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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特區政
府上月底宣佈在有需要時，將未入伙的粉
嶺暉明邨用作隔離營後，暉明邨即遭投擲
汽油彈縱火。昨日，另一間會被徵用應對
疫情的荃灣伍若瑜夫人普通科門診診所，
亦遭黑衣魔闖至投擲最少兩枚汽油彈縱
火。診所冷氣機組件着火熏黑，幸無造成
傷亡，警方列作縱火案處理。
現場為和宜合道310號伍若瑜夫人普通
科門診診所。醫管局早前宣佈，會因應疫
情發展分階段啟動7個聯網下指定18間診
所，應付輕微症狀的發燒個案求診，伍若
瑜夫人普通科門診診所是其中之一，剛完

成內部裝修。
消息稱，昨日下午3時許，健康院有職員

發現露天位置的冷氣機組件有燒焦痕跡，
更熏黑玻璃樽及玻璃碎片，懷疑遭人投擲
汽油彈，於是報警。警方及消防員到場調
查，初步火警有可疑，交由荃灣警區刑事
調查隊第八隊跟進。探員現場檢走兩支玻
璃瓶及懷疑玻璃碎片作進一步檢驗，正追
緝涉案黑衣魔下落。九龍西醫院聯網發言
人昨日對蓄意破壞診所設施、對工作人員
及病人構成危險的行為予以譴責。事件
中，診所一台製冷機的兩片扇葉被損毀、
周邊範圍熏黑，警方列作縱火案處理。

發言人指，診所剛完成翻新工程，將於
明日（10日）重新投入服務。由於事件無
造成嚴重破壞，診所將可如期恢復運作。
上月26日年初二晚，未入伙的粉嶺暉明

邨因被政府計劃有需要時用作隔離營或提
供予醫護人員住宿，有黑衣魔闖至邨內向
兩幢大廈地下大堂投擲汽油彈縱火，大堂
嚴重焚毁，幸未有造成傷亡。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事後表示，考慮到各種因素，包括
暉明邨受破壞的情況，放棄使用暉明邨做
檢疫設施，並譴責縱火燒邨暴行，因造成
的破壞或需要半年時間重修始可入伙，令
香港住屋不足問題雪上加霜。

燃彈掟隔離診所 黑魔阻撓抗疫

▲▶荃灣伍若瑜夫人普通科門診診所昨日遭黑衣魔投
擲最少兩枚汽油彈縱火，警員趕至封鎖現場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龍
航空公司空勤人員協會昨日舉行會
員大會，以420票通過會員授權工
會進行工業行動，目的是要求國泰
管理層宣佈停飛所有前往內地的航
線，更稱會以突襲式進行工業行
動。有航空業工會人士表示，現時
航空業經營困難，航班已大減，甚
至要求員工放無薪假，故相信有關
工業行動對本港航空營運沒有太大
影響。
港龍航空公司空勤人員協會施安

娜昨日稱，由於會員已把發起工業
行動的決定授權予工會，因此工會
將會無預告式發起工業行動，而工
業行動模式仍未確定，目的是避免公司提前向
員工施壓，並聲言突襲式工業行動能夠讓會員
發聲之餘，亦能對公司作「最有效的打擊」。
她續稱，目前有400多名員工請病假，主要
都是擔心要搭上飛往中國內地的航班，他強調
有時候心理比起生理更影響員工的狀態和表
現。
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副主席李永富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根據現時的情況，不

單內地有感染個案，世界各地都有，若罷工單
單針對疫情，就應該停飛全部有感染個案國家
及地區的航班，而不單是內地。
他認為，倘航空人員現在進行工業行動，
相信對本港的航空營運沒有太大影響，因為全
港航班已由500班減至170班，香港航空更直
接削減400班航班，甚至叫員工放無薪假，可
見航空業營運已經到了一個「低處未算低」的
嚴峻時期。

港龍工會搞工潮
業界料影響不大

■港龍航空公司空勤人員協會以420票通過授權工會
發起工業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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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眼揭貪心女掏空成盒
疑監守自盜冀醫局重視

網民憂黑醫護偷口罩促徹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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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全城鬧口罩荒，而亂港「醫員陣線」

