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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黨劉其烽洩440選民資料認衰
稱「一時疏忽」被批馬虎 民建聯柯倩儀憂釀網騙

上水天平東選民謝小姐昨日向傳媒投訴
稱，她開啟劉其烽寄給她的電郵時，

發現該電郵詳細記錄同區440名選民的電郵
地址。她質疑，劉其烽把440個電郵地址全
部放在收件者（To）一欄，而未有使用到
密件副本（Bcc），令他人清楚看見其餘選
民的電郵地址，意味着其電郵地址也可以被
其他收件者看見，私人資料公諸於世。

選民：道歉於事無補 決私隱署投訴
謝小姐說：「以往選舉都是透過電郵方式
接收侯選人資訊，一直相安無事，今次的低
級失誤屬首次遇上。」其後，她收到劉其烽
電郵，為今次錯失道歉認錯：「我深感抱

歉……我保證日後必定妥善處理，加以檢
查後才發出所有電郵，嚴格保障你的個人
資料。」不過，她認為一切於事無補，
「已經『覆水難收』，我打算向個人資料
私隱專員公署投訴。」
劉其烽昨日回覆本報查詢時承認，忘記

加密是個人錯失，「工作較繁忙，有疏
忽，有失誤，我責無旁貸，有錯就要認。」
他補充：「寄出後收到回覆，提醒我呢個問
題。我好快發現，都有補返個道歉聲明郵件
畀佢哋。」他承諾日後會小心處理，再找同
事核對後才發電郵。
被問及有選民表明會向私隱專員公署投訴

他，他稱會尊重選民，因為他「確實做
錯」，又不認為是次事件會影響選情：「選
民會決定。唔講今次嘅事，我對選情有信
心，選民睇到我政綱、政績。」

用前已簽保密協議 不應求其是旦
天平東民建聯侯選人柯倩儀指出，根據選

舉事務處指引，侯選人使用選民個人資料

前，必須要先簽署保密同意書。選舉事務處
收到參選申請表格後，已向每位候選人提供
小冊子及光碟，內裡有詳細指引，提醒候選
人務必謹慎處理選民資料。
她續說，自己於本月9日報名，隨後在15

日收到選舉事務處小冊子及光碟。據了解，
劉其烽於本月2日報名，應較她早7天收到
守則冊子，「選舉事務處隻光碟都有啟動形
式，確認後先再寄password（密碼）去電
郵，有password先開到隻光碟。選舉事務處
都好小心處理資料。佢（劉其烽）唔應該心
急做事，求其是旦就算。」
柯倩儀批評：「用選民資料前簽咗名承諾

保密，佢唔應該犯呢個錯誤。」她強調，電
郵外洩後果可大可小，因為電郵地址都屬天
平東居民，大家左鄰右里互相認識，日後或
會發生意料之外的惡果，「網絡世界好多行
騙個案，可能會有人利用電郵做非法行
為。」

網民質疑劉「不學無術」犯低B錯誤

有市民在社交網站批評劉其烽。一姓趙網
民質疑他「不學無術」。報稱在英格蘭的華
威大學畢業的姓范網民則寫道，「正××
仔！超極低B錯誤。殖民主黨，What can

you expect？（你還可以對它有甚麼期
望？)」
天平東區侯選人還包括報稱獨立的余智

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個

人私隱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天平東

民主黨侯選人劉其烽被投訴以電郵方

式寄宣傳信給選民時，未有為電郵加

密，導致440個其他選民電郵地址外

洩，有選民表明要到私隱專員公署投

訴。劉其烽昨日稱，自己是因為「工

作繁忙，一時疏忽」，向選民致歉，

又稱尊重選民向私隱專員公署投訴他

的權利。同區民建聯候選人柯倩儀擔

心，有關電郵資料外洩會引致日後網

絡行騙個案，並批評劉其烽做事馬虎

心急，犯下不應該犯的毛病。

■劉其烽急發道歉電郵，承認外洩選民電郵地址。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
莎）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
（THE）近日公佈2015/16年
度世界大學「人文藝術」學科
排名榜。其中，香港大學排名
第四十四位，較去年下跌一
位，與其研究被引用次數及行
業收入偏低有關。

研究引用次數行業收入偏低
THE按6個主要學科作分類

排名，繼早前公佈了「臨床、
臨床前及健康」學科排名，日
前再公佈「人文藝術」學科排
名榜，並按大學在教學、研
究、研究被引用次數、國際視
野及行業收入共5個項目的表

