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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行動日領事館抗議
【本報訊】有團體發起遊行，不滿即將出任日本首相的

安倍晉三，早前發表有關釣魚島屬日本領土的言論，又警告
日本新政府，要放棄以右翼思維主導政策，不能否認戰爭歷
史，希望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人，可以派軍隊駐守釣魚台。

10 多名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發起遊行，由中環郵政總
局遊行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不滿日本新首相安倍晉三堅持
參拜靖國神社。他們焚燒日本戰時所用的軍旗及象徵日本戰
犯東條英機的靈位。團體認為，安倍晉三堅持參拜靖國神社
，又提修訂歷史教科書不再談日本戰爭侵略行為，是未有正
面面對歷史。團體警告日本新政府上場後，不要令右翼主義
復辟，否定歷史事實，否則對鄰近國家是侮辱和挑釁，甚至
會令日本陷入危機。

團體亦抗議日本政府剝削言論自由，指他們早前曾經派
出兩名代表到日本靖國神社抗議，但在兩人未有任何行動前
，已被日本警方拘留，後來更被驅逐出境，他們要求日方交
回釣魚島，又希望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人，可以派軍隊駐守
釣魚島。

元旦遊行街站不可阻路
【本報訊】警方昨午發出新聞公報指，警方已就在元旦

日於港島區舉行的七個公眾活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基於公
共安全以及公共秩序的考慮，在有關的公眾活動施加了若干
的條件，包括要求五個有關主辦單位須盡力協助警方確保參
加者的籌款活動、販賣活動或其他宣傳活動的攤位，不會設
置於遊行路線上及不會對遊行隊伍前進造成不合理的阻礙。

警方指出，有關條件是基於公共安全以及公共秩序的考
慮，絕非打壓任何團體，本年12月30日在港島區的一項公
眾遊行活動亦同樣施加相同要求。

警方強調，警方一貫以來的政策是全力協助市民進行和
平的公眾活動，同時亦有責任採取有效的措施確保公共安全
及公共秩序，期望與有關主辦單位緊密合作，作出妥善的人
流管理安排，確保當日的公眾活動能在一個安全及有秩序的
情況下進行。

【本報訊】記者林丹媛報道：近年公立醫院出現
醫護人員人手不足情況，醫管局又預計未來十年將有
2500 名護士達退休年齡，由於人手不足，前線醫護
人員工作過勞、壓力過大情況時有發生，間接影響照
顧病人素質。為幫助醫護人員紓緩工作壓力，醫管局
舉辦 「正向抗逆計劃」，透過計劃幫助他們做一件
「心靈盔甲」，學曉處理壓力，提升抗逆能力。

人手不足壓力大
醫管局高級臨床心理學家羅淑兒表示，正向抗逆

計劃是預防服務，讓醫護人員未有心理問題前，已教
曉他們以各種技巧，提升抗逆力。計劃以課程形式進
行，而非治療形式。

羅淑兒說，正向抗逆計劃申請了兩年資助，分三
個部分，包括工作坊、進階班及一對一個人服務，其
中工作坊共開 10 班。服務對象主要為前線醫護人員
、管理人員及支援部，工作坊中，有六節課給前線醫
護人員、管理及支援人員則各佔兩節課。計劃在8月
開始，現已上了五節課，每節收 30 多人。五節課後

，有90%參加者認為課程有幫助，有80%則會推薦同
事參加。

羅淑兒說，醫管局有63,000名員工，但每個工作
坊只能收 30 多名學員，收生人數有限。為了加強計
劃效力，醫管局亦將自我評估的心理測驗放到網上，
讓未能參加計劃的醫護人員能自我學習。

護士學懂面對死亡
伊利沙伯醫院非癌症紓緩治療護士潘佩賢每天都

要面對生離死別，她說，接觸正向心理學後，發覺死
亡 「唔係咁灰」，可以積極面對，例如病人臨死前家
人在身旁、已經達成心願等，可以幫助病人及病人家
屬正面面對死亡。

潘佩賢表示，因身體出現毛病，一直有見臨床心
理學家。她說，本身性格 「好灰」，以前做錯事會自
責，會覺得自己很愚鈍，現在轉向 「下的功夫還不夠
」等正面思想。計劃開闊眼界，以前雖曾接觸正向心
理學，但覺得 「唔夠喉」，故再參加計劃，增加在這
方面的知識。她續說，每次上課時會寫下三件開心事
。參加計劃後，會時常帶着感恩心態面對生活，且讓
她萌生了一個使命，要用生命影響生命，帶着病人及
病人家屬面對死亡。雖然有時未必幫到病人， 「但會
同自己講已經盡了力」。

