫學會副會長林哲玄指出，糖尿病、腦

癇症等部分病症而言，藥物對病人尤其重
要；即使是非緊急服務，亦會對病人造成
一定影響。他強調，醫護人員肩負市民對
其使命的期望，希望參與罷工者重返崗
位。香港政府華員會、香港護士總工會也
發聯合聲明，緊急呼籲醫護返回工作崗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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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辭職獲撐
「淆底」走數被嘲

罷工延誤治療 病人慘變人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醫院管
理局管理層昨日與發起罷工的「醫管
局員工陣線」閉門會面約兩小時，但
最終仍然未能達成共識，工會今日將
連續第五天罷工，工會不排除延長罷
工。
醫管局表示，昨日有約5,000名員工

缺勤，急症室醫護佔200人，繼續有急
症室病房要關閉，而新生嬰兒深切治療
部亦繼續是人手最緊張的部門之一，並

有癌症手術要延期，呼籲員工重返工作
崗位，團結一致抗疫。

閉門會面圖化解工潮
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人力資源

主管彭飛舟等管理層昨日曾與「醫管
局員工陣線」閉門會面，圖化解工
潮，高拔陞會後雖然表示會面氣氛良
好，強調醫管局在保護同事、病人及
減低疫情擴散的立場與工會相同，表

示會研究同事的提議，今日雙方將再
次開會。
對於工會要求局方不追究罷工的醫

護，高拔陞回應指，醫管局的人事守則
及條例有相關規定，該局會以法、理、
情兼備的方式處理，呼籲同事重返工作
崗位，團結一致抗疫。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聯網運作）張子

峯表示，昨日有約5,000名員工缺勤，
當中包括約220名醫生、3,000名護士及

900名專職醫療人員。他特別提到缺勤
的急症室醫護人數達200人，繼續有急
症室病房要關閉，而新生嬰兒深切治療
部亦繼續是人手最緊張的部門之一，並
有癌症手術要延期。
「醫管局員工陣線」早前曾表示，一
旦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出現社區爆發時考
慮擱置罷工，但最終未有兌現承諾，
「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在會後
聲稱醫管局沒有誠意，會面沒有取得進
展，除了煽動醫護今日繼續罷工外，更
聲稱會交由會員表決是否延長原定今日
結束的罷工行動。

五千醫護續缺勤 累癌症手術延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
「醫管局員工陣線」煽動醫護所謂
「罷工」，嚴重危害病人生命。新
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指，「員工
陣線」稱罷工行動受基本法保障的
說法，是對條例誤解及不恰當。因
為根據《職工會條例》，訂明罷工
的原因須與僱傭條款或工作條件有
關，例如爭取加薪、福利等，而罷
工對象須與員工有僱傭關係，但
「員工陣線」要求的全面封關卻是
政治訴求，談判對象更是特首而非
醫院管理局。她認為，煽動醫管局
人員擅離職守不是「罷工」，反而
干犯了「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市
民向廉政公署投訴，實是法理所
在。
葉劉淑儀引用香港法例332章

《職工會條例》第一部的釋義部
分指出：「罷工 (strike)……作為

迫使他們的僱主、另一人或另一
群人的僱主，或任何受僱的人或
一群受僱的人，接受或不接受僱
傭條款或條件或影響僱傭的條款
或條件的方法」她指出罷工的原
因須與員工的僱傭條款或工作條
件有關；若今次罷工是為了爭取
加薪、福利、改善工作環境、增
加保護裝備等，尚可符合法例上
罷工的要求。然而，「員工陣
線」早已表示今次罷工是要求政
府全面封關，這根本與他們的行
業無關。
另外，法例同時列明罷工的對

象須與員工有僱傭關係，但「員
工陣線」要求的談判對象卻是特
首而非醫管局。醫管局行政總裁
高拔陞亦早已表明，有關要求屬
醫管局權力範圍以外。由此可
見，今次罷工並非工業行動，實

際上乃政治事件，目的只是為了
向政府施壓，而非為員工爭取權
益，故此並不受法例保障。
此外，法律民生關注組及醫護

誠信同行亦於昨日去信醫管局，
表示醫護人員有拯救性命和紓緩
痛楚的特殊道德責任，及引用香
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我鄭重
地保證自己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
務；我要憑我的良心和尊嚴從事
醫業；病人的健康應為我首要的
顧念」他們亦認為，根據《職工
會條例》或《僱傭條例》，醫護
罷工並不屬於香港法例「罷工」
的定義，只是出於政治動機而非
為了談判僱傭的條款或條件。
對於日前有約 300 名醫生、

3,100名護士及1,000名專職醫療人
員缺勤，他們指是一種「應受譴
責危害公共衛生的可恥行為」。

批罷工為政治訴求
葉太：涉公職人員失當

■法律專家指醫護人員罷工並非通常意義上的罷工，已超出法定的定義和範圍。他們以政治凌駕專業，罔顧病人權
益，可以形容為「軟性恐怖主義」。圖為有醫護參與罷工，在「醫管局員工陣線」街站簽到。 資料圖片

■5,000名醫護缺勤累及無辜病人。圖為病人
在瑪麗醫院外排隊等候。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