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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日前去信各政府部門主管，表明公務員在試用期間參與非法公眾活動而被捕及被起訴，可被

解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指出，政府對公務員的要求不限於工作表現、專業知識，同時也包括

其行為操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亦表示，《公務員事務規例》列明對試用期公務員的品格、行為

要求，這正是試用期的評核目的，僱主並非只單以刑事標準決定有關人等是否合適的員工。

試用期公僕被捕可被解僱
張建宗：對公務員要求包括行為操守 聶德權：按事件性質考慮不論起訴與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攬炒派煽遊行「犯聚」僅一人到場出醜

■「夠薑媒體」喺網上預售背面印上「豬嘴黑衣人」嘅
麻將。不過劣評如潮。 「夠薑媒體」fb截圖

張建宗表示，所有新入職公務員都需
通過試用期，「一直以來，部門/職

系首長都有責任按照《公務員事務規例》
的規定，以嚴格標準評核試用人員的工作
表現和品行，確保只有在各方面均合適的
人員才能通過試用關限。」

公務員須奉公守法
他續指出，香港國安法第六條要求所有
公職人員包括公務員均須擁護基本法和效
忠香港特區。同時，公務員必須奉公守
法、盡忠職守、不偏不倚、政治中立。他
認為，這些信念亦是廣大市民對公務員的
期望，強調政府不會縱容姑息公務員違

法，任何公務員的操守都不應引起公眾懷
疑，「公務員更絕不能參與任何非法活
動。」
聶德權於昨日出席電視節目時指出，《公

務員事務規例》一直列明對試用期公務員的
品格、行為要求，今次只是向部門主管陳
述指引的內容，若公務員在試用期內參與
非法公眾活動被捕，不論有否被起訴，都
可按事件性質考慮是否終止試用期。
對於有人認為被定罪前解僱是否「未審

先判」，聶德權表示，當局一直以來對公
務員的操守有嚴格要求，如果這方面出現
問題，並不合適成為公務員時，亦有結束
試用期的機制。

他指出，如公務員被拘捕及被定罪，在
法庭上是刑事罪行，法庭判決及僱傭關係
完全是兩回事，僱主並非只單以刑事標準
決定有關人等是否合適的員工。
他解釋稱，公務員的試用期就是讓僱主

看看有關員工是否適合於機構內工作，同
時僱員也可以考慮自己是否適合有關工作
崗位，同時僱主亦可觀察僱員的表現、品
行和操守是否符合成為公務員的要求，這
才是試用期的評核目的。
至於已過了試用期的公務員的違法問

題，聶德權表示有機制處理，會徵詢相關
委員會的意見，才決定是否開除違法的公
務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攬炒
派煽惑群眾禍港不休，昨日又發起挑撥
兩地矛盾的非法集會及遊行，聲稱要由
尖沙咀遊行至長沙灣，其間警方早作部
署止暴制亂，出動逾百警員在起點戒
備，不過，持續一年多的暴力政治已令
市民厭煩，不僅沒有市民參與，連黑暴
組織都齊做「縮頭烏龜」不見現身，其
間僅得一人響應到場，剛喊「港獨」口
號即被警員截查警告，有途人更嘲笑他
是「黐線佬」。
攬炒派早前已於網上煽惑群眾參加昨
日所謂的「靜默喧嘩遊行」，聲稱要
「反對香港大陸化」，要求參與者下午
1時於尖沙咀彌敦道集合後，1時半起步
遊行至長沙灣政府合署。

黑衣男喊口號 途人譏「黐線佬」
警方則於昨日中午前已於尖沙咀彌敦
道一帶作出部署，出動逾百警力加強巡
邏及截查可疑者。其間於柏麗購物大道
一巴士站外，一名手持長傘，身穿白衣
的年輕人一度被帶進尖沙咀警署調查，
其後獲放行。及至下午約1時，一名黑
衣年輕男子於尖沙咀港鐵站A2出口附
近，突然高叫「香港獨立」等口號，隨
即被大批軍裝警員上前截查，但經警告
一番後亦獲放行。

隨後亦有懷疑「黃」記者一直跟隨該
名黑衣男子往旺角方向行走，該男子聲
稱自己是應網上號召到尖沙咀遊行到終
點，惟他辯稱自己只是「行街」，不算
犯法，又聲稱會每隔10分鐘叫一次口
號。現場所見，當看不到警察時，他就
在記者鏡頭前喊「港獨」口號「做
騷」。但全程並無途人回應，有途人則
嘲笑他是「黐線佬」，最後該男子自覺
無趣悄然溜走。
下午4時許，仍有約五名警員於尖沙

