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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學副校遭「抹紅」退選教院
學生會恫言諮詢日圍攻劉駿 教界嘆大學任命政治化

曾鈺成宴請特首高官促交流

督導工程師：不知「鉛焊」可致「鉛水」
食水含鉛超標調查委員會聆訊
昨日再續，負責9條受鉛水影響屋
邨的總屋宇裝備工程師梁之光於
庭上供稱，1988年的英國標準已

標明焊料不能含鉛，故房署於2002年
修訂物料標準時，亦特別列明焊料不可
含鉛，認為屬穩健及實事求是的做法。
但他強調，食水含鉛事件發生前並不知
道使用含鉛焊料可導致食水含鉛，影響
健康。聆訊下周二再續，首間涉事總承
建商有利建築將有一名證人出庭，據悉
是公司的最高層，但官方未有透露名
字。
梁之光負責督導9個受鉛水影響的屋邨
設計及督導消防供水與水泵分判商。他
作供時表示，泵房所使用的物料需符合
英國及國際標準，即採用不含鉛的焊
料，並稱在核實物料樣本時未有發現任
何問題。他續說，曾參與當中4條屋邨的
水務工程物料核實工作，但他不可能長
時期督導地盤工作，故交予地盤專責小
組核實有關物料是否遵照合約規定。
調查委員會大律師許偉強質問梁之
光，1988年英國的標準已標明焊料不能

含鉛，而房署於2002年轉用銅喉並修訂
物料標準時，亦特別列明焊料不可含
鉛。梁之光回應表示，他並無草擬有關
條文，不知道背後理念，但認為此舉是
「穩重、實事求是」的做法。他續說，
知道鉛對人體有害，但不知道含鉛焊料
會影響食水水質及人體健康。

指焊料未必交房署審批
他指出，不一定要將焊料樣本遞交房

署審批，因為一般需呈交樣本的物料均
屬外露組件，房署需要透過樣本檢視其
外觀，但焊料等部件屬功能性配件，只
需查閱文件即可。他表示，功能性配件
即使有樣本也未能檢視其功能，而他在
食水含鉛事件前未有親身接觸焊料，只
是看過商品目錄上的相片。他建議房署
日後以機械接駁方式代替燒焊接駁食水
喉，但未來需要研究供應量及耐用性。
委員會主席陳慶偉表示，首批房署人

員已完成作供，決定多予一天時間讓涉
事總承建商有利建築的律師作預備，故
下周一會暫停聆訊一天日，周二再續聆
訊。 ■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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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局辦TSA研討
關注組盲挑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有見不少家長關

注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的執行問題，教育局昨日
舉辦家長研討會，但被「TSA關注組」質疑局方是
「突然舉辦」研討會，沒有網上宣傳亦沒有網上報
名，聲稱當局非真心誠意聽家長意見。教育局回應
指，昨日的研討會是透過各區家長教師會聯會邀請家
長出席，而有關邀請於上周五已發出。此外，當局亦
正在安排與不同意見持份者會面。
「TSA關注組」昨日到達研討會場地，但因為未有

登記而被拒入場。他們質疑活動的消息只有各區家教
會聯會主席才有，而關注組的成員則是前日才收到相
關電郵，但活動昨日就舉行，質疑當局「鬼祟」搞研
討會。
教育局表示，有關邀請於上周五發出，並指有見近

期社會上有對TSA的討論，局方決定由「基本能力評
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在未來數月就系統評估的
操作和不同實施的方案進行研究及檢討，並同時以不
同途徑收集各持份者意見，包括辦學團體、校長、老
師、家長等的意見，以協助系統評估的檢討工作。詹康信批「佔」青是「寵壞的小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去
年由反對派策動的違法「佔中」失敗
收場，特別是煽動所謂「公民抗命」
佔據道路的學聯及「學民思潮」更負
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責任。美國商會前
主席、Crown Worldwide Group公司
創 辦 人 兼 主 席 詹 康 信 （Jim
Thompson）早前出席公開活動時狠
批，策動「佔領」青年活像「被寵壞
的小孩」，常常只想「不勞而穫」，
又指青年入讀大學旨為接受教育，而
非讓他們「謀反搞事」管理香港。他
並批評，現時立法會逐漸拖累香港發
展，變成不斷爭論、凡事停滯不前的
社會。
詹康信日前出席由愛爾蘭駐港總領

