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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為免試引入非本
地培訓港人醫生而提出的
《2021 年醫生註冊（修

訂）條例草案》，日前在立法會首讀和動議
二讀，並按照《議事規則》二讀辯論中止待
續，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在本地醫生組織阻撓下，公營醫生鬧「人
手荒」，最終苦了病人，輪候急症室及專科
的時間不斷增加。政府提出修例，讓更多合
資格的海外培訓醫生來港執業，此舉無疑要
觸碰醫學界的既得利益，但市民大眾普遍支
持政府迎難而上，冀有效解決本港醫生長期
不足的問題。

本港有逾700萬人口，但人均醫生比例為
每千人只有1.9名醫生，是亞洲先進國家或
地區中最低之一，本港需要再多3,400名醫
生才能追上新加坡每千名居民對2.4名醫生
的比例，若要達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每
千人有3.4名醫生的水平，更需要多一萬名
醫生。

本港醫生人手嚴重短缺，其中一個主因為
非本地培訓醫生大幅減少，雖然不少港人子
弟都會選擇負笈海外，在歐美著名醫科名校
讀醫受訓，然而即使順利畢業，取得當地醫
生註冊資格，回港執業仍然困難重重，業界
聲稱考試實習等要求，是為市民「把關」，
確保外地受訓醫生與本地醫生水平相若，實
際醫委會執業試極度嚴苛，考生需一次過考
涵蓋一至六年級的課程，對於一個專科醫
生，即使有筆記亦未必一定記到，何況本港
的執業試是欠缺考試大綱及預習材料，最終

導致在港執業的海外醫生少
之又少，僅佔醫生人手3%。

礙於醫生業界的保護主
義，無論是增加醫科學生學
額，還是豁免海外醫生免試
執業，都並非易事，因而形
成一股「醫療霸權」勢力，特別是公立醫院
醫生動輒以罷工作為要挾，置病人生死於不
顧。就如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一班
醫護卻選擇做逃兵，無理發起罷工。特區政
府今次大膽提出修例，正好可擊倒本港積存
已久的「醫療霸權」，長遠提高本港的醫療
質素。

事實上，前世衞總幹事陳馮富珍、前中大
校長及中大醫學院院長李國章、港大醫學院院
長梁卓偉等，均是長期在香港服務的非本地畢
業生，一樣可以為本港醫療作出卓越貢獻。

新加坡引入海外醫生時，早已採取免試制
度，醫生須從認可的103間著名海外醫學院
畢業，同時須在新加坡醫學委員會批准的高
級醫生監督下執業兩年至四年，只有表現滿
意才可申請註冊執業。新加坡亦不時因應本
地醫科畢業生人數而調整認可醫院數目，照
顧到本地醫科生利益不會受損。

澳洲引入海外醫生時，有關人士須在英
國、美國、加拿大、新西蘭和愛爾蘭五個選
定地點通過醫學評估，然後完成一年監督實
習後方可申請一般註冊資格。這些例子證明
豁免考試不等於犧牲質素，目前最重要的考
量，是如何建立機制，確保海外培訓醫生的
質素有嚴格保障。

法援失職應追究 防止濫用確保法治公平
為避免「爆眼女」案濫用法援制度、攻擊政府的情況重演，法援署必須改革審批制度，對引起公眾

質疑的案件，當局須設立一個獨立的第三方進行徹查，向公眾詳盡交代原委，並對失職者作出適當懲

處；法援署應推行外聘大律師輪替制度，讓所有大律師公平接辦案件，為香港培訓出更多優秀大律

師，避免出現人才斷層。

龔靜儀 執業大律師

香港中律協創會會長陳曼琪、會長盧懿杏、
創會副會長黃國恩及數位理事會成員，日前與
法援署署長鄺寶昌及相關職員會面。其間，中
律協代表向法援署表達公平分配案件予每位合
資格的法援外聘大律師或事務律師的訴求。

公帑被漁利 原意被扭曲
就包括法援署分派案件的標準、法援受助人指

定律師等問題，中律協引述鄺寶昌表示，法援署
不容許非法援外聘大律師或事務律師處理法援案
件。要是此言屬實，為何法援署較早前又批准大
量不少既缺經驗又年資不足的大律師，以所謂不
收法援費用的方式，成為與修例風波暴亂相關案
件的代表大律師？據聞，這些年資不足的大律師
收了「612」基金的錢。出現這種情況，難道就是