醫院管理局轄下的夜間門診服務時間至晚上 10
時，市民之後如要求醫，只能到急症室或私家診所。
民建聯上周訪問了589名市民，調查發現，近70%受
訪者指若深夜感到身體不適，會到公立醫院急症室求
診，當中約 30%人是因為就近沒有私家夜診服務，
23%認為急症室收費便宜，僅約15%受訪者會到私家
夜間診所。

急症五年增20萬人次
調查亦發現，323名受訪者曾在深夜到急症室求

診，當中54.5%受訪者輪候二至四小時，7%更要輪候
逾七小時。負責調查的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上周
三曾到廣華醫院視察，接觸到病人黃先生因發燒到急
症室求診，由於屬非緊急類別，他傍晚6時開始輪候
，至凌晨1時才能就醫；另有發燒病人亦需輪候八小
時。陳恒鑌說，擔心當流感高峰期來臨時，急症室輪
候病人太多，或出現交叉感染。

另調查亦發現有近53%受訪者認為急症室服務最
大問題是輪候時間太長，其次33%人則認為是醫護人
手不足；70%人贊成在急症室增設深宵門診服務，分
流處理非緊急病人。

陳恒鑌表示，醫管局數字顯示，急症室求診人數
由2007至2008年約208萬人次，增加至2011至2012
年的224萬人次，五年間增加約20萬人次，當中70%
為非緊急病人，危殆、危急或緊急個案僅佔30%。因
此，他已向醫管局提出加設深宵門診服務建議，認為
當局只要適當調配一至兩名非急症科專科醫生，處理
需要普通科門診服務病人，已可紓緩急症室擠迫情況
及人手不足問題， 「醫生人手可政府內部調配，又可
用一些特別津貼吸引私家醫生晚間在急症室駐診，特
別在流感高峰期，可按人流多少而適當增加。」

他引述醫管局回覆稱，當局會考慮有關建議，並
探討不同方案，例如以發放額外特別薪酬津貼，以吸
引其他非急症科醫護人員到急症室協助，紓緩情況。

建議用特別津貼吸私醫
醫管局接受查詢時強調，急症室服務主要應付危

急重症、嚴重意外受傷及為災難病人提供適切的服務
，勸喻市民若病情並非緊急，可先考慮使用其他醫療
服務，例如 24 小時開診的私家醫院或診所；等待普
通科門診或私家醫生開診時間求醫。

外傭中介投訴增逾兩成
【本報訊】消委會今年首 11 個月收到近 300 宗有關外

傭及中介公司的投訴，較去年同期增加兩成半，包括 「人不
對版」、濫收中介費用、女傭遲遲不到任等。家庭傭工僱主
協會主席羅軍典認為，勞工處對中介公司缺乏監管，甚少主
動巡查。勞工處發言人表示，重視職業介紹所依法經營，建
議僱主向消委會求助，或尋民事途徑索償。

市民朱先生今年請了兩個女傭，第一個幫手 「湊BB」
，做了三個月後，女傭身體不適入院，醫生證實她患紅斑狼
瘡，自身免疫系統攻擊腎臟，導致腎炎，公立醫院病歷記錄
顯示這名工人去年也曾入院，最終住院三個星期後返回家鄉
。朱先生表示，請人時並未被告知女傭患病，而中介公司從
始至終都沒有提供實質的協助，朱先生說： 「（中介公司）
叫我們自己同女傭傾，好似收了錢之後，什麼也不再理。」

朱先生這類例子還有很多，消委會今年首11個月，共
收到298宗有關外傭及中介公司的投訴。家庭傭工僱主協會
主席羅軍典表示： 「勞工處在發牌給中介公司之後，應多些
監管，許多中介公司現時的經營手法非常有問題。」他續謂
，以往在和勞工處開會時已多次反映此類問題。

勞工處發言人說，重視職業介紹所依法經營，收到投訴
後會迅速調查，如有證據顯示介紹所違法，會有適當跟進與
檢控，介紹所一經定罪，可能不獲續牌，甚至被吊銷執照。
發言人續謂，僱主不滿意介紹所的服務質素，可以向消委會
求助，亦可以尋民事途徑索償。