又搞罷工大肆渲染醫護缺抗疫裝備，令社會

各界都緊盯口罩的分配和去向，泛暴派更連

番利用口罩的分配造謠惑眾，有網民更質疑

參與罷工的醫護所戴口罩從何而來。昨日網

傳一段「天眼」拍攝的影片，顯示一名貪心

女子在疑似公共機構的職員通道外，分兩次

將整盒口罩據為己有，過程在天眼下「斷

正」，雖然地點和人物仍有待證實，但有網

民不滿失民心的罷工醫護，質疑偷罩女是醫

護人員，要求醫管局徹查及報警。

黃河指煽罷須負責
促按章查處缺勤者

短片顯示，事發時間為2020年1月27日晚上約10
時許，地點疑似公共機構或醫院格局的建築物

內。一名穿黑色外套及紅色裙的長髮女子，由一間門
外貼上「職員專用閒人免進」告示的房間內步出，
房門旁邊走廊擺放一個三層高的黑色架及大批蒸餾
水，架上有消毒藥水及一盒口罩，相信是給職員工作
使用。

30秒間擸完再擸
片中可見，該女子趁「四下無人」之際，一手伸入

口罩盒內拿起數個口罩放入自攜的環保袋內，繼而再
伸手另取一個口罩步往升降機，並趁等候升降機期間
即時戴上。
其後，該女子「意猶未盡」，趁等候升降機期間，
轉身折返再次伸手拿取一疊口罩放入環保袋內，這時
可見口罩盒已被清空，女子施施然步入升降機離去，
整個「偷口罩」過程僅約30秒。
由於近日有醫護人員投訴每天不同病房不見多盒口
罩，消耗速度離奇快，質疑有人監守自盜，甚至質疑
數千名罷工醫護所戴的口罩是公物還是私物，雖然醫
護罷工失敗，但罷工醫護已失民心，當「偷罩」短片
在網上流傳後，迅即引發網民「尋兇」和聲討。

抗疫之時偷口罩冇良心
有網民質疑偷口罩女子是醫護人員，並狠批道：
「大難當前，偷口罩，有良心嗎？」有人則留言稱：
「強烈要求政府嚴懲偷口罩的醫管局員工！」他更指
醫護偷口罩在年前已經開始：「我親耳聽到護士鬧同
事偷口罩。」
有網民則指，醫管局表示口罩消耗量是平常的8
倍，除了跟疫情有關外，其中或有「內鬼」拿走口罩
私用。有網民則呼籲舉報案發地點和當事人，若涉及
醫院地方，希望醫管局徹查，並報警讓警方拉人。
葵涌瑪嘉烈醫院上月發生監守自盜口罩案，院方
30日6時報案指，一名姓王（56歲）外判女員工懷
疑未經許可，擅自取走約14個外科口罩、約22個
N95口罩及一些外科手套。警方經調查後，以涉嫌
盜竊將王拘捕，疑犯獲准保釋候查，須於本月下旬
向警方報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醫管局員工陣
線」前日終於宣佈停止罷工，身兼香港護士協會主
席的立法會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昨日宣稱，該會
下周二將召開緊急大會，商討罷工工作；港龍航
空公司空勤人員協會昨日亦表決通過工業行動，
要求航空公司全面停飛往返內地航班。全國政協
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facebook發帖批評，罷工是
政治運動，相關罷工共同點是針對中國內地，是要
帶頭在國際間全面孤立中國，而非為了員工健康。
梁振英昨日在facebook發帖質問李國麟，「醫護

罷過一次了，失敗了，還要搞？」他狠批李國麟等
泛民議員和泛暴派工會繼續以黨性凌駕人性，並
強調參加罷工的人員一定要面對後果，否則沒完
沒了。梁振英又在另一帖文中強調，罷工是政治
運動。一周前，「醫管局員工陣線」要挾罷工的
「五大訴求」中的第一個就是「禁止任何旅客由
『中國』入境」，他質問，「香港不是中國一部
份（分）嗎？將中國內地說成中國，如果陣線不
正式更正，哪（那）真的要提醒醫管局員工帶眼
識人，不要誤上賊船。」
針對港龍航空空勤人員協會表決要求公司停飛

所有內地航線。梁振英指，港龍飛中國內地，也
飛外國，香港來回外國的航線也有不少內地乘客，「如果
純粹是為了傳染問題，為什麼不要求停飛全部航線，而只
是針對內地航線？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他強調，醫管局工會和港龍工會的要求的共同點是針對

中國內地，帶頭孤立內地，向國際社會發出錯誤訊號，誘
使迫使外國工會效法，全面孤立中國，不是為了員工健
康。他呼籲，「對付這兩個工會，we should come down
like a ton of rocks（我們應該給予最嚴厲的懲罰）。」

陳穎欣析「縮骨罷工」
假民主找下台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泛暴
派政棍主導的「醫管局員工陣線」在香
港危急時刻煽動「罷工」，為滿一己政
治私慾，不顧病人安危。工聯會前深水
埗區議員陳穎欣與南昌關愛社社區主任
夏泳迦日前在YouTube頻道拍片分析
指，「員工陣線」提高支持罷工門檻人
數、延長投票時間等明顯假民主，是在
給復工找台階，而相關政治罷工不受香
港法例保障，醫管局可以引用僱傭條例
對罷工醫護作出懲罰。
陳穎欣與夏泳迦在YouTube的Y2K