事館及愛爾蘭香港總商會合辦的公開
活動時，分享其成功之路及營商心
得。在問答環節，有觀眾提到去年由
學生及年輕人主導的「雨傘運動」，
詹康信回應時嚴厲批評指，「佔領」
青年活像「被寵壞的小孩」（acting
like spoiled brats），「還記得我剛來
到香港時，本地人很多都生活在鐵皮

屋內，要偷電偷水才能生存。時至今
日，他們很多都已經成為這些『細
路』的祖父母，反觀，這些『細路』
現在能入讀大學，卻常常想要不勞而
穫。」

指立會現時模式累港發展
他有感而發地說：「我剛開始工作

時，口袋裡才只有1,000元，沒有經
驗，什麼都沒有。或許我的個案並不
尋常，但如果你希望人生有任何成
就，就只能像我一樣，由低做起，逐
步向上爬……坦白說，我對那些『細
路 』 在 大 學 裡 『 謀 反 搞 事 』
（rebellion）絕對沒有耐性。他們入
讀大學是為了接受教育，而不是讓他
們管理香港。」
詹康信並批評，現時的立法會審議

模式逐漸拖累香港的發展，「我認為
立法會現在的模式也逐漸拖累香港的
發展。英國人當權的時候尚會做實事
（make things happen），香港現在
卻變成只會不斷爭論、凡事停滯不前
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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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
校委會會議洩密事件餘波未了，台灣網上討
論區日前傍晚再次流出另一段港大校委會8
月會議的錄音，內容討論如何處分「7．
28」衝擊校委會議的滋事學生，包括疑似為
校委李國章者提出可以控告早前暴力衝擊校
委會會場的學生。李國章昨日強調，法治是
香港的核心價值，學生倘違法就需要負責
任。港大校委員前主席梁智鴻則指，根據港
大規例，倘有人投訴學生，將會交由校長跟
進，一旦有證據便會考慮成立紀律委員會調
查。
港大校委否決副校任命的錄音日前再次流

出，今次是疑似李國章的講話內容，他要求
對涉事學生作紀律處分，又指他個人也可從
民事及刑事控告學生。
李國章昨日以行政會議成員身份出席立法

會午宴，離場時被問到有關洩密事件。他沒
有直接確認錄音內容，但強調法治是香港的
核心價值，「不論是什麼人，學生又好，誰
人犯法都要負自己的責任，對不對？如果不
是的話，我們（香港）就喪失了我們的核心
價值。」
被問到他本人是否適合做港大校委會主席

時，他則笑言：「我想你要問（立法會教育
界議員）葉建源。」

梁智鴻：倘有證據 紀委會調查
梁智鴻在另一公開場合回應指，倘有人投

訴學生，將會交由校長跟進，一旦有證據便會考慮成
立紀律委員會調查。由於港大洩密風波已進入法律程
序，他不便再作回應，但重申校委會保密原則相當重
要，因可維持機構尊嚴及誠信，及能令會議有效進
行，並期望作為信託人的校委均能遵守有關原則。

馬斐森：刑事檢控由警負責
對疑似李國章者在校委會外洩錄音中提及可循民事

及刑事控告衝擊校委會會議的學生，港大校長馬斐森
昨晚在出席一活動時稱，稱這是對方的個人意見，應
該向有關人士查詢，而是否對學生提出刑事檢控，則
是警方的工作，倘有學生或教職員被控告，校方會按
照一貫做法提供協助。
馬斐森又批評，再有校委會會議錄音流出，違反了

會議保密的原則，損害校委會功能，對大學管理亦非
好事，他不希望洩密事件再發生。不過，校方早前已
經就此報警，法院亦頒下了臨時禁制令，相信校委會
不會再因有錄音在海外網站曝光而報警，而校方也沒
有足夠的資源去另行調查。
被問及新任校委會主席人選，他則稱不是由他決