現排序。港大今年總分為60.3
分，是香港唯一躋身百強的大
學，與東京大學同分並列。
值得注意的是，港大有關分

數雖較去年56分為高，但排
名卻下跌一位至第四十四位。
各分項中，港大國際視野評分
最高，達97分，但行業收入
僅得43.2分，研究被引用次數
亦僅得56.4分，因而整體評分
被拉低。
至於亞洲其他排名較高的

則有以51.4分到第七十位的
新加坡國立大學。全球三甲
則由史丹福大學、哈佛大學
及麻省理工學院3間美國院校
包辦。

陳家洛空降遭陶君行揶揄古惑仔

「人力」調「快咇」空降 前義工批「玩支持者」

THE人文藝術榜 港大排名跌一位城大「撼莊」「反枱」網民：似「黑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暴力文化已在大學校園
「生根」？網絡昨日瘋傳一名城市大學學生，在該校商學
院及學部聯會幹事會為兩支候選內閣舉行的公眾諮詢會上
「反枱」，怒罵有關候選內閣。網民紛紛批評該學生所
為，有人形容其所為「有如黑社會」，有人更揶揄道：
「呢啲咪時下大學生囉！」
據該段網絡瘋傳的影片示，兩支候選內閣成員正在台上
時，一名坐在旁邊的學生突然「反枱」，並衝前怒罵台上
學生。由於收音問題，該人怒罵內容含糊難辨。其後，有
疑為城大學生者指，是次事件發生在城大學生會第四屆商
學院及學部聯會幹事會昨日為兩支候選內閣舉行公眾諮詢
會上。

疑人fb遭大量留言「攻擊」停用
據指，有關候選內閣回答問題前，要先介紹參選界別、
參選職位、姓名及學生編號。有候選內閣成員在介紹環節
時被「上莊」質疑「連名都讀唔好」，於是憤而「反

枱」，並批評候選者不認真。有網民其後更「起底」，指
「反枱」者為第三屆商學院及學部聯會幹事會會長鄭×
霖。據指，該名學生facebook戶口已因受到大量留言「攻
擊」而暫停使用。
網民紛紛轉載影片並批評該學生所為。網民「Stanley

Siu Hang Yim」揶揄道：「×！張枱無做錯！」
「CuRtis Lam」稱：「你有想過桌子的感受嗎？沒有，
你只有想到你自己。」「Timothy Ip」則稱：「下次反枱
前記得加盒蜀（黍）米肉粒飯、奶茶增強效果。」
不過，大部分網民的批評都沒有這樣「客氣」。

「Kelvin Au」 罵道：「做乜×，黑社會咁！」
「Aragorn Ho」質疑：「黑社會玩恐嚇？」「Yip Sing
Yin」稱：「好核突好樣衰，呢啲叫大學生？有冇讀過書
啊？」「Tommy Tong」道：「大學變咗爛鬼樓。」
「Canice Lau」更稱，「呢啲咪時下大學生囉！台下就衰
過黑社會，教𡃁 唔係得把衰聲識粗口就得㗎，台上就一班
白痴！讀書唔見有團火！垃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公民黨成
員湯家驊早前退出公民黨及辭去新界東立法會
議員職位，令該選區騰出議席，各政黨均虎視
眈眈。特區政府昨日刊憲公佈，是次補選將於
明年2月28日舉行。一直為外界盛傳接棒的
「湯家驊徒弟」、公民黨成員楊岳橋表達其
「積極考慮參選」意向，又稱會等候該黨決
定。正籌備組黨的「新思維」召集人狄志遠則
表明，有意派人與之爭奪。民建聯表示，會積
極研究是否派人參選。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侯
志強則宣稱，有意加入戰團。

楊岳橋已向公民黨表態參選
選舉事務處會昨日刊憲，公佈新界東議席補

選將於明年2月28日舉行，提名期由明年1月5
日至18日。 本身盛傳會出戰此席，獲湯家驊
「點名」的接班人楊岳橋昨日稱，他已按該黨
程序提出其積極考慮參選的意向，並等待該黨
決定。
他稱，是次補選勝出的議員雖然任期僅數

月，個別黨或人士也未必有充足資源於短期內
應付兩次選舉，但根據法例，每個選區皆有其
特定數目的議員，而身為市民代表，一旦出
缺，仍需要按法例補選。被問及自己有否信心
勝出，他則稱一切言之尚早。
「泛民會議」成員之一的民主黨，則估計不