法援署所指的「嚴謹制度」？

法援署代表在會上還指出，在分派案件時，
除考慮該律師是否符合法援署所訂資格，亦以
「法援受助人的利益」為依歸。以「爆眼女司
法覆核案件」為例，此案的目的，就是千方百
計、扭盡六壬，利用公帑濫用司法程序，從而
達到抹黑政府、不斷煽動被誤導的市民對警隊
和特區政府仇恨。傳媒更揭發「爆眼女」根本
無爆眼，法援署還要維護這種人的利益、還允
許其濫用司法程序攻擊政府？

6月2日，法援署署長鄺寶昌曾回應「爆眼
女」案件時稱，法援署原拒絕其法援申請，但
由於申請人其後上訴得直，因此在去年9月獲批
法援。

其實，按一般程序，法援署在委派代表大律
師之後，便會要求該大律師去給予意見，當中
包括勝算的機會；勝算不高的案件，法援署便

會撤銷之前批出的援助。「爆眼女」被法庭批
評「濫用司法程序」，到底當日代表「爆眼
女」的夏博義資深大律師是否向法援署提供了
錯誤的意見？還是夏博義已經如實向法援署申
報案件勝算很微，但法援署仍指示夏博義繼續
為案件辯護？法援由公帑資助，對於上述一連
串疑問，當局必須設立一個獨立的第三方對事
件進行徹查，向公眾詳盡交代原委；所有在事
件中失職的人士，不管其身份、職位如何，理
應受到適當的懲處。

法援應成栽培法律新秀平台
另外，現行法援的自行指定律師制度，也應

予以廢除。為免法援受助人再像「爆眼女」一
樣濫用法援制度，所有法援外聘大律師應該按
照姓氏的英文字母輪替，至所有合資格的法援

外聘大律師輪替一次後，可重新輪派案件。
事實上，所有大律師都要有認可學歷、經過

實習才可執業，法援署作為政府部門，有培育
新晉大律師的責任，而非只重維護早年入行者
的利益。只要有更多更公平接辦案件的機會，
所有大律師都可以循序漸進掌握打官司的技
巧，通過此方式更可為香港培訓出更多優秀大
律師，令整個行業的發展更健康。雖然夏博義
擁有豐富的打官司經驗，但他在「爆眼女」案
中的表現如何，廣大市民應心中有數。法院一
句「濫用司法程序」，對夏博義的批評一針見
血。

對比較複雜的案件，法援署可安排年資較深
的大律師與年資較淺、缺乏經驗的大律師，共
同代表相關受助人，確保香港不會在任何法律
範疇出現人才斷層的情況。

近日，香港善德基金會公布
一項有關「在學校進行國家安
全教育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54%受訪學校認為已準備好

推行國安教育，近九成學校盼加強推行國安教育
的成效。近七成學校表示教育局提供的國安教育
支援不足，其中有55%學校要求加強有關教師培
訓。上述相關數字反映出，大多數學校認同推動
國安教育有迫切性，而教育局在支援學校工作方
面仍有所不足。

過去幾屆「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均由政府委
託民間智庫承辦，活動規模不算很大。今年國家
安全日首次由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辦，舉
辦不同種類的活動供市民參與，而且連續主辦多
場研討會，可見特區政府對國家安全教育日的重
視。政府也應加大力度在全港學界層面推動國安
教育，教育局理應增加資源加強對學校支援。

「攬炒」思想實為挑動分裂陰招
自從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社會恢復平靜，但

外國反華勢力及本港一些極少數攬炒派仍死心不
息，利用各種機會妄想再煽動香港市民上街製造
事端。以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為例，明知有關集
會申請因疫情關係不獲警方批准，仍極力用各種
手段鼓吹香港市民參與，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借
此試探香港國安法的底線，挑戰國家維護主權安
全的決心，用心可謂十分歹毒。