咀港鐵站出口戒備及截查可疑人，其後
一名男子被帶上警車。
另外，於旺角警署近太子站外，一度

有兩男一女高舉《蘋果日報》聚集，警
員於警告無效下，以違反「限聚令」作
出票控。

譚得志「犯聚」被票控
另外，攬炒派政棍「人民力量」副主

席譚得志（快必），昨日下午與數人在
九龍灣淘大花園對開、港鐵九龍灣站附

近的行人天橋出口擺設街站，用「大聲
公」煽惑市民切勿參與全民檢測計劃，
以及高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和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等口號，引起
途人不滿，驚動警員到場調查。
不過，各人拒絕合作，更涉嫌叫喊

「港獨」口號，警員遂舉起紫旗警告，
又指他們派發的口罩包裝貼紙印有懷疑
顛覆國家政權及分裂國家的字句，並即
場票控譚得志及其同行人士違反「限聚
令」。

一 邊 嗌 「 碰 ！ 」
「槓！」「食糊！」一邊
支持「抗爭」嘅場面係咪
好難想像呢？不過，「黃
絲」為咗搵銀，幾難想像

嘅嘢都可以做得出。一間專賣黑暴文宣產
品嘅「夠薑媒體」，近日就喺網上預售一
副背面印上「豬嘴黑衣人」嘅麻將。唔少
「自己友」都頂唔順，狠批佢哋食人血饅
頭，有人質問佢哋「打手足」係咩意思，
有人更揶揄幾時出埋同一主題嘅避孕套
喎。
「夠薑媒體」同兩個本土設計師「練黑
龍」及「arkisan.hk」推出預售價1,288蚊
一副「香港製造」嘅麻將，每隻麻將都係
全黑色，背面印上「豬嘴黑衣人」嘅頭
像。喺帖度，佢哋仲加咗一大堆標註，包
括「不忘記」、「良心經濟圈」、「煲底
見」等「黃絲」用語，引人落疊。
雖然有「黃絲」大讚副麻將好靚，不

過，有唔少「黃絲」就對呢種產品好反感
嘞。「死亡KOL」的陳偉霖就發帖揶
揄：「呢啲算唔算係手足臨死前所講嘅
『代我走埋落去』？」佢標註埋「唔爭在
出埋大富翁」、「幾時出埋殯」。

「獨人」嘲「幾時出埋飛機杯」
「獨人」梁金成亦喺帖度揶揄，「好有

趣呀，咁都畀你諗到！下次會唔會有排
（牌）九呀～輪盤呀～大細呀～咁呢？你
哋咪on ×當有趣啦！不如整埋飛機杯同
自慰器啦！」
親「熱狗」嘅「手作達人」吳斯翹就

話：「消費義士的極致。今晚約齊腳打手
足。」「水晶姥姥」李婉文亦加把口：
「打義士，target藍屍（絲）market（目
標係藍絲市場）？」
為咗盡量搲到「黃絲」支持，其實設計師
已經將「三萬」、「一筒」、「西」變成白
色，似係想咒「三萬警察一同歸西」，身為
「熱狗」嘅「阿柱」就問︰「呢副係手足麻
將喎，萬一你冇三萬，只湊到一同歸西，好

意頭咩？」有網民就問萬一第時警察請多咗人去到四
萬人點算，「阿柱」揶揄︰「詐糊！」
唔少「黃絲」都猛畀劣評，「Bill Tsang」話：

「哇，套死人麻將又整得幾鬼屎靚，再張套麻將命
名為『手足』。一邊食住人血饅頭，一邊打手足，
人生一大樂事，唔打手足就唔係黃絲，你今日打左
（咗）未。」
「Will Lo」亦話：「好正呀！點樣既（嘅）抗
爭最後都變左（咗）生財工具，人血饅頭！」「匡
進」就話：「正呀！幾時會出condom（避孕套）
呀，好期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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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頭「黃店」
龍門冰室（人血
龍門）過去一年
醜聞多多，老闆
張俊傑（饅頭

張）俾前伙計指控刻薄、呃「手
足」錢、中飽私囊、背住二奶溝
女「手足」，衰嘢一籮籮外，早
前仲喺香港國安法生效前夕，突
然喺facebook宣布同「黃色經濟
圈」割席，令唔少「手足」都覺
得饅頭張𡁻完鬆。不過，《蘋果
日報》日前就幫饅頭張做咗個專
訪，饅頭張一副豁達口脗講到自
己笑罵由人，仲話自己「從來唔
插其他『黃店』」。不過，唔少
網民都提出佢嘅罪證，仲鬧埋
《蘋果》做法核突（）。
饅頭張去年底建立所謂「香港

人嘅冰室資源分享中心」，以中
心名義舉辦多項活動籌款，稱要
建立所謂支援被捕抗爭者（黑
暴）嘅基金，不過，其後同多個
「手足」、「家長」、義工及前
職員就錢銀問題爭執，又俾人揭
發佢將同路人送畀「手足」嘅聖
誕卡當垃圾，唔少人同佢合作完
都不歡而散。
睇完饅頭張嘅所謂「絕地反