醫管局數字顯示，過去五年急症室求
診個案，70%為非緊急病人。民建聯調查
亦發現，近70%受訪者深夜時感到不適，
會到公立醫院急症室求診；逾50%曾在深
夜到急症室求醫的受訪者中，超過一半人
要輪候兩至四小時，最長更輪候逾七小時
。民建聯建議，醫院管理局加設深宵門診
服務，分流處理病人；並聘請兼職私家醫
生，紓緩急症室人手不足問題。

本報記者 鄧如菁

每逢節假日，反對派例必搞搞震，遊
行示威，煽動無知市民，令社會蒙上不愉
快的陰影。特區政府以德政為民力抗到底
，結果證明，搞事者不得民心。

對於彈劾特首事，正如多位立法會議
員已多番指出，既然特首已多次鄭重道歉
，事件又不至於嚴重到涉及誠信，便應告
一段落。無休止的糾纏，只會浪費公帑，
令整個政府班子無法集中精力為民生多做
實事。反對派偏偏我行我素，這就是反過
來與民為敵了。他們煽動市民上街，要特
首下台，幸好過去一直沉默善良的市民中
好些忍不住出來發動簽名力撐特首。這就
說明並不是如反對派聲聲說的 「市民要你
下台」，這裡的 「市民」，只是他們自己
和受煽動的那一小撮人吧了。

另外， 「人民力量」及 「社民連」中
人在議會內多次以 「六八九」叫特首，以
顯示特首乃 「小圈子選出來」， 「缺乏認
受性」，卻提醒了市民，他們之所以能進
入議會，只是看準有選區中一部分的激進
選民，空降到那選區參選，才取得議員資
格而已。他們進入議會的第一天已經不守
法，不正式宣誓，即不承認議會的合法性
，但又要參選成為合法議員，自相矛盾；
如今叫特首 「六八九」，更是不尊重經合
法途徑選出再經中央確認的特首的事實。
如果你不喜歡這位特首，你可以不叫他
「特首」，大可直呼梁振英，或叫梁先生

，斷不能以你所認為的 「代號」取代。建
議特首，以 「因我不叫六八九，是你叫我

嗎」，大條道理不必回應。這又再一次證明，這類
「議員」不守法，市民大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之身： 「你的議員席位是呃回來的，因為你處處
不守法！」

政府官員於節假日仍然馬不停蹄推出多項
惠民措施，港人港地、市區重建……甚至連
露宿者也關顧到。相比之下，誰在搞亂
社會，誰真正為民，不是一目了然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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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劍

【本報訊】記者彩雯報道：在第七屆亞洲國際模
擬 法 庭 比 賽 （LAWASIA International Moot
Competition）中，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代表隊經
過5天7場訟辯 「過關斬將」，在14所來自亞洲各地
的名校中脫穎而出，奪得包括最佳書面陳述獎在內的
全場冠軍。兼任團隊教練的中大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Michael Ramsden 認為除了充分準備，團隊成員以
專業律師的激情為 「客戶」爭取利益，而非簡單將比
賽視為 「模擬法庭」，是他們不同於其他隊伍，最終
獲勝的關鍵。

是次比賽以中國麵店品牌在印尼的加盟者，將特
許經營餐廳 「本地化」可行性的商業仲裁案件為題。
參賽團隊需撰寫兩份10000字書面陳詞。

考題涉大陸法蒐資料困難
中大法學院代表隊的教練麥銘賢介紹，案件焦點

第一在於不同國家法律的適用；第二在於當事人的過
失是否能夠成為收回經營權的抗辯理由；最後在於合
同中是否可以在宗教信仰方面有所限制。與此同時，
印尼是實行大陸法系的國家，有別於香港採用普通法
系（又稱海洋法系），進一步增加參賽隊伍尋找法律
資料的困難。

出賽代表之一的徐嘉怡表示： 「不單要掌握不同
的法律制度，且因印尼相關的案件檔案透明度不高，

尋找適用的法例存在困難。」正修讀法學專業證書課
程的徐嘉怡續說： 「加上語言溝通有問題，所以需要
找人做翻譯，並花時間了解不同的法律表達方式。」

修讀法學博士的梁雅珊補充： 「整個參賽的過程
除了對印尼法律的深入了解，亦能體會不同國家對於
跨國公司和本地企業的態度，例如新加坡比較鼓勵外
國投資，而印尼則更傾向於保護本地企業，對於判斷
法官取態及準備比賽資料都有幫助。」

