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譚鐵牛訪工總華基 談創科發展與灣區機遇

饒公已逝 文學館未建
潘耀明嘆文化界名人心願難了 冀本地文學有推廣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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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2月
13日，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應邀走訪香
港工業總會，與該會領導層及有關分組
（協會）負責人等近60人座談交流，
代表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與大家互致新春
祝福。
譚鐵牛指出，香港工業總會成立以
來，積極維護香港工業界利益，代表工
業界向特區政府反映意見，促進業界與
內地的交流，為香港工商業的發展作出

了積極貢獻。譚鐵牛結合自身經歷與體
會，特別是連續4次參加黨代會的經
歷，向大家分享了國家改革開放40年
來發生的深刻變化，宣講了十九大精神
和習近平主席視察香港的系列重要講話
精神。
譚鐵牛在座談會上與大家進行了熱烈

互動，圍繞香港創科發展機遇、國家科
研基金項目申請、兩地科研合作政策、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話題進行深入交

流。
另外，譚鐵牛日前還走訪中華基金中

學，為該校師生作了題為《科學技術的
發展與人類社會的進步》的主題報告，
並與聽眾進行了提問互動，當日有超過
500名師生參加。

與中華基金校師生分享科技發展
譚鐵牛在報告會上介紹了世界科技發

展的歷史進程、世界科技發展新態勢、

中國科技創新進展以及未來社會展望。
他指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
在孕育興起，唯有準確把握世界科技發
展新趨勢，牢牢抓住創科發展新機遇，
才能跟上時代發展新步伐，開創經濟社
會發展新局面。
他勉勵學生要將眼界放寬，立足香

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學生們表
示，通過講座了解到許多國家科技進
展，希望有更多機會前往內地學習和工

作。講座結束之後，譚鐵牛主禮了植樹
儀式並參觀校園。
中華基金中學由中華歷史文化教育基

金於2000年創辦，是一所非牟利的男
女全日制直資中學。
全校學生共有900多人，有67位本地

教師及3位外籍教師。過去5年，該校
學生在中學文憑考試中表現卓越，超過
96%的畢業生於本港、內地及海外著名
大學繼續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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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教育大學
民主牆去年9月出現冒犯教育局副局長蔡
若蓮喪子標語，校方其後證實是兩名學生
所為，並已作出懲處。教大校長張仁良昨
日與傳媒茶聚時表示，學生紀律委員會已
按既定程序嚴正處理，認為懲處對兩人升
學就業會有一定影響，但考慮過往同類個
案從未公開涉事學生身份及懲處細節，是
次亦不便透露。他又強調「Hate speech
has no place in university（大學校園不容
仇恨言論）」，期望學生能反思事件，學
會互相尊重。
張仁良昨日交代事件時解釋，教大前

身、香港教育學院自成立以來一直有既定
程序處理學生紀律問題，過往一直沒有公
開個案細節，「睇唔到呢宗個別事件有何
理由要公開，將來亦唔會如此做。」
有意見認為校方應更詳細交代懲處方式

才能服眾，張仁良指去年9月已向公眾承
諾跟進，如今校方已徹查事件，證實兩人
為該校學生，並已作出嚴正處理，「在他
們的檔案入面會有一個記錄，對其將來繼
續升學就業而言，可能都會有一定影
響。」
惟他強調，教大畢竟是以教育為本，既

已作出嚴正處理，亦冀給予一個教育機會
給涉事同學，盼事件能有個了結。
被問到會否向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交代

兩人懲處細節，張仁良表示，事發後已即
時向對方致歉，認為有關議題涉及其家人

的不幸事件，「再拎出來講未必係好事，
過去咗就讓它過去。」

張仁良：校園不容仇恨言論
他續說，社會對教師具有很高期望，期

望大家能作反思，總結經驗。他又強調大
學享有言論自由的同時，也應互相尊重，
學生應為言行負責，「Hate speech has no
place in university（大學校園不容仇恨言
論）。」
至於出現冒犯劉曉波標語事件之跟進情