擊」，唔少網民話佢根本無法反
擊，唔敢接受對質，靠《蘋果》都
冇用。成日追擊龍門嘅「Anita
Wong」就話：「你真係咁支持饅

頭張，就快啲支持佢出嚟同所有
指控佢嘅人當面對質……我係企
響手足、義工、家長同義務導師
嗰邊嘅！」佢質疑人血龍門係咪
偽黃，話饅頭張冇就「7．21」同
「8．31」等事件表態，仲話唔係
「不分化」就要盲撐：「饅頭張
同黃圈割蓆（席）就冇問題，其
他小人物就唔割得蓆（席）？」

唔鬧其他「黃店」？俾網民踢爆
「Anita Wong 」仲鬧埋《蘋

果》報道唔全面，問對方幾時先
肯訪問埋指控饅頭張嘅「手足」

同義務導師，還公眾知情權，而
唔係俾饅頭張利用嚟做公關。
唔少網民就奉勸饅頭張，想漂

白就應該約埋指控佢嘅事主對
質，想靠《蘋果》或者叫句「不
分化」係冇用。「Cherry Pg」
問：「點解唔搵其他『手足』一
齊對質？咁可洗清白囉，『不分
化』唔係咁用！」「Jen Jen」都
話：「 一句不分化就百毒不
侵……咁多前員工、家長、導師
叫佢出黎（嚟）對質都吾（唔）
敢，我食其他『黃店』算了！」
至於饅頭張係咪從來唔鬧其他

「黃店」呢？另一間「黃店」
「一起果醬」日前就出post，話
自己曾經俾「龍×老板張生」打
電口話用粗口鬧咗成個鐘，原因
係「一起果醬」請咗龍門兩個離
職員工。所以《蘋果》訪問個內
容啦喎，信唔信就真係要靠大家
用智慧分辨啦！
其他網民睇完篇訪問，心中都

淨係記得龍門有幾咁難食，但有
啲網民最不滿就係龍門冇道德。
「Wong Tommy」就話：「 野（嘢）
食難食我都食得落，但啖氣好難
吞……好唔好食唔緊要，最緊要
有情有義。」「Chan Billy」揶揄：
「背住二奶，溝女『手足』，果
然係有情！」「Kof Xiv」就叫：
「龍門等執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蘋果》幫饅頭張漂白 網民「翻舊賬」狠批
香港文匯報訊 網媒「點新聞」日前揭露「獨」組織

「屯門社區網絡」進行所謂「新冠病毒測試計劃」時
「甩晒轆」的情況，昨日竟然又鬧出驚人的個人資料起
底事件。有市民因為看過報道後，對於該組織提供的檢
驗計劃存疑，決定寧願蝕350元，都不再提交樣本參
與，點知該組織的「追魂奪命call」打過來之後，令市
民更加心驚膽戰，憂心個人資料是否已經被不當洩露。

「講到我全名真係神通廣大」
讀者吳小姐爆料指，她本不欲交回樣本樽，不過，在

昨日交回截止時間前，她竟然收到該「獨」組織的催交
提醒電話，因此便着家人在聽電話時敷衍了事。但令人
極度震撼的是，該「獨」組織竟然可以用全名稱呼吳小
姐！她說：「我本人對於個人私隱資料係非常之注重，
基本上去登記嗰陣時都係用英文名加姓，絕對冇同呢個
組織提供本人的真實姓名。」
她續指，「但最恐怖嘅係，我只係畀咗佢哋（自己）

個手機Number（號碼）同電郵地址，就知道晒我全
名，我又唔係會瘋狂使用社交媒體將自己個人資料不停
放嗰種人，而且電郵都冇顯示我本人嘅全名，點解佢哋
會咁神通廣大講得出嘅呢？ 我真係覺得好恐怖、個人
私隱完全受唔到保障……佢哋經常標榜，如果使用政府
嘅檢測服務，我哋嘅DNA資料就會『被送中』，私隱
就會毫無保障、被監視云云，但係家我覺得佢哋咁嘅
做法，比我嘅『DNA送中』更加恐怖。」
吳小姐隨後表示，她本人遭遇此事後，立刻將自己的

手機號碼及電郵地址有關的所有社交媒體、網上資料庫
及搜尋器重看一遍，完全沒有與她真實姓名有關的資
料，她懷疑這次洩密事件有機會是電訊網絡商流出，從
她電話號碼獲得資料。她透露正考慮從法律途徑去解決
今次事件，並正諮詢律師，不排除有進一步行動。

「獨」組織檢測疑起底
受害人憂私隱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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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日前幫饅頭張做專
訪，佢聲稱話自己「從來唔插其他
『黃店』」。 fb截圖

■張建宗指出，政府對公務員的要求不限於工作表現、專業知識，同時也包括其行為操守。圖為
公務員沿金鐘返回政府總部上班。 資料圖片

▲大批警員在尖沙咀一帶加強巡邏，未見有人群
聚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員在街頭截查可疑人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