麥銘賢讚許團隊成員能夠聚焦案件中的關鍵問題
，從比賽提出的 11 個毫無關聯的問題中抽絲剝繭，
最終才能夠充分應答法官的尖銳問題。

學生須投入特定角色場景
教授 Michael Ramsden 過去雖多次指導中大學

生參加國際模擬法庭比賽，但此次比賽涉及不同法律
制度、以至不同宗教信仰等複雜問題，也增加了其指
導學生的難度， 「學生初次參加模擬法庭比賽，面對
最大困難在於如何讓他們將自己放入特定的場景。」

Michael Ramsden 對難找印尼法律資訊亦有同
感，但其他隊伍都會面對同樣問題， 「我嘗試讓學生
從國際法以及比較法的角度尋找突破點。對我個人而
言，我首先要以印尼法官思維方式思考問題，然後在
訓練過程中提出正確的問題並給予評價，才能引導學
生朝正確的方向準備。」

四位參賽隊員曾在今年國際商業模擬仲裁比賽中
合作，隊員之一李俊江坦言比賽令他成長很快： 「比
賽最後判決還沒做出時，法官對我們的嚴苛批評，讓
我以為沒辦法贏得比賽。不過比賽讓我在庭辯技巧實
務，以及日後面對實際工作如何說服客戶方面都更有
信心。」

徐嘉怡則表示，比賽中不同背景的參賽者，都有
職業律師的專業質素，反而沒有產生文化衝突。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26日電】霍英東教育基
金會第 13 屆高等院校青年教師基金及青年教師獎頒
獎大會在京舉行。來自全國150多所高校的251名青
年教師獲得總額298萬美元的資助和獎勵。

全國政協副主席阿不來提．阿不都熱西提、中央
統戰部副部長林智敏、教育部副部長郝平、國務院港
澳辦副主任周波以及霍英東之子霍震霆、霍震寰出席
會議並為獲獎教師代表頒獎。

教育部副部長郝平在致辭中表示，霍英東教育基
金會是由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著名實業家霍英
東出資1億港元，與教育部合作設立的第一個教育基
金會，具有開創性意義。目前基金會共資助了 3400
餘名青年教師，資助金額超過 2500 萬美元，為一大
批優秀青年人才的成長創造了條件，為中國高等學校
教育科研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寶貴貢獻。他表示，獲獎

教師都是高校青年教師中的優秀代表，是國家高層次
人才隊伍的重要梯隊。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努力辦好
人民滿意的教育，這是新時期對教育發展提出的更高
要求。青年教師正處在事業發展的最佳時期，希望大
家把獲獎作為新的起點，在教學改革和科技創新方面
有所作為，為祖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貢獻。

霍英東教育基金會理事長的霍震寰表示，基金會
成立 26 年來，以雪中送炭為原則，以重點培育高校
青年人才為宗旨，對內地高校青年教師從事科學研究
活動給予資助，並對教學成果突出的青年教師進行獎
勵。他表示，很高興看到獲得基金會獎勵的青年教師
都成長為各院校各學科的帶頭人。

據介紹，成立於 1986 年的霍英東基金會設立高
等院校青年教師基金，為優秀青年教師從事研究工作
，提供每項課題5000至20000美元的資助；設立青年

教師獎，為在教學和科研工作中做出突出貢獻的青年
教師個人進行獎勵，每項獎金1000至5000美元。

醫護學抗逆 惠及病人

亞洲模擬法庭比賽雄辯挫14對手

▲中大法律學院奪亞洲國際模擬法庭比賽總冠軍
。 左 起 ： 李 俊 熙 、 徐 嘉 怡 、 教 練 Michael
Ramsden教授、梁雅珊、李俊江、教練麥銘賢

本報記者 彩雯攝

▲民建聯建
議，醫院管
理局應加設
深宵門診服
務，分流處
理急症室病
人。（左起
）民建聯衛
生事務發言
人葉文斌、
立法會議員
陳恒鑌

本報記者
鄧如菁攝

青年教師獲霍英東教育獎

▲醫管局高級臨床心理學家羅淑兒（右）和伊利
沙伯醫院非癌症紓緩治療護士潘佩賢（左）表示
， 「正向抗逆計劃」 幫助醫護人員處理壓力

本報記者 林丹媛攝

▲霍英東教育基金獎第13屆高等院校青年教師基
金及青年教師獎頒獎大會在京舉行，251名青年
教師獲獎 本報記者 吳昊辰攝

▲消委會首11個月收到外傭及中介公司的投訴增加兩成
半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