除了攬炒派死心不息外，國際形勢亦有了新的
轉變。美國一直以不同理由和手段阻撓中國崛
起，一些國家在山姆大叔「手中大棒」的脅迫
下，也加入反華陣營處處針對中國，中國面臨前
所未有的兇險國際形勢，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嚴
重威脅。

先不說美國自特朗普上台，三番
四次對中國採取圍堵打壓政策，例
如發起貿易戰，以不同理由制裁中
國高科技公司等等。到了美國拜登總統上台後，
全面推動西方盟友聯合一起打壓中國，短短五六
個月，對付中國的手段層出不窮，並視中國為競
爭對手，公開宣示要加以打壓，預計將來美國會
全方位對付中國，防止其強國地位被中國取而代
之。拜登政府一方面積極拉攏原本敵視中國的西
方國家，例如「五眼聯盟」等；一方面煽動一些
亞洲盟友，例如日本、印度加入圍堵中國的行
列。未來美國必定以香港作為一塊跳板，利用香
港國際城市的地位和便利，從而通過香港對中國
進行種種危害國家安全的圖謀。

國安課題不能靠教師自行演繹
因此，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勢必提

高和引起全民重視。當然教育局在這方面責無旁
貸。據了解，教育局相繼公布中國歷史、歷史、生
活與社會、經濟等科目的國安教育框架，令有提供
國安元素指引的科目增至15個。教育局只在一些
科目中提供國安教育框架是遠遠不足夠。對前線
教師來說，最重要的是相關國安教材和針對性的
教師培訓，只有給予教師足夠的專門教材和教學
方法，方可令教師有足夠信心應付教學，而非由
教師自行演繹，以致傳遞錯誤的訊息予學生。

調查結果足以證明香港學校想做好國安教育的
意願，這是值得肯定和鼓勵的。教育局應盡快為
全港中小學教師安排全面、有系統的國安教師培
訓課程，公布了國安教育課程框架，亦應盡早推
出線上線下的專門教材供教師選用，更重要的是
借香港國安法的宣傳教育，加強學生國家安全的
意識及觀念。

加強國安教育認清國際複雜形勢
丁江浩 民建聯執行委員會理事 教聯會理事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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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打「台灣牌」又欠下
一筆賬。拜登政府繼續特朗
普政府的路數，6月6日派3

個參議員坐軍用運輸機竄訪台灣3小時。其
最直接的動機是「救蔡」，另一個目的就是
藉台灣疫情嚴峻，衝擊「一個中國」的紅
線。不過，這等雕蟲小技阻擋不了中國崛起
的步伐，也影響不了大陸對台工作的「節
奏」，小花招怎能影響中國大陸對台工作的
節奏？連台灣前陸委會副主委黃介正都說，
美軍運輸機來台，中國大陸是會把這筆賬記
下來的。

值得一提的是，美軍C-17運輸機飛台，
美軍也心虛，不但只停留三小時，還做足了
防禦準備，6月6日美軍印太司令部還調遣
了多架次戰機在台灣周邊活動，C-17運輸
機在松山機場停留的3小時，也做足戰鬥準
備。

耍小聰明衝擊「一中」紅線
特朗普政府下台前，打「台灣牌」可是打

瘋了，甚至還有人叫嚷要「美台建交」。他
想派當時的美國駐聯合國女大使到訪台北。
誰知，這架民用客機起飛了，在天上飛了幾
小時，然後返回降落了。這位美國女大使的
台北行程被取消了。連蓬佩奧自己去歐洲的
行程也取消了。他們心裏明白，這樣做的
話，特朗普政府會極度衝擊「一個中國」紅
線，嚴重違反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
莊嚴承諾，這樣是理虧的。

現在拜登團隊主理外交的「三劍客」國務
卿布林肯、安全顧問沙利文、印太事務官坎
貝爾，懂多一些外交規矩，也要陰險狡猾一
些。他們不叫現在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訪

