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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局促罷工醫護歸還缺勤薪金 余慧明煽「反抗」
職員於2月10日前以支票形式繳回，或從2月份薪
金中扣除缺勤期間收到的薪金，並列明有關員工缺
勤日期、基本薪金及需繳回金額。
余慧明就此在 facebook 稱，局方事隔一年後仍
「責怪」醫護未有「戴好裝備」「參與聚餐」，質
問高層有否加入「Dirty Team」承受隨時被感染的
壓力，以及整年都不可與非同住家人或朋友見面，
若醫管局認為事態嚴重，為何未有一早向政府施壓
「封關」。

葛珮帆：應該要紀律處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盡忠職守的醫
護當然要獎勵，但這與香港最危急的時候，用罷
工以達到政治目的醫護完全是兩回事，許多市民

都覺得只是扣除薪水的處分太輕，應該要紀律處
分。為確保不再出現前線醫護政治罷工的事件，
她建議醫管局應該為員工制定守則，若違反守則
將會受到處分。

仍然冥頑不靈，違反職業操守，醫管局需要考慮
他們是否還適合留在系統中。

蔣麗芸：無返工就應無人工

全國政協委員、工聯會理事長黃國表示，扣薪是
相當寬鬆的處理方式。「醫管局員工陣線」於去年
2月發起的「罷工」，根本不是「工業行動」，沒
有為從業者爭取利益，亦並非正義，而是政治性的
行動，因此不受法律保護，應該扣薪。
他呼籲醫護人員不要違背專業操守，奉勸
「醫管局員工陣線」要對會員負責，不要把
會員帶入更加錯誤的方向，讓他們為更
嚴重的後果買單，亦可能會損害
醫護人員在香港的聲譽。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亦指，疫情爆發以
來，前線醫護人員確實非常辛苦，醫管局應該給
堅守崗位的員工相應的慰勞和津貼，但這與在疫
情爆發初期、不顧市民的生命安全而「罷工」的
醫護無關，該次「罷工」不是「工業行動」，無
返工就無人工，是「天經地義」。
她認為，醫管局在一年之後才追回罷工的薪
水，被視為是醫管局的失職，並直言倘有些員工

黃國籲醫護勿違背專業操守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去年 2 月 3 日
至 7 日，「香港醫管局員工陣線」帶領醫管局
約 7,000 名員工參與政治罷工，企圖威逼特區政
府「封關」抗疫。有參與罷工的醫護昨日稱，
收到醫管局信件要求歸還缺勤的薪金。該會主
席余慧明在 facebook 回應稱，政府未「體諒」
前線醫護的「辛苦」，希望同事不要逆來順
受，應反抗時需作出反擊云云。香港政界人士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疫情期間
盡忠職守的醫護當然要獎勵，但與這些在危急
時刻背棄專業操守、參與政治罷工的醫護完全
無關，僅扣除曠工的薪資，已是相當寬鬆的處
理方式。
醫管局在給曾參與罷工員工的信中指，要求有關

路軌掟竹危險 官：原本想加刑
中大女生上訴案頒判詞 官批被告自私目無法紀
21 歲中大女生盧佩瑤前年 11 月 11 日參與攬炒黑暴發動的堵路破壞交通，逼
市民參與所謂「大三罷」，在大埔火車軌上投擲竹枝及拒捕，被判囚 8 個月。
她不服刑罰過重提上訴，高等法院法官李運騰昨日頒判詞駁回其上訴，李官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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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情節嚴重，盧佩瑤等人的罪行可以對鐵路系統及乘客造成重大風險，他原
打算加刑，但念及盧佩瑤背景良好和年輕等因素，故維持 8 個月監禁的總刑
期，並強調對盧佩瑤來講，就算判監8個月已相當寬大，甚至判刑略低。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李官在判詞中指出，上訴人盧佩瑤在本
案雖受社會事件影響犯事，但並非求
情理由，原因是她選擇用不和平及不法的
手段，無視別人的權利，且強迫別人被動
參與他們的所謂「大三罷」，這是極其自
私、目無法紀及文明社會所不能接受的行
為。

罪行可對乘客造成重大風險
上訴庭接受律政司陳詞所指出的本案嚴
重情節，包括上訴人並非隨機犯案， 她首
先是呼應網上煽動，夥同多人一起犯案，
且行動有一定規模，涉及共 107 根竹枝，
每支長達約1.12米。
他們已經將 59 根竹枝丟到路軌上，若非