定，但無論最終獲委任何人，相信對方都會盡力讓大
學運作順利，並以大學的利益為依歸。

一成半中學生淪「暴力戀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近年網上偶爾會

流傳年輕戀人掌摑或腳踢伴侶的短片，令人關注年輕
情侶間的暴力問題。一項調查顯示，一成半有戀愛經
驗的初中生曾被戀人暴力對待，或對戀人使用暴力，
當中以精神虐待最常見，其次是身體虐待及性虐待，
包括被強迫接吻、不使用安全套及強迫性交等。團體
建議應推廣對中學生的兩性和諧教育，以及培訓朋輩
輔導員，預防戀愛暴力。
是次調查由「和諧之家」於2013年9月至今年10月

間進行，大會以問卷形式訪問了全港各區共48間中學
的7,633名中一至中三學生，當中有近兩成、共1,458
人有戀愛經驗。在有戀愛經驗的受訪學生中，逾一半人
表示「戀愛關係中感到困擾」，一成半人指自己「曾經
遭受戀人暴力對待」或「對戀人使用暴力」，當中逾四
成為精神虐待，身體虐待及性虐待亦各佔近三成之多。
該團體認為，上述情況值得關注，建議加強教育青

少年有關戀愛暴力的認知，令他們提高警覺，避免悲
劇發生。此外，有見逾六成學生在感情上有困惑時傾
向找朋友協助，只有約三成會找家長、老師或社工求
助，團體亦建議要培訓朋輩輔導員，讓他們有正確知
識、技巧及社區資源去幫助有需要的同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昨日在立法會宴會廳宴請特首梁振英及多名官員，與
議員共進午宴，作輕鬆交流。期間，社民連主席「長
毛」梁國雄帶同示威物品進場示威，及時被保安員帶
走，未有影響午宴進行。多名議員宴後均表示，午宴
氣氛輕鬆良好，各方均能暢所欲言、坦誠交流，相信
有助改善特區政府及立法會關係，又期望日後可有更
多交流機會。
梁振英和各行政會議成員，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多名特區政府官員，昨日到立
法會與30多名立法會議員共進午宴，但反對派中只有
7名議員出席，包括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議員單仲
偕、黃碧雲，工黨主席李卓人、議員張國柱，梁國雄
及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公民黨、「人民力量」及
「新民主同盟」等反對派均缺席。

長毛示威被保安抬走
「長毛」在午宴開始前，與數名社民連成員，帶同

寫上「全民退保」的鐘型示威物品，在立法會示威區
向梁振英示威，其間更曾試圖走出示威區。最後立法
會保安以4人抬1人方式，將示威者逐一抬回示威區範
圍，被抬者包括「阿牛」曾健成、副主席吳文遠等。
梁國雄其後尚未心息，在進入宴會廳後再向梁振英

示威，向特首送上鹹蛋肉餅飯等「禮物」，聲稱對方
未有兌現標準工時立法和「全民退保」的承諾。曾鈺
成即時上前勸止，6名保安則擋在梁振英前面。最
終，保安取走「長毛」原打算交予梁振英的示威物
品，並將他帶離會場，未影響午宴進行。

議員：氣氛輕鬆 暢所欲言
梁振英和曾鈺成，及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環境局
局長黃錦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自由黨主席鍾國斌，和劉慧卿及張國柱一同
坐在主家席。午宴歷時約1個小時，多名議員均表
示，午宴氣氛輕鬆良好，有助改善特區政府及立法會
關係。

鍾國斌昨日透露，梁振英在午宴期間預祝各立法會
議員聖誕節快樂，他則笑指：「今（昨）天是
Thanksgiving Day（感恩節），應是先慶祝感恩
節。」大部分黨派均有議員出席，氣氛不太嚴肅，故
他也沒有討論什麼政治議題，「我們自由黨早陣子才
約了特首談施政報告內容，要講的都講了。不用經常
都太formal（正規），有時候與官員閒談都是一件好
事。」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則與行政會議成員胡紅玉、行政
長官辦公室主任邱騰華共坐一桌。他透露，會上與曾
任積金局主席的胡紅玉交流退休保障計劃意見。胡紅
玉則向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建議，
將香港特有的武俠小說及電影申請為非物質文化遺
產。
黃國健表示，是次午宴安排不錯，各人均能暢所欲
言、坦誠交流，「有時候官式場合說話不太方便，輕
輕鬆鬆反而可以交流得更透徹。希望日後可以多點交
流機會，不一定要食飯，相信對大家都是好事。」