台，卻找3個議員坐軍機竄台，無疑是耍了
小聰明，凸顯了美台軍事聯繫提升，既體現
美國對台灣防衛的承諾，也企圖從敏感的軍
事領域着手提升美台關係。

疫苗杯水車薪政治凌駕抗疫
拜登「三劍客」挑台灣疫情嚴峻這個時

機，讓政客坐軍機降台，是頗費了一番心
思。他們的小算盤是，如果解放軍此時以軍
機過台海中線、甚至飛越台灣本島上空的動
作，來反擊美國衝擊「一中」紅線，那麼，
可能會惹起台灣民眾誤解。事實上，這一段
時間，解放軍常態性的「繞台」飛行減少
了。筆者相信，大陸方面本來就一心要支持
台灣民眾抗疫，包括捐贈疫苗，希望台灣早
日走出困境，故此在正常的台海軍事訓練上
也作出合適安排。可是，蔡英文政府繼續以
政治凌駕抗疫，拒絕大陸疫苗，延誤救治，
使到台灣的疫情失控失救。連日來台灣新冠
病患者死亡人數都在雙位數，最令人擔心的
是，有不少病人死亡後才驗出是陽性帶病毒
者。這一定程度證明蔡英文防疫體系的崩
塌。

也正因如此，蔡英文及其團隊民望急速下
降，危及政權。所以，筆者認為，美國3議
員竄台三小時、承諾捐贈75萬劑疫苗給台
灣，就是緩和台灣民眾因缺疫苗而不滿蔡英
文的情緒。但是，杯水車薪的疫苗，遠遠不
能滿足台灣2,300萬人的需求，反而更多人
學台北市長柯文哲所說：萊豬吃了，軍火買
了，疫苗才給一點點。美國派政客坐軍機竄
台，以及所謂的捐贈疫苗，既不會使其陰謀
得逞，台灣在抗疫和政治上也得不到任何好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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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上月底委任四名大律為資深大律師。
要成為資深大律師並非易事，他們獲任命後，現
時合共只有105名私人執業的資深大律師。

資深大律師是大律師公會的領導人物，負責處
理許多重要的案件、制定標準以及履行公共責
任。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最終會晉身司法機構擔任
律政司職務。

本年度的委任典禮首次由新上任不久的終審法
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主持。他在演辭中寄望新晉的
資深大律師在「專業上繼續精益求精，迎接這新
階段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這是例行講詞，但
張舉能還特別呼籲資深大律師必要時要為維護司
法機構發聲。

2019年修例風波以來，一些資深大律師挺身而
出維護本港司法機關，反駁反華勢力的惡意誹
謗，但也有很多資深大律師選擇保持沉默，真教
人失望！香港大律師公會擁有國際人脈，它的領
軍人物理應致力宣傳本港司法機關在維護法治方
面的優秀表現。畢竟外國媒體和法律協會對香港
政府和警隊的負面消息照單全收，所以若果大律
師公會能夠做到像張舉能期望的那樣，出一番力
維護司法機關的聲譽，揭露反中亂港分子的抹黑
行動，該有多好！

外籍資深大律師若能挺身而出，更是事半功
倍。譬如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他身為英國
人，比任何人更適合向英國傳遞香港擁有一流的

司法機關這樣的信息。夏博義和他的前任戴啟思
一樣，經常樂此不疲地批評當局，但現在香港司
法機關遭到外國政客抹黑，他應該一馬當先挺身
而出維護香港的司法聲譽。

4月16日，包括黎智英、何俊仁和吳靄儀在
內的9名被告因為參加2019年8月18日的非法
集會而被判處8至18個月監禁，他們的外國支
持者對判罪表示不滿，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史墨
客公開聲稱被告「因和平集會而獲罪，令人感
到非常不安」。在胡雅文法官被詆毀而深感不
安的情況下，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有出面維
護她的聲譽嗎？夏博義有與外國傳媒和法律協
會聯繫，向他們解釋胡雅文和所有法官一樣專
業公正並依法作出了獨立裁決嗎？他有沒有告
訴他們，香港上訴法庭享有崇高聲望， 而被告
不服判刑可以提出上訴？夏博義若果沒有這樣
維護香港的司法機構聲譽，他欠港人一個交
代。

香港大律師公會的成員，無論是資深大律師還
是普通大律師，都希望夏博義等能夠仗義執言，
在海外維護香港的司法聲譽。身居領導地位的人
不挺身而出，許多大律師保持緘默也就不足為奇
了。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文原文

發表在《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有刪
節。）

大律師公會應反擊外國政客抹黑香港司法
江樂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