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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校委會早前就會議錄音
外洩向法庭取得臨時禁制令，禁止
電台繼續播放有關錄音。7個新聞
工作者團體隨即發起聯署，要求港
大自行撤回禁制令，讓電台可以繼
續在大氣電波上播放非法得來的錄
音。同一時間，陳文敏擔任港大法
律學院院長時的得力手下張達明亦

附和指，據他所取得的禁制令內容，當中有一項條款
涉及公眾領域的豁免，「是好重要的條款」云云，意
思是這次洩密應予豁免。
新聞團體維護言論自由沒有問題，但不能鼓吹以偷
錄、盜竊的手法去獲取新聞消息，這種鼓吹以非法手
段取得消息的做法，是對新聞自由、對港大的最大傷
害。新聞團體理應關注業界操守，提升從業員的質
素，更不能鼓吹偷錄竊聽手段，成為洩密者的幫兇。

現時7個新聞團體要求港大自行撤回禁制令，變相袒護
這種非法竊聽的歪風，鼓勵更多別有用心者偷錄他人
說話，以作為政治武器。這種風氣極不健康，也違反
了新聞的專業。有關新聞團體應該做的是譴責這種竊
聽手段，而不是反過來支持縱容，否則就是對本港新
聞自由的最大傷害。
至於張達明，身為法律學系講師，面對公然違法的偷

錄行為，竟指沒有問題，更以所謂「公眾利益」作為保
護傘，這種法律觀令人驚訝。雖然違反保密協議並非刑
事行為，亦無刑事法例處理，但基本法第三十條規定：
「香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受法律的保護」，市
民之間的通訊受到法律尊重。如果洩密者是刻意偷錄機
密會議內容，意圖導致他人蒙受損失（包括金錢及名
聲），更可能干犯「有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名，
被定罪者最高刑罰為監禁5年。可見，有人在校委會會
議上有預謀地偷錄發言，再將聲帶逐段發放用作攻擊某

些校委，絕對是觸犯法律。張達明對此視而不見，他的
法律學位究竟是從哪裡取回來的？
至於他引用「公眾利益」作辯護，指事件屬「公眾
領域」更是引喻失義。港大副校長風波本質上是一個
人事任命，屬於港大內政，外人不容置喙，也不能干
預校委會的決定。既然事件完全屬於港大內政，請問
與公眾利益有何關係？又如何涉及到「公眾領域」？
有人指因為港大靠公帑營運，所以任命副校長也屬於
公眾利益，這是無限推演、上綱上線。如果按這樣的
邏輯，港大將來就任何校政、就任何人事的升遷、任
命作出決定，外界都可以「公眾利益」為由插手干
預，港大還何來「院校自主」？反對派人士一直說要
捍衛港大的「自主」，但他們卻將大學校政與「公眾
利益」掛鈎，實際上就是為干預校政作鋪墊。張達明
要支持陳文敏沒有問題，卻不應扭曲法律。為了政治
目的而隨意曲解法律，只會損害法律的尊嚴，也破壞
香港的法治基石。張達明身為法律教師，在事件上不
斷扭曲法律，實在令人失望，也令人驚覺陳文敏在法
律學院主政以來，提拔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人。
正如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指出，普通法中有機

制平衡保密義務及資訊自由。他相信到正式聆訊階
段，法院會就複雜的利益平衡作出公正裁決，這亦是
香港市民會樂於見到。他又認為，臨時禁制令顧名思
義只是暫時安排，相信不會對新聞自由有太大影響。
簡單而言，就是現在並沒有理據去質疑禁制令的決
定，而且既然法庭已發出臨時禁制令，社會就應遵
從，但所謂新聞團體及張達明之流卻不斷找各種理
由，企圖推翻禁制令，難道這就是尊重法治的表現？
為什麼同一所港大法律學院，教師之間的水平差距可
以這樣大？
其實，反對派利用外圍組織及政治學者否定禁制
令，目的不過是要繼續把水攪渾。反對派掌握了校委
會的錄音，本來打算以「擠牙膏」方式發放，以打擊
看不順眼的校委，繼而震懾其他校委，在校委會內製
造寒蟬效應。反對派利用副校長風波發難，真正對準
的是大學管治權。因此，他們當前首務就是要繼續抹
黑、攻擊校委，下一步就是否定特首擔任校監及委任
校委的權力，最後將港大管治權控制。因此，他們自
然希望港大愈亂愈好，這才是港大風波的根源。市民
應看清這些人的真面目。