況，張仁良指涉案者以冷帽及冷巾包頭，

在無法辨認情況下只能結案。
對於民主牆接連出現冒犯標語，張仁良

稱校方不會收回民主牆，但已向學生會提
出其管理方式是否存在改善空間，認為可
優化。
此外，張仁良分享教大將有新課程發

展，包括未來將強化正向與價值教育，例
如正向心理學、心靈喜樂等內容，以提升
學生的正向價值及抗逆力，同時亦會加強
學生的體驗式學習，包括海外交流、在實
驗室進行研究項目、或是流動應用程式創
作等，培養學生多元能力。

貼標語辱蔡若蓮喪子 兩教大生受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

嘉軒）檢討小三BCA（基本
能力評估）的基本能力評估
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昨日
召開會議，成員之一的津貼
小學議會主席冼儉偉表示，
會上有討論抽樣參加、隔年
應考等不同方案，但就今年
是否舉行BCA或其考核方式
等仍未有共識，預料未來兩
三周後將再開會，整合方案
後再向教育局提交報告建
議。
冼儉偉指，昨日會議仍未
達到商討共識階段，不同委
員對小三BCA的執行方案，
以至相關考核方式如何有效
回饋學校等各有意見，至今
仍未有一致想法，強調委員
會對今年是否繼續舉行小三
BCA未有傾向，仍需進一步
徵詢學者和專家意見。
有消息指，委員在會上肯
定改良版小三BCA價值，討
論推行方案中包括隔年考、
抽樣、教育局不會有學校獨
立報告、學校可退出不參與
等，至今未有定案。

教育局昨日回覆指，理解委員會在
會議上肯定小三BCA在全港及學校
層面回饋政策和學與教的功能和重要
性，收到委員會報告後，會考慮今年
小三評估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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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因網絡保安事故而引致客
戶資料外洩時有發生，個人資
料私隱專員公署發表的2017年
報告指出，去年接獲106次企
業與機構外洩個人資料事故的
通報，較2016年的89次上升
19%。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黃繼
兒（見圖）昨日在立法會政制
事務委員會上指出，公署未來
將投放更多資源與各持份者攜
手合作，協助企業加強保障個
人資料私隱意識，藉以培育
「尊重」個人資料私隱的企業
文化。
黃繼兒指出，不論是公私營

機構，作為資料使用者均須採
取所有合理地切實可行的保安
措施，保障其持有的個人資料
的安全。他續說，近年不少機
構在發現資料外洩事故後，都
自願依從公署的建議盡早作出
通報以妥善處理有關事故，實
乃良好行事方式。

涉互聯網查詢增 多因起底
公署於去年接獲15,594宗查詢個案，

按年下跌3.6%，主要涉及收集/使用個人
資料（30%）。 與使用互聯網有關的查
詢上升19%至1,057宗，主要涉及網絡起
底、流動應用程式及網絡欺凌。
去年接獲的投訴個案則有3,501宗，當

中1,968 宗是關於選舉事務處遺失載有選
委及選民個人資料的手提電腦。撇除選舉
事務處事件的投訴個案後，去年接獲的投
訴個案有1,533宗，按年跌17%。該1,533
宗投訴個案中，64%投訴私營機構、20%
投訴公營機構或政府部門。
被投訴的私營機構中，最多是與金融及

財務行業有關，其次是物業管理及電訊
業。就投訴性質方面，41%個案是關於未
經資料當事人同意而使用其個人資料，其
次是關於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和手法
（34%）。

直銷洩私隱個案跌53%
案件類別中，237宗與使用通訊科技有
關，按年增加3%；186宗與直銷有關，
按年下跌 53%。
然而，公署去年接獲106次機構外洩個

人資料事故的通報，按年升19%，多達
387萬人受影響，主要是由於選舉事務處
事件影響378萬人。撇除選舉事務處事件
後，受影響人數按年下跌17%至86,000
人。該些外洩事故涉及遺失文件或便攜式
裝置、經傳真、電郵或郵遞意外披露個人
資料、黑客入侵、系統設定有誤等。
黃繼兒指出，香港擁有無可取代的資訊
自由流通優勢，並擁有完善的資料保障法
例和框架，有條件成為「一國兩制」下的
「一帶一路」數據中心，並協助推動大灣
區發展，惟大數據時代超強的資料收集能
力增加了隱私侵犯的可能性。
他表示，公署今年的工作重點是採取積