被警方制止，另外的 48 根相信都會被丟到
路軌上。
判詞指，盧佩瑤等人選擇在臨近列車服
務開始之際犯案，而且上訴人犯案地點與
車站有一定的距離，比較難被察覺，其意
圖明顯是要癱瘓鐵路網。若非警方及早採
取行動，上訴人等的罪行可以對鐵路系統
及乘客造成重大風險。
李官指，上訴人等的行為已令鐵路職員
和警方疲於奔命，亦令廣大市民蒙受嚴重
不便，損失難以估計，加上列車萬一出
軌，可能會牽連毗鄰民居，故判刑需要有
一定阻嚇力，防止他人有樣學樣，而上訴
人請求法庭考慮社會服務令，是不切實際
的。

李官在判詞中又批評上訴方倒果為因，
強調法庭根本沒有責任指導被告人如何準
備求情或減刑理據，這完全是辯方律師的
職責。裁判官給予「提醒」，是為了上訴
人的好處，希望她可以有「強大的求情理
由」，使法庭有充足的理據可以對她及其
他被告人等從輕發落。

指兩刑期同期執行已算寬大
李官指，考慮到本案的所有背景和事
實，亦考慮到上訴人的個人情況，包括她
認罪及「背景報告及感化主任報告」的內
容等求情理由，以及她仍相對年輕，認為
適合給她較寬大的處理，惟因控罪的嚴重
性及判刑須具阻嚇力，故維持兩項控罪的

●法官指暴徒阻斷路軌隨時令列車出軌，有重大風險。
監禁8個月判刑。
李官下令兩項控罪的刑期同期執行，
並強調這對上訴人來說，已經是相當寬
大，甚至可以說是略低，若非因為她的
個人情況，法庭原本打算將原來的判刑
上調。
是案被告為中大學生盧佩瑤，早前承認
危及他人安全、抗拒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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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兩罪，原審時被主任裁判官蘇文隆
斥責與夥同兒童犯案，是「沒有道義，缺
乏人性，罪加一等」。
至於早前上訴聆訊時有指被告曾承認癱
瘓交通是為支持「三罷」，高院法官李運
騰當時糾正「三罷」是不正確稱呼，並一
針見血指出所謂的「三罷」就是「禁止人
哋返工」。

六旬漢圖襲警囚9個月 官：法庭絕不姑息

●機動部隊結業禮首次舉行奏國歌升國旗儀式。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親自檢閱機動部隊。

●機動部隊手持長槍展現威武陣容。

●「飛虎隊」罕有地在機動部隊結業禮上現身。

機動部隊結業禮 首奏國歌升國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察機動部隊是救災抗
暴的中堅力量，也是止暴制亂「踏浪者」行動的中流砥
柱。機動部隊 Z 大隊昨舉行結業會操，由警務處處長鄧炳
強親任檢閱官，更加首次在結業禮上奏國歌升國旗，會操
上更罕有地出動「飛虎隊」助陣，六部「銳武」裝甲車盡
出，170 名機動部隊隊員擎長槍展示威武陣容。鄧炳強在
致辭時表示，今次是機動部隊歷史上首個結業典禮進行升
國旗儀式，令結業典禮別有意義，在雄壯的國歌聲中，國
旗莊嚴地升起，更加豐富了機動部隊忠誠守護香港的光榮
傳統，以及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
警察機動部隊Z大隊2020年第七期結業典禮昨日在粉嶺
警察機動部隊基地大操場舉行，共有 170 位男女警員完成
12個星期的機動部隊訓練，即將到前線執行任務。

一哥：機動部隊無懼危險挺身而出
鄧炳強在致辭時表示，擔任機動部隊時，便要有與別不
同的責任，整個香港及警隊都會期望隊員能夠延續機動部
隊的光榮傳統。在任何時間，當香港的治安受到挑戰及衝
擊，無論有多危險及艱難，機動部隊也會挺身而出，在最
前線打擊暴力、反罪惡，守護香港。