新聞組織豈能鼓吹偷錄竊聽？ 郭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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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 方式的教學評估，早已在一些先進的國家推
行。TSA目的在於較為準確地判斷學生的學習水準和
能力，以利於學校因材施教以及取得教育局給予相應
支援。此事原無爭議，只是有辦學團體利用TSA為團
體內的學校「排名」，而部分學校則認為是所謂「殺
校」的評核標準，於是為「排名」而過度操練學生。
部分家長透過電子平台提出取消 TSA 的訴求，一個
「爭取『取消小三TSA』」的facebook專頁得到一些人
呼應。

公民黨把TSA操作為選舉議題
公民黨猶如鯊魚嗜血一樣，嗅到氣味就急忙高調介

入，迫不及待把TSA操作為選舉議題。公民黨主席余若
薇搶先在10月22日撰文將TSA「政治化」，聲稱政府施
政不得民心，「例如小三、小六和中三學生要接受的

『全港性系統評估』（TSA），令他們要做大量不必要
的習作，苦不堪言，家長怨聲載道」云云。接，公民
黨10月26日發起為期約兩星期的簽名運動，要求教育局
廢除小三TSA。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洛亦會於今日的
立法會會議中，就廢除小三TSA提出口頭質詢。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批評公民黨將TSA爭議「政治
化」，認為公民黨將議題「炒起」是為在區選中爭取
選票。公民黨秘書長賴仁彪回應稱，公民黨表態支持
取消小三TSA，是回應「爭取『取消小三TSA』」群
組要求該黨就事件表達立場云云。這是典型的為了選
票而跟從民粹起哄，把學生福祉作為犧牲品。

TSA是旨在了解全港學生中、英、數3科基本能力的
一個測試，此測試不記名，成績也不記入學生個人學
業成績之內，目的是要知整體大概。有了TSA測試指
標，可以讓不同持份者對學生的學習有更全面和數據

化的掌握。評估安排在小三、小六和中三的3個學習階
段結束前舉行。其中小三TSA有其必要性，因為小三
是學習差異的轉捩點，目的在評估學童的學習水平，
得出數據，供學校因應加強和改善。TSA 推行逾 10
年，證明這是能夠全面、客觀、真實地測定出學生的
學習能力的方法。公民黨把TSA說得一無是處，這絕
不公道，對香港教育發展有害無益。

公民黨罔顧學生福祉
TSA是個掌握、監督和提高學習效能的測驗方案，

有助學校改善教學情況。TSA的問題，在於有些小學
為取得更佳的評估成績而令學生反覆「操練」，因而
使學生承受壓力。公民黨若真心關心此事，應該要求
教育局使TSA回復本來面貌和職能，而非輕易地要求
廢除。公民黨為了選票要求取消TSA，但公民黨卻提
不出更有效、更全面的測驗方案來掌握學生的學習情
況，這是罔顧學生福祉的做法。

教學評估（Assessment）是通過評估學生學習成績而
進行，一方面是對教師教學效果的評價，另一方面是
對課程的評價，西方教育界愈來愈多使用教學評估這
個術語，用來描述教師有目的地對所有與學生和課堂
有關的原始資訊和資料的收集和綜合。目前，西方先

進國家的教學評估功能，從重
視鑒定品質、區別優劣轉向重
視診斷、回饋、激勵、改進，
即強調教學評估的教育性功
能，強調通過評估促進學生主
動、全面、可持續發展。

公民黨有破壞無建設
相比起來，本港TSA的主要問題出在操練過度。事實

上，TSA的考核表現對學生個人升中分配沒直接影響，
測驗成績也跟評定學校的banding無關。這樣的一個低
風險考試，出現學校爭相操練的現象，部分家長擔憂學
生負擔過重而提出改進意見，甚至有人要求取消，這本
來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教育部門對此也正在處理之中，
公民黨若真心關心TSA的問題，就要尊重教育的專業精
神，找出TSA理念與執行之間的落差，提出建設性的意
見，而非為了選票把TSA說得一無是處，並輕率地要求
廢除。此事進一步暴露公民黨有破壞無建設和自私自利
的面目，應該受到廣大家長和學生譴責。廣大選民也應
該識破公民黨把學生福祉當成撈取選票犧牲品的騙術，
勿讓其渾水摸魚，應對公民黨的騙術「票債票償」，在
區議會選舉中踢走此類政治騙子。

