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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慢創科發展 因反對派累港
特首駁斥莫乃光：創科設局拖足三年，「智城」談何超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反對

派近年在立法會事事拉布，其後再批

評社會發展毫無寸進，永續自己的政

治籌碼。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

光昨日就在港台節目《香港家書》

稱，羨慕新加坡發展智慧城市的速

度，批評香港發展緩慢。行政長官梁

振英在facebook發帖反駁，今屆特區

政府單是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就因拉

布而延誤了三年，向莫乃光發出連環

四問︰「新加坡有拉布的議員嗎？莫

乃光議員反對拉布嗎？新加坡有香港

這樣的反對派議員嗎？莫乃光議員願

意給予特區政府類似新加坡政府的權

力嗎？」

莫乃光昨日在其《香港家書》稱，香港
智慧城市發展落後，批評梁振英遲遲

未有提出相關措施，至2015年才說要將香
港發展為智慧城市。
他續批評，智慧城市項目如東九龍等至今
未有實際進展。他又反過來大讚新加坡的相關
發展，說當地政府支持創新科技，並期望下任
特首能加速推動香港發展成「智慧城市」。

莫乃光靠拉布推科技
對此，梁振英昨日在其fb發帖，反駁莫

乃光的指控。梁振英指出︰「本屆特區政
府，5年前就提出成立創新及科技局，因為
兩次被立法會反對派議員拉布拉死，延誤
了三年。特區政府每次向立法會申請撥
款，又被立法會反對派議員拉得沒完沒
了。遺憾的是，莫乃光議員作為代表資訊
科技界的議員，並沒有站在政府推廣科技
這邊。」
梁振英續反問道︰「請問莫乃光議員：新

加坡有拉布的議員嗎？莫乃光議員反對拉布
嗎？新加坡有香港這樣的反對派議員嗎？莫

乃光議員願意給予特區政府類似新加坡政府
的權力嗎？」
為了讓公眾自行判斷莫乃光言辭真偽，梁

振英指，若大家對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在創新
及科技問題上的表現有興趣，可以翻查立法
會會議記錄，「看看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在立
法會發言的內容是什麼，問了些什麼有助香
港發展創新及科技的問題。」
被梁振英反駁到應一應，莫乃光隨即在

自己fb發帖，轉移視線謂︰「可否多一刻
討論政策，少一刻政治分化？」至於自己

有無拉布，莫乃光當然無回應。莫乃光其
後又出帖稱︰「局已開，仲想賴議員賴到
永遠？」反將延誤責任推在政府身上，並
攻擊梁振英謂︰「所以佢咪無得留底
囉。」

275科技人聯署批莫
事實上，莫乃光任資訊科技界議員以

來，其中一件最「矚目」的事，就是有275
名科技界人士聯署發公開信表達對他的不
滿和憤怒，批評他作為資訊科技界議員，

只是從政治因素出發，阻撓創科局的成
立，「未能急業界和香港市民所急，也未
有用心聆聽業界的意見，未有盡力爭取成
立創科局。」

莫乃光厚顏搶功創科局政策
不過，莫乃光去年競逐連任立法會資訊科

技界議員時，竟在其競選網站將創科局推出
的政策寫成是自己的功勞，稱自己「成功爭
取」設立科技券和創科創投基金等，結果被
業界人士批評他說法厚顏。

大學宿舍雪櫃
的偷竊事件時有
聽聞，但連情侶

生日蛋糕也不放過就似乎太過分了。有
網民於「CUHK Secrets」facebook 專頁
發帖，帖中上載了一張男友所送的豬仔
頭生日蛋糕照片，但放進中大宿舍的公
共雪櫃後，慘被人刮了幾啖，該網民批
評賊仔無同理心及羞恥心。不少網民留
言大鬧小偷，有人則揶揄情侶蛋糕虐親
「單身賊」，有人則建議校方安裝閉路
電視揪出賊仔。
有自稱是中大崇基學院利樹培堂「新
宿」6樓宿生的網民近日在「CUHK Se-
crets」facebook專頁發帖指，男友精心策
劃為其慶祝20歲生日，訂製了一個好
「sweet」的豬仔頭蛋糕，連自己也不捨

得吃，打算放在宿舍雪櫃分幾日慢慢細
嚐。可惜，事後發現有水果圍邊的蛋糕，
只剩下一塊芒果及兩粒藍莓，豬頭旁邊更
慘被人刮了幾啖，「明明蛋糕牌上既
（嘅）字已經好明顯係情侶送（嘅）蛋
糕，點解仲可以偷得落，仲要咁樣刮兩啖
黎（嚟）食？」