極步驟，在私隱保障與資訊自由流通之間
取得平衡，並密切研究以道德框架作為創
新解決方案，規管該些顛覆性的新科技，
特別是推動商界參與推廣保障及尊重個人
資料私隱。他鼓勵各行各業構建適合自己
的「私隱管理系統」，把個人資料私隱保
障納入機構管治責任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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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潘耀明作為「西九文化區建立香
港文學館藏關注組」召集人，去信西

九管理局主席唐英年，再次倡議建立香港
文學館，希望讓本土文學有個活動和推廣
的基地。
潘耀明說：「香港曾是亞洲最璀璨的文
化中心，小說、電影風行全球。現在，700
萬人口的大都市，竟然沒有作家可以僅憑
寫作生存，文化沙漠的惡名難以洗脫。」
他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不重
視本土原創文學，沒有培養作家的土壤，
以至金庸、倪匡、亦舒等名家之後，再無
足夠分量的繼承者。
他說：「政府希望藉西九文化區的建

設，將香港打造成國際文化中心，與紐約
及倫敦鼎足而立。可是建設清單中，只有
表演藝術的場所，有戲曲中心，甚至有新
聞中心，但完全看不到推廣文學的計劃。
一個都市沒有足夠的文學底蘊，那只能是
個炫麗空殼，如何能追得上世界原創文學
之都：紐約和倫敦？」
他表示，世界各大城市都建立了自己的
文學館。北京作為全國藝術文化中心，建
立了規模宏大的現代文學館。日本幾乎所
有市鎮都有文學館，文學氣息濃厚。有3

位日本作家先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決不
是偶然的事。

有利弘揚港多元文學
他續說，香港是中西文化和文學的匯流

之地，若建立文學館，讓香港文學有個活
動、交流和培養年輕作家的場所，對弘揚
香港獨具特色的多元文學，樹立香港國際
聲譽與文化，十分有利。
潘耀明強調，很多人誤會文學館只是個

收藏文學作品的地方，其實文學館除了收
藏、整理香港各時期文學成就的作用，還
有對本土原創文學進行研究、展示、教
育、推動、保護等許多重要功能，是撒播
文學種子的地方，是培養一代又一代文學
新人的地方，是舉辦文學沙龍、講座、與
海內外名作家進行交流活動、舉辦系列具
國際影響力文學活動的重要場所。既有助
作家們交流提升，也可讓普羅大眾有地方
接受文學熏陶，培養都市文學氛圍，這有
助奠定香港區內華文文學交流中心的地
位。
他感慨政府漠視本土原創文學，只急功

近利投放資源於一些表演活動。例如當局
可以耗資2億元邀請外國歌星到維園表

演，卻吝嗇調撥100萬元舉行《我與香
港》全球徵文比賽，無視該徵文比賽帶來
的巨大宣傳效應。政府拒絕資助這項徵文
比賽的理由，竟然是評估參加者達不到
「一萬人參加」的資助原則。

盼仿海外多辦高獎金徵文賽
潘耀明認為，其實全球性徵文比賽，影

響效果遠超有1萬名觀眾的一兩場演唱

會。
若政府採納文化界持續14年的呼聲建立

文學館，潘耀明還希望政府能仿效紐約、
倫敦、日本以至北京，舉辦多些高額獎金
的徵文比賽。
他說：「原創文學是影視、戲劇的重要

創作泉源。要推動香港創意文化產業發
展，怎能忽視培養創意文化的根本：原創
文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饒公宗頤教授逝世，我不禁感慨繫之。

饒公與三十多位文化界人士14年前曾聯署『在西九設立文學館藏倡議

書』，連饒公在內已有7位文化界名人辭世，文化館仍不見蹤影，讓他

們心願難了，令人唏噓。」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總編輯潘

耀明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感慨不已。

■張仁良（左五）昨日出席傳媒茶聚時表示，學生紀律委員會已按既定程序嚴正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潘耀明展示包括已故國學大師饒宗頤在內三十多位文化界名人的聯署。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