劉駿出身於英文系，他在1982年起在蘇州大學擔
任英文系講師，1996年取得俄亥俄州立大學的

外語和第二語言博士學位，1998年加入亞利桑那大
學英文及語言學系任助理教授，2008年在該校創立
孔子學院，並擔任總監至2011年。其後他轉職至喬
治亞州立大學任國際合作平台協理副校長和孔子學
院總監至今。

履歷亮麗 曾獲美國務院頒獎
他具有豐富的教學及管理資歷，在喬治亞州立大學
擔任協理副校長時，推動該校與多個國際組織的合
作，並加強與中國內地、韓國、南非、巴西及土耳其
等地的聯繫。在2006年起，劉在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教

學組織（TESOL）擔任主席，在2009年起擔任世界
漢語教學學會（ISCLT）的副主席，同年他更獲得美
國國務院聯邦支援獎。另外，他在2012/2013年度獲
得 國 際 教 育 管 理 協 會 （AIEA） 主 席 獎 學 金
（Presidential Fellowship）。
雖然履歷表亮麗，但日前教院公佈劉駿獲推薦為研

究及發展副校長唯一候選人後，部分媒體和教院師生刻
意將其孔子學院院長的背景無限放大，稱他與內地「關
係密切」；教院學生會更在facebook專頁製圖，以大字
報形式渲染劉駿是「紅底」，毫無根據稱其任命會令教
院「赤化」，揣測他會干預學術自由，更呼籲師生出席
本於12月1日及2日舉行的諮詢日，似要圍攻劉駿。結
果，教院昨日公佈劉駿以個人原因退出遴選。

胡少偉：「白色恐怖」難請人才
教院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助理教授胡少偉認

為，部分媒體及學生將劉駿渲染成「紅底」的做法
是「白色恐怖」，令招攬人才的難度大增。

張民炳：亂扣帽子 港校失賢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認為，退選事件令人

遺憾，也是教院的不幸。他指有些人向劉駿亂扣帽子，
做法不公道，反映大學校園已事事政治化，想法狹隘，
並有以「圍攻」方式討論事件的非理性現象。他表示，
港校要從全球招募賢能，今次亂扣帽子事件不單趕走劉
駿，也嚇怕其他出色學者，更影響香港的學術形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香港教育學院日前才

公佈，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國際事務協理副校長劉駿

（Jun Liu）為教院研究及發展副校長的唯一獲薦人，但

教院昨日突然指劉駿以個人原因退出遴選，故原訂下月

初舉行的兩場諮詢會因而取消。據了解，劉來自內地，

曾先後出任亞利桑那大學及喬治亞州立大學兩校的孔子

學院院長，雖然他已在美國工作生活逾25年，但別有用

心者故意渲染其孔子學院的背景，揣測劉的到任將「染

紅」教院。教院指尊重對方的決定，但感到遺憾，委員

會會重新物色人選。教育界人士則慨嘆大學界的人事任

命已變得政治化，情況很不健康。

■■香港教育學院昨日公佈香港教育學院昨日公佈，，獲推薦的獲推薦的
唯一候選人劉駿退出遴選副校長唯一候選人劉駿退出遴選副校長（（研研
究與發展究與發展））一職一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現為美國喬治亞州立大
學副校長的劉駿，疑因政
治壓力退選教院副校一
職。 網上圖片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設午宴款待行政長官梁振
英、行政會議成員、政府高級官員和立法會議
員。 梁祖彝攝 ■梁振英與曾鈺成閒話家常。 梁祖彝攝 ■梁振英與警務處處長盧偉聰交談。 梁祖彝攝

■■李國章指李國章指，，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不論是什麼不論是什麼
人人，，學生又好學生又好，，誰人犯法都要負自己的責任誰人犯法都要負自己的責任。。

梁祖彝梁祖彝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