會參選。該黨立法會議員單仲偕稱，新界東議
席原由公民黨議員所擔任，所以公民黨若有意
派人參選，民主黨估計無計劃派人出選有關議
席，但稱有關決定為該黨決定，「泛民會議」
並無討論補選安排。

狄志遠：給選民「另一個選擇」
狄志遠則稱，其組織會積極考慮參選，通過

走入議會推動組織的政治理念。他稱，「新思
維」強調走中間路線，讓選民「另一個選
擇」。被問到會否與其他反對派協調，他則稱

該組織僅與他們「簡單交流」，但暫無有關將來協作的
定案。
侯志強昨日亦稱，他正積極考慮參選，但有待鄉議

局作最後決定。他稱，鄉議局認為，新界區已登記選
民達40萬，若他們不參選為自己爭取權益「非常可
惜」。

葉國謙：「鄉事派」友好 可再討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指出，該黨積極研究是否派

人參選，目前正考慮多個因素，因此暫無決定。他解
釋，民建聯需要考慮當選者任期短，須研究參選人勝
算、黨內在選舉期間投入的資源能否配合、與其他建制
黨派的協調，以及集中資源應付明年9月立法會選舉會
更合適。
他續說，目前民建聯正全力準備區議會選舉。是次補

選於明年2月舉行，他們尚有足夠時間作進一步研究，
或與其他建制黨派協調，並致力了解各政黨看法，從中
商討如何合作。對於身為「鄉事派」的侯志強稱有意參
選，他強調，「鄉事派」是友好團體，若他們派人出
選，大家可以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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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鍾立）公民黨立法會議員
陳家洛為了參加明年立法會「超級區議員」選舉，不惜和同
屬反對派的「人民力量」主席袁彌明的「手下」「爭位」，
在今年區議會選舉空降到海怡東參選。前「社民連」主席陶
君行近日在網台電目中，「力撐」袁彌明「××」陳家洛
「空降」參選，又稱他為「古惑仔」，更大爆他為要當公民
黨「大佬」而「出賣」同黨。

陶稱為袁彌明「××」陳
陳家洛決心「空降」海怡東，硬撼由袁彌明牽頭成立的

「海怡關注組」代表區元發。袁彌明以「受害者」身份要求
陳家洛轉區，反遭陳家洛揶揄她是因為自知勝算不高，才試
圖借他過橋以「華麗離場」。社民連成員陶君行近日在網台
節目稱，他要為袁彌明「××」陳家洛，更力數陳家洛「劣
蹟」。
他稱自參與「學聯」至今，陳家洛一直「犯罪憎」，「在
公民黨中，唯一最不可靠的，實不相瞞就是陳家洛。他是我
那代的學聯人，所有人都講佢壞話，正一『古惑仔』，很多
計算。我撐袁彌明，人哋有傾向『民主派』人士參選，你臨
尾走落去，輸梗咁濟。有人話我知，大家正在協調參選，陳
家洛竟主動『爆料』畀《蘋果日報》，臨急抱佛腳。」

陶君行翻舊賬稱：「陳家洛當日與（真普聯召集人）鄭宇
碩競逐公民黨主席，曾經表明不競逐立法會議員，最後咪
『走數』。不單止『押』陳淑莊參選港島，又叫『阿姐』
（余若薇）排名第二參選新界西，分明想做大佬，正一古惑
仔，袁彌明×得啱。」

陳女兒受牽連 遭社民連支持者「品評」
陳家洛被罵，其女兒也受牽連，遭社民連支持者「品

評」。該網台節目另一主持人，是社民連成員曾浚瑛（網名
金鷹）。他在該節目後在facebook中發帖，貼上陳家洛與其
女兒合照，稱陶君行對陳家洛的評論「並非我的立場，希望
家洛兄『一家』明白」，其好友就在帖子貼上一些不正經的
留言。
「Joe Leung」稱：「為咗攪人哋四個囡囡，金鷹不惜賣友

求榮。」「Tofabov Loh」更聲言：「稱家洛兄，你想玩勾義
嫂，還是叔姪戀？吼人千金，自降一輩，稱家洛叔叔吧。」
「Jukulm Shin」聲言：「其實金鷹可以先（身）入家洛
團隊，再以（身）教糾正所有人，使他們歸正途。」
海怡東參選人還包括報稱獨立的林啟暉，「海怡關注