他指出，大半個世紀以來，面對大型騷亂，機動部隊每
次都不辱使命，忠誠承擔起守護香港的責任。特別是2019
年 6 月開始，暴徒發起席捲全港的暴力事件，令香港治安
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更是整個警隊及機動部隊面對最嚴
峻的考驗。
在止暴制亂的艱辛路途上，機動部隊一直是最中堅力
量，堅持用最專業及最高效的行動回應時代的挑戰。
鄧炳強說，面對漫天的亂石、雜物、汽油彈，甚至是弓
箭，機動部隊人員始終透過精密的策劃及部署，嚴正執
法。過程中，機動部隊的裝備精銳盡出，包括機動部隊的
「銳武」裝甲車及人群管理特別用途車，而機動部隊的每
套戰術訓練，每種武器裝備，都是為了維持香港秩序及公
共安全而設。機動部隊能在重大考驗之中，將戰術及裝備
應用得淋漓盡致，並且不斷改良，完美演繹出機動部隊隨
時候命的精神，實在引以為傲。
鄧炳強強調，香港現在終於取得得來不易的穩定局面，但
是要維持這個平穩局面，就全賴機動部隊可否繼續做到隨時
候命，防範暴力捲土重來，他寄語機動部隊的保持是經得起
時間考驗的傳統，不斷持續優化，提升行動及應變能力，令
人員可以在不同行動環境中，安全而有效完成任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六旬貨車司
機前年 10 月 27 日，夥同其他黑暴分子在旺角騷
亂，持磚頭企圖掟向警長，被警長發射胡椒球
彈制服。他否認企圖襲警罪，案件經審訊後，
昨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裁判
官鄭念慈判刑時指，雖然被告沒有將磚頭擲
出，但在警方被其他人襲擊的情況下無疑是火
上加油，並引述上訴庭判詞指，法庭絕不姑息
襲警者，因為他們損害社會秩序及安寧及打擊
警隊士氣，必須判處阻嚇性刑罰，終判被告監
禁9個月。
63 歲男被告曾偉光，被控一項企圖襲警罪。
控罪指，被告於 2019 年 10 月 27 日在旺角亞皆
老街新之城外企圖襲擊警長 X。裁判官鄭念慈
昨日在裁決時表示，如果被告的供詞屬杜撰，
無理由會出現為被告開脫的內容，例如被告對
為何身處非法集結現場的回答是湊熱鬧、警員
在被告身上搜出鎅刀的解釋是日常工作之用。
他續說，被告身為司機，若不懂閱讀中文，
沒可能通過駕駛執照的筆試，裁定被告自願作
供，並由警員準確記錄，接納被告的口供可以
呈堂。另法庭同時接納警長 X 是誠實可靠證
人，相信其準確描述案發經過。
對辯方聲稱，被告事發時被胡椒彈擊中右腳
「彎腰搔癢」，被警長 X「誤會」蹲身執磚。
鄭官認為，若然被告說法屬實，被告中彈後應
會小心留意有無持槍警員接近，但被告供稱不
清楚警長X是否持槍。
此外，被告即使是想觀察警方行動，也無理由
會與警長 X 僅約 10 米距離之近，置身可能再中

●前年10月27日，暴徒使用磚頭和汽油彈襲擊
警員和破壞港鐵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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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球彈的範圍，故被告說法令人難以置信。
至於辯方質疑警長 X 未能肯定被告拾起石頭
還是磚塊，鄭官認為被告手持什麼物品並非關
鍵，而警長 X 已明確指出因見被告作出投擲狀
而上前拘捕，故裁斷被告是執起磚頭並作投擲
狀，只因警長 X 及時射胡椒球彈才沒有擲出，
故裁定罪名成立。
鄭官指，案發前已有人向警方投擲雜物，法
庭不會將其他人的罪責加諸被告，但被告企圖
在此情況下再擲磚，行為無疑是火上加油，若
非因警長 X 當機立斷發射胡椒球彈，一旦被磚
頭擊中脆弱部位，可能導致嚴重後果。
他引述上訴庭的判詞指，法庭不會姑息縱容
襲警者，他們損害社會秩序及安寧，打擊警隊
士氣，刑罰須具阻嚇性，遂以 9 個月監禁作量
刑起點，被告不認罪，毫無悔意，沒有減刑理
由，最終判被告監禁9個月。

紅磡暴動案 男還柙女禁離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前年 12 月 1 日，
黑暴分子在尖沙咀發起非法遊行並觸發各區暴
亂。一名女售貨員一名男文員在紅磡參與作
亂，被控暴動罪，昨在九龍城裁判法院首次提
堂。
兩人暫毋須答辯，案件押後至 2 月 19 日再
訊。控方表示會將案轉介區域法院審理，女被
告獲准以 5 萬元保釋，每天向警方報到，交出
旅遊證件及不得離港。男被告申請保釋被拒，
須還柙候訊。
女被告何靖莎（23 歲，售貨員）及男被告鍾

梓軒（25 歲，文員），被控一項暴動罪。控罪
指，兩人在 2019 年 12 月 1 日，在紅磡德康街、
德安街及船景街一帶，與陳詩玲及其他身份不
詳的人參與暴動。主任裁判官嚴舜儀批准涉案
警員匿名
另外，前年 8 月，大批黑暴分子包圍深水埗
警署，39 歲司機被告黃兆昌被控參與非法集結
罪。控罪指，他於 2019 年 8 月 28 日，在深水
埗欽州街與汝州街交界，與其他不知名者參與
非法集結，案件押後至下月 12 日再訊，被告
因另一宗案件仍在服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