事主：呢一刻真係好想喊
事主自嘲自己太天真，不敢相信中大有
人格如此低劣嘅人，「將人地（哋）珍而
重之既（嘅）野（嘢）咁樣去破壞，呢一
刻真係好想喊出黎（嚟）。」
不少網民留言大罵小偷。「Ares
Chan」謂，「真係要捉一兩個坐監，先
可以殺一警（儆）百。」「Regan Hui 」
亦稱，「校方應考慮裝閉路電視影住雪

櫃，鼓勵同學舉報jam野（嘢）行為，並
適時提供影片作證。」「Wing Ki Lee」
道：「應該係對情侶有怨恨嘅人所為sos-
ad。」「Miki Au Yeung」就揶揄道：
「就係情侶蛋糕，就咁啊～樓主～你個蛋
糕虐親單身賊。」
有網民則坦言，類似事件已發生過不

少次，事主沒有汲取教訓不值得同情。
「Shirasagi Kaede 」謂：「呢D（啲）
月經post開頭睇就覺得慘，但係當你發
現出極都仲有嘅時候，我真係只能夠得
罪講句，你地（哋）班弱智都抵×
死！」

■記者 周子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青年
新政」梁頌恆因宣誓辱華被取消立法會
議員資格，政治能量漸見萎縮，昨日又
再於台北出席論壇時播「獨」，重提其
「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
國）」的老調，並在教育、選舉等方面
唱衰香港，幾乎將內地人都劃為壞人，
就連同場嘉賓亦指出，如此思維十分危
險。

梁頌恆昨日出席《新新聞》30周年社慶
系列活動「兩岸三地新領袖論壇」，同場
者還有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楊岳橋，「台
獨」分子、「島國前進」發起人林飛帆
等。
梁頌恆在發言時稱，自己去年參選立法

會「走進體制」，是希望藉此「代表香港
人」向世界說「Hong Kong is not China
（香港不是中國）」，又同時為自己的行

為辯解，並打定輸數稱自己無機會再參
選。
另外，他更從不同事件唱衰香港，例

如「港獨」分子不符香港基本法而不可
參選立法會，被他說成「選舉權被拿
走」；部分學校推動「普教中」，他稱
為破壞香港人的「本土」意識；教育局
規定教師不能向學生鼓吹「港獨」，他
形容為「像文革」、「製造白色恐

怖」；就連150個與家人團聚為目的的單
程證名額，亦被他說成是「人口清
洗」。

fb玩直播 觀眾寥寥可數
他又不斷稱內地人搶奪港人資源，如

已經解決的北區學額問題，梁頌恆仍老
屈現時家長仍要通宵排隊云云。
不過，梁頌恆在該論壇的影響力似乎

有限，有關論壇的facebook直播，互動
人數寥寥可數。網民「David Fung」更
留言揶揄︰「呵呵，一堆狗屎在一起找
溫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教
育局將在全港推行基本能力評估研究
計劃（BCA，前稱TSA全港性系統
評估），政府及教育界人士過去多番
解釋BCA能提供數據促進學生學
習。嘉諾撒聖家學校（九龍塘）校長
邵苑芬日前在電台節目指出，學校受
公帑資助，參與BCA正是體現了問
責精神；豈料校長的言論竟遭「香港
眾志」（中箭）圍攻，其前學生、
「香港眾志」常委周庭刻意曲解成
「政府出錢就是對」，暗示校長為錢
而幫政府「護航」。有教育界人士不
值邵苑芬遭受誤解，強調公營學校有
義務向公眾負責，言論並無不妥。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上周嘗試邀

請去年有參與TSA試行計劃的學校
代表分享經驗，卻遭反對派議員阻
止，最終未能成功進入議事廳。
邵苑芬是當日獲邀的其中一名教育

界代表，她日前出席電台節目時強
調，BCA或 TSA確有助改善學與
教，相關的報告能讓各科教師知悉學
生不同範疇的強與弱，繼而跟進，以
提升學生表現。她又以自身學校作例

子，指學校於2015/16學年共獲得2,800萬元
公帑資助，反問大眾「（學校）拿了這麼多公
帑做事，有問責精神又有何不妥，向公眾交代
有何問題？」

周庭斷章取義批鬥前校長
對於邵苑芬所發表的意見，周庭昨日在其個

人facebook發表題為「我母校的校長就是邵苑
芬修女」文章，指名道姓批鬥前校長，聲稱
「教育工作者絕不能將教育與社會分割，也不
應完全不加批判地認為『政府出錢就是對』，
要不然就只是在教導學生一個虛偽、與現實脫
離的社會」。邵苑芬上述言論所提及的重點是
問責問題，但周庭卻斷章取義的把着眼點放於
金錢之上，本末倒置。
有關帖文引來大批網民惡意留言攻擊邵苑