警惕公民黨將TSA「政治化」來撈取選票的行為
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存廢近期引起爭議，公民黨趁機將議題炒熱，竭力將TSA爭議

「政治化」，目的是企圖從中撈取區選的選票。事實上，區議會的職能與TSA議題並無直

接關係，公民黨為了選票把TSA說得一無是處，輕易地要求廢除，把學生的福祉當成撈取

選票的犧牲品，暴露了公民黨自私卑鄙的面目，應該受到廣大家長和學生譴責，廣大選民也

應該識破公民黨的騙術，勿讓其渾水摸魚。

佳叔：港黨無「第三路」阿湯盼中央「看更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全國港澳研究會
副會長劉兆佳（佳叔）近日發佈新書，提及中央與
香港反對派因普選爭議「勢成水火」，並置身「對
決」、「決戰」或「攤牌的局面」，又稱香港黨派
的主要分野，在於與中央對話合作還是鬥爭對抗，
沒有「中間路線」或「第三條道路」。
劉兆佳在近日發佈的新書《『一國兩制』在香港

的實踐》中提到，目前中央和反對派因普選爭議、
政改失敗而「勢成水火」，「嚴重缺乏互相尊重和
信任」，故「透過協商來解決雙方對『一國兩制』
的分歧是不切實際的」，「現在是中央與香港眾多
反對勢力的『對決』、『決戰』或『攤牌』之局，
並正值關鍵和嚴峻時刻，但最終取勝的必是中
央。」

他又分析稱，目前香港各黨派的主要分野，在於
與中央對話合作還是鬥爭對抗，並沒有「中間路
線」或「第三條道路」，「那些決意走既非反對派，
又非『愛國愛港』道路的人，經過一段時間後，多數
會成為『愛國愛港』力量中的反對派或改革派，或者
是建制派或體制內的改革派，又或者是忠誠反對
派，所謂的『第三條路』只是過渡的道路。」
「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回應稱，他看不到劉兆佳所講的是解決問題的方
法，「劉兆佳的言論，一是引發激進『民主派』將
鬥爭升級，又或者將所有『民主派』收納為建制
派，但這兩種可能性對香港、對『一國兩制』，甚
至對整個國家都沒有益處。我希望北京（中央）領
導人對香港政治情況會看得更加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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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大學就校務委員會
錄音外洩申請臨時禁制令，但反對派聲稱禁制令剝奪港
人知情權，又計劃申請成為申辯人。中大新聞與傳播學
院院長馮應謙昨日指，禁制令會對新聞自由造成影響，
但認為倘為了增加電台的收聽率，用公眾利益來包裝並
播出洩密內容是不理想做法，又呼籲傳媒不要成為政治
宣傳工具。
馮應謙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稱，保密原則原意是保護

不同聲音，但禁制令決定則本末倒置。港大倘就外洩錄音
事件成功申請禁制令，會對新聞自由造成影響，長遠損害
公眾利益。不過，他認為倘為了增加電台的收聽率，以公
眾利益包裝並播出洩密內容，是不理想的做法。

馮應謙：傳媒勿變政治宣傳工具
他解釋，媒體在理論上各有不同立場，但不應有雙重

標準，主持人有責任客觀分析，協助聽眾理解整段錄音
的實際內容。商台在節目內播出港大校委會會議錄音
前，也有責任向聽眾解釋播出的只是部分內容，並表明
不代表電台立場。商台作為持牌電子傳媒，處理今次事
件是否客觀或許會影響日後是否獲得續牌。
馮應謙又呼籲傳媒不要成為政治宣傳工具，希望香港