Channel批評「醫管局員工陣線」是假
民主。她們指公會僅有18,000人，不但
剛剛在去年12月才成立，背後更是不斷
支持三罷的職工盟。在「員工陣線」首
次舉行的投票中，只獲3,123人支持就
通過發動罷工決定，明顯代表性不足，
完全無法代表醫管局8萬多名專業醫
護。
她們續指，在前日再次舉行決定是否

延長罷工的投票中，「員工陣線」把支
持延長罷工的所需門檻提升至6,000
人，是意圖借提升門檻為自己復工找下
台階。根據媒體報道，原定下午4時截
止投票，但當時只有2,000人支持，
「員工陣線」就把投票時間延長至下午
6時。她們認為，這明顯是假民主。

她們認為在兩次投票支持黑醫護罷工
的3,000多人是同一批人，而今次逾
3,600人反對繼續罷工，卻是一直沉默
的大多數人，這些人是無法忍受黑醫護
罷工才走出來投票。
陳穎欣表示，面對運輸界罷工，市民

尚可選擇乘坐其他交通工具，但醫護罷
工，市民是無法選擇「唔病」的。目前
是香港受疫情侵襲的緊要關頭，醫護罷
工等同將市民的安危作政治籌碼。
陳穎欣強調，今次醫護罷工，主要訴

求是「全面封關」，她強調，任何政治罷
工亦是香港法例不保障的。故此，醫管
局理論上能引用僱傭條例對罷工醫護作
出懲罰。
她續指，所謂「全面封關」不但違反
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引，亦會製造社會混
亂，例如日前在全港各區出現的日用品
搶購潮，紙巾、衛生巾都被搶購一空，
全面封關就難保貨運暢通。
至於早前一直支持醫護罷工的泛暴

派，她們認為，泛暴派民主黨等政棍只
視醫護為「一次性口罩」，幾天前才不
斷煽動醫護罷工，又發起簽名運動聲援
罷工，但在「員工陣線」決定復工後就連
人影都不見了，反而走到另外的地方攞
彩，包括以世界夢號因檢疫而無法登岸
一事，抹黑特區政府所謂不人道云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
泛暴派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日
前宣佈擱置罷工。護士管理局前成
員、華員會前會長黃河昨日表示，
停止罷工是「浪子回頭，不在錯誤
路上繼續走」，強調工會發起罷工
就必須承擔責任，不應該要求醫管
局不要懲處。
醫管局聯網服務總監楊諦岡則引

述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的話重
申，醫管局會按既定人事程序處理
員工缺勤，並會視乎個別情況處
理。

放下偏激 醫護勿政治化
黃河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回應「醫
管局員工陣線」指稱政府沒有保障
醫護人員的安全時表示，有關說法
過於情緒化及不真確，目前與沙士
時期相比已有所改善。
被問及「醫管局員工陣線」要求

醫管局不要對罷工醫護「秋後算
賬」，他直言，工會發起罷工必須
承擔責任，不應該要求醫管局不要
懲處，並希望他們放下心魔和偏激
路線，令醫護專業可以去政治化。
醫學會副會長林哲玄表示，感謝

醫護重返崗位，並理解同事對處理
關口問題有不滿。減少關口人流是
大家共識，惟大家的表達方式不
同。據他了解，在罷工期間，有接
受輻射治療的癌症病人受影響。
他續說，醫管局有為醫護給予保

護衣等物資，也有感染控制訓練，
「唔係咩都冇做，足唔足夠就可以
再討論。」
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表示，

從病人權益來看，絕不認同醫護以
罷工方式作談判或壓迫，批評現時
抗爭手法無底線，但同意醫護的
「出發點」。
楊諦岡在另一電台節目上表示，

專職醫療及放射技師等部門罷工人
數較多，令電腦掃描等服務要關
閉，對病人住院檢查造成影響，向
受影響病人致歉，希望市民諒解，
並衷心感謝留守工作的醫護人員。
對「醫管局員工陣線」要求醫管
局公開承諾不對參與罷工的醫護
「秋後算賬」，楊諦岡引述醫管局
行政總裁高拔陞的說法，要情、
理、法兼備處理罷工醫護，醫管局
會按既定人事程序處理員工缺勤，
並會視乎個別情況處理。

▲趁等候升降機期間，黑衣女轉身折返再次伸手拿取一疊口罩放入環保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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