芬，有人侮辱邵校長「又一條見錢開眼，被狗
官賄賂的臭×！」 「用錢嚟行（衡）量價
值，往（枉）為校長身份，不如做隻應聲臭蟲
帶住身份遺臭萬年！」言論嚇人。「香港眾
志」秘書長黃之鋒亦轉載周庭的帖文，實行圍
攻邵苑芬。

張民炳挺邵校長讚有承擔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指出，公營

學校用的是納稅人的金錢，當然有需要向納稅
人交代成效，「因此合理評核學生表現的工
具，實在有存在的必要，否則無從得知所用公
帑是否達到教育效果。」
他續強調，假如學校毋須再為評核操心，
從個人工作量與工作壓力的層面看來，對校
長或老師而言都是「樂得清閒」，但正正是
這群教育工作者對其教育工作有所承擔，才
願意接受評核，了解學生所學所得、與國際
水平比較如何，從而改善學與教，讓本港學
子長遠能有裨益，因此絕對認同邵苑芬的說
法。

傳統反對派近
年最叻養狗咬蘿
柚，自從選舉爭

不過新一代的激進派青年，連出席活動
都被他們柴台。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
雄（長毛）前晚出席一籌款晚宴，捐出
自己穿過的上衣無人問津之餘，更被台
下青年大叫「收皮」。被年輕人視為
「過氣阿叔」的長毛隨即扯火，以粗口
回應。有網民就留言揶揄經常視革命分
子哲古華拉為偶像的長毛是「過氣『哲
墜華拉』」。

網民寸老鼠屎無自知之明
資深傳訊及企業顧問「King Cheng」
昨日在facebook上發帖，開首就說︰「拍
賣義舉人稱善，長毛丟人現眼前。The
beginning of the downfall of a social ac-
tivist.（社運活躍分子衰敗的開始）」

他指，長毛前晚出席「中華民主學校
（華人民主書院）」周年籌款晚宴，
「現場拍賣品多是有點價值的東西，長
毛卻捐出他穿過的『禮義廉』T shirt，
無人出價，台下更有青年大叫：收皮！
長毛扯火，在台上爆粗，甚難看！」
「King Cheng」續說︰「以上事件，

反映了長毛一代社會運動人士的困局。
人已登陸，仍以『激』作賣點，年輕人
當你過氣阿叔，不少同輩阿叔卻當你老
鼠屎一督！人老錢冇，沒有自知之明，
不思進取，只知食老本，未來日子坎坷
可期，旁觀者看了也心酸！」
有關帖文獲數十人畀like，包括理工

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不
少網民對此表示認同，「Km Chan」
說︰「思想沒有與時並進！一個沒有看
公眾的公眾人物。」「Anson Tang」亦
說︰「其實去年立選已反映長毛巳

（已）過時。」「Kin Chan」更說︰
「過氣『哲墜華拉』。」

遭回帶收肥黎黑金被查
有 人 則 為 長 毛 不 值 。 「Rayne

Chow」就說︰「你又唔諗下，長毛做
咗議員幾十年，點解會人老錢冇丶住公
屋？佢啲錢拎晒去做『抗爭基金』，支
持一啲社運團體，做司法抗爭，呢個就
係長毛。」他更反過來批評發帖者「鼠
目寸光」，「你搞掂你自己，儲多幾個
錢退休仲好啦！」但「Chi Sing Lee」
則留言反駁︰「長毛無錢？收咗肥佬
（黎智英）成百幾萬，多到漏報比
（俾）老廉（廉政公署）告，你仲話佢
無錢？……長毛由收肥佬錢果（嗰）日
開始已變質，次次出黎（嚟）一定叫人
捐錢，難得仲有咁多港豬懵盛盛支持
佢。」 ■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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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梁赴台唱衰港 被譏「狗屎找溫暖」

■梁振英早前出席互聯網經濟峰會主論壇。 資料圖片

■有網民在 fb
稱，放在中大宿
舍雪櫃的生日蛋
糕慘被人刮了幾
啖。 fb圖片

■King Cheng在fb發帖指長毛出席籌款晚
宴，捐自己穿過的上衣無人問津。網上圖片

■梁振英在
fb向莫乃光
發出連環四
問。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