的傳媒緊守崗位。他同時鼓勵學生應有自己的堅持，中
立、客觀去報道，更不希望教育機構成為政治角力的平
台。

湯家驊：應申請禁播馮敬恩言論
資深大律師、「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昨日在接受

電台訪問時稱，禁制令附帶豁免條文，是要嘗試平衡各
方利益，但禁制令卻衍生兩點不同解讀：一、豁免只適
用於被告，其他人不受限制，若資料屬公眾領域內則不
屬於違反禁令；二、若被告透過違反保密協議取得資訊
上載公眾領域，任何人皆不可再報道，最終要視乎法庭
解釋。
他坦言，法律原則並沒有公眾知情權，「香港沒有竊

聽條例，假如竊聽者不受保密協議規限，法庭亦沒有權
限批出禁制令，常人或會感到匪夷所思。事實上，港大
學生會會長馮敬恩是首個違反保密協議的人，港大應該
禁制馮敬恩及禁制電視台播放其言論。我希望法庭能夠
就第五段關於公眾領域部分作適當澄清。」
被問及記協等團體聲稱要向法院申請成為申辯人，湯

家驊認為可能不大。他指，由個別傳媒機構申請會較
易，但記協已隔了一重，申請機會比直接受影響的傳媒
低。

與新聞自由無關
偷錄缺德違常規

在港大校委會入稟法院，並取得臨時禁制令
後，香港記者協會等團體日前到港大抗議，

聲稱有關禁制令會「打擊言論自由及新聞自
由」、「剝削公眾知情權」。記協昨日又發表聲
明，稱內幕人士向傳媒提供保密資料，往往是因
為既有的申訴、監察或制衡渠道失效，而「事涉
公眾利益」。「倘以保密凌駕公眾利益，將會削
弱輿論對權貴的監督。」

新聞團體威脅有動作
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主席羅燦昨日在接受電台訪
問時則稱，港大申請禁制令是「窒礙新聞自
由」，「校委會討論副校任命事件，基本上已涉
及公眾利益，故校委應交代會議討論過程，不能
以保密協議內容作『擋箭牌』。協會將密切留意
禁制令聆訊，不排除再有跟進行動。」

梁：採訪分具名不具名

身兼港大校監的梁振英昨日在行政會議前回應
是次事件時強調，香港社會行事有一定的規則，
而大家都應該遵守這些規則，尤其是這些規則已
經事先說明，「即使在新聞界當中，大家亦有這
樣的規則，而且大家都同樣遵守，大家都認為有
需要在共同協議的情況下共同遵守的規則，就是
什麼呢？有些時候一些採訪，有一些off-the-re-
cord（不公開）的採訪，大家新聞界都知道，新
聞界亦接受，運作比較良好。」
他續說，所有機構在事先說明保密的情況下有

人洩密，尤其是在與會者不知情下進行錄音，無
論這個錄音事後會發給傳媒，或是他自己用來作
其他用途，本身都是一個十分不道德和違反我們
社會行事規則的一種做法。
梁振英表示：「所以這件事我們要分開兩方
面，一個就是新聞自由。新聞自由的問題，大家
知道特區政府和我們全社會都非常非常重視；第
二方面，就是與新聞自由無關的，就是說，即使

這些錄音帶，他不交給新聞界，他在我剛才所說
的情況下進行錄音，然後拿來用作他自己認為有
需要的用途，本身這件事是十分錯的。」

誰接梁智鴻棒無消息
另外，被問及現任校委會主席梁智鴻任期即將

屆滿，但仍未任命新主席，梁振英說，「港大校
委會主席和尚有的委員空缺任命，我今（昨）日
是沒有消息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有傳媒取得港大校委會早前的會議錄音，更披露校

務委員李國章及紀文鳳的發言錄音片段。是次事件備受各界譴責，港大日前就此申

請禁制令。特首梁振英昨日強調，在與會者不知情下進行錄音，無論是否發給新聞

界或用作其他用途，這種行為本身是十分不道德的，也違反了香港社會的行事規

則，而這與新聞自由是兩回事。

正在美國華盛頓訪問的特區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表示，香
港特區是內地唯一實施普通法制度的司法管轄區，隨着亞太區
經濟發展及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影響，香港將提升及鞏固
其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中心的角色。圖為袁國強昨
與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公使李克新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袁國強談港優勢

■特首梁
振英昨日
指，港大
洩密事件
違反了社
會行事的
規則，也
是不道德
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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