組」區元發。海怡西候選人還包括競逐連任的新民黨陳家
珮。

■陳家洛被罵，其女兒也受牽連，遭社
民連支持者「品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人民力量」近日為
區選爆發內訌。有「人力」前義工、自稱仍為該黨支
持者在網台節目中，批評「人力」派出「快咇」譚得
志出選小西灣選區，並質疑對方在選後定會「拍拍屁
股」就走，是在「玩弄支持者」。此舉引起「人力」
高層反擊，批評對方是「鬼」，又指他是要向「人
力」宣戰。該「人力」義工稱被對方「抹黑」，聲言
要「爆大鑊」，看來將有好戲連場。
「快咇」早前聲稱，今年區議會選舉會到天水圍天
耀選區狙擊當區區議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
並在該區「積極工作」。不過，得悉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王國興今年參選小西灣後，「人力」就突然派「快
咇」到小西灣參選。「人力」義工、網名「Tony
Choi」在本月16日一個網台節目上，批評「人力」
派「快咇」空降小西灣參選。

高層「自以為高高在上」離棄義工
他更質疑「人力」的所謂「狙擊」，往往「選完拍
吓屁股就走，離棄個區嘅選民」，又質疑「人力」曾
稱「快咇」會在明年立法會選舉參選九龍西，果真如
此，「人力」就會離棄小西灣選民，此舉是在「玩弄
支持者」，又稱「人力」義工過去有二三千人，現在
只剩五六十人，是因為該黨高層「自以為高高在
上」，離棄義工。

袁彌明夫林雨陽問是否「想開拖」
其後，「人力」高層猛烈批評「Tony Choi」，包
括「人力」主席袁彌明丈夫林雨陽。他在fb發帖稱：
「活到四十歲，你總遇上一些憎恨你的壞人。若然沒

有，証明自己沒好好做人。」其後，他在另一則帖子
中稱：「若然你想開拖，你最好準備打贏兩個。」有
關留言獲「人力」議員陳偉業、「人力」成員歐陽英
傑等「讚」。
「Tony Choi」在其 facebook以「茶餐廳」論還

擊，稱自己「去一家幫襯咗好多年嘅荼（茶）記食
嘢，見到好少客，冷冷清清，支持多年，都係坐低
啦，跟手叫咗個蛋牛治，一食落口咸（鹹）到飛
起，於是走去同老闆講，點知個老闆好大反應，即
時指住我話我搞×佢，又話我係壞人……最好笑係
得番（返）兩三枱客，話我抹黑間茶記，佢哋日日
食都唔覺得咸（鹹），係你話咸（鹹），有咩居心
呀……」
雙方支持者在網上爆發罵戰。「Tony Choi」其後

再發帖稱：「本來唔想講到咁白，留番（返）少少面
比（畀）佢地（哋），既然佢地（哋）咁沙塵，仲敢

黎（嚟）抹黑」，於是聲言會在其網台節目上「爆
料」，「面係人地（哋）比（畀），架係自己丟既
（嘅）！本來應承左（咗）幾位老朋友唔再爆，不過
人地踩到上心口，要反擊！」
有網民就在帖子留言稱：「有啲意見話點解要公
開講，唔PM（私訊）比袁（彌明）主席？要批
鬥，唔係想解決問題，只製造公敵」。「Tony
Choi」稱：「佢私底下鬧得仲勁！」
有人則翻「人力」舊賬，稱在「佔領」期間，
「我同年輕人冒險死守鬥差佬，人力就在後面執嘢
走，……人民在付出在戰鬥，人力就走佬，沒有與
人民站在一起，仲話自己係『人民力量』。我地
（哋）成功守住佔領區後，人力又返黎（嚟）留守
開咪，.......呢 d（啲）係不知羞恥。投票我寧願投
俾年輕人，俾佢地（哋）信心全身參政，都唔會投
俾犬儒老油條！」

◀「人力」前義工質疑「快咇」譚得
志出選小西灣選區，選後定會「拍拍
屁股」就走。圖為「快咇」早前參加
非法遊行。 資料圖片

▲Tony Choi與袁彌明網上對罵。

■網上瘋傳一名城大生在公眾諮詢會上「反
枱」，怒罵有關候選內閣。網民紛紛批評該
學生所為。

「反枱」連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