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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和網站刪除有關內容，及進行刑事調查和提
出檢控。特首林鄭月娥今年 2 月 4 日在出席立法
會答問大會時即表示，今個立法年度內，將完
成打擊各類侵犯個人私隱和散播仇恨及歧視性
言論的修例工作。
如今政府提交立法會的修例建議，在現行
《私隱條例》下引入針對「起底」行為的罪
行。建議提出，未經同意披露當事人資料，導
致當事人或其家人蒙受心理傷害，即屬犯罪，
並建議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100 萬元
及監禁 5 年；當局並建議，從四方面擴大私隱專
員權力，包括刑事調查和檢控權力，准進入處
所檢取文件或物品，有權指示網絡平台在限期
內糾正，及為預防大規模「起底」可向法庭申
請禁制令等。有關建議將「起底」刑事化，私
隱專員擁有充足法律授權保護市民私隱。
網絡科技一日千里，相應地加強立法保障私
隱亦成為世界潮流。新西蘭 2015 年制定《有害
電子信息法》，規定如任何人意圖發布電子信
息內容以傷害他人，即屬犯罪；新加坡去年實
施新修訂的《防止騷擾法》，專門針對來自網
絡的「起底」及欺凌；歐盟《通用數據保障條
例》中的被遺忘權，則容許歐洲公民要求網絡
公司移除有關被侵權者的負面訊息；內地亦修
訂未成年人保護法， 家長可要求網絡公司刪除
被洩露的未成年人資訊。
「起底」氾濫，無法無天，散播恐慌，造成
社會對立，全港受害。這次政府修例建議切實
回應社會關切，提升市民守法使用網絡的意
識，尊重他人私隱，這是香港作為法治文明社
會的應有之義。各界期待政府與立法會加強合
作，盡快完成修例立法，提升本港私隱保護水
平，促進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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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昨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將修訂私隱條
例，嚴打「起底」行為，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
100 萬元及監禁 5 年，並將賦予私隱專員調查和
檢控等權力。修例風波以來，「起底」行為猖
獗，侵犯市民私隱，但現行私隱條例規管效力
不足，形同「無牙老虎」，難以有效打擊「起
底」罪行。政府決心修例，將「起底」行為刑
事化，擴大私隱專員執法權力，可有效打擊
「起底」罪行，收阻嚇之效，長遠有利減少社
會撕裂對立。有關修例應盡快落實，發揮保護
市民和社會安寧的法律效力。
網絡「起底」是全球共性問題，本港近年尤
甚。修例風波以來，攬炒派將「起底」行為
「武器化」，針對不同立場政界人士、警隊及
家屬、普通市民的惡意「起底」行為層出不
窮，嚴重損害有關人士及市民的權益。私隱專
員公署自 2019 年 6 月至 2021 年 4 月，曾接獲及主
動發現超過 5,700 宗涉及「起底」的投訴個案，
當中涉及警務人員及其家屬的超過 1,500 宗，佔
整體個案約 36%，表態支持政府或警方的公眾人
士被「起底」的亦佔整體個案約 30%。這些數據
凸顯本港遏止「起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本港現時的《私隱條例》，對打擊「起底」
的手段非常有限。私隱專員不能進行刑事調查
和提出檢控，除了口頭譴責外，對「起底」個
案只能轉介警方調查跟進；對網絡上侵犯私隱
的「起底」資訊，私隱專員只能去信要求有關
網絡營運商移除，但網絡營運商往往不積極配
合。法律阻嚇力不足，市民私隱被惡意洩露的
情況屢見不鮮，公眾一直強烈要求政府修例打
擊「起底」行為。根據私隱公署早前公布的問
卷調查，至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支持就「起
底」行為給予私隱公署權力，要求社交媒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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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打擊「起底」 減少社會撕裂

免費播東京奧運 為社會注正能量

特區政府決定出資購入東京奧運電視
轉播權，將交由五間持牌機構廣播，是
本港首次。過去兩年，經歷修例風波、
疫情衝擊等不愉快事件困擾，全港市民
可免費觀看奧運盛事，符合體育界、普
羅大眾的期望和利益，亦顯示完善選舉
制度的社會背景下，政府施政貼民心、
有擔當、敢作為的新氣象，可以為社會
注入正能量。
特首林鄭月娥介紹，本港運動員已取
得 27 個東京奧運項目的參賽資格，稍後
有機會再多奪 10 個，港人能夠透過電視
為香港運動員打氣十分重要，長遠有助
推動本地體育事業發展。經歷前年的黑
暴蹂躪和過去一年多的疫情衝擊，本地
商業電視台很難承受高昂的轉播費用，
由政府出手購買，令全港市民不會錯過
收看奧運的機會，可以為國家及香港的
運動員打氣，對刺激本地商業活動，凝
聚社會正能量均有好處。加上今次購買
的合約訂明，如果東京奧運因為疫情因
素正式取消，政府所繳費用會全數獲得
發還，購買風險可以有效控制。
電視仍是市民收看奧運賽事的主要渠
道，本港過往由商業機構出資購買轉播
權，由於費用高昂，電視台出於商業利
益計算，一般將大部分比賽綑綁在自身
的收費電視台播放，非付費訂戶只能觀
看 少 部 分 節 目 。 例 如 2012 年 的 倫 敦 奧
運，就由有線電視奪得獨家播映權，普
羅大眾要付費才可看全部賽事。奧運這
項普世盛事，在本港淪為小眾欣賞的付
費節目，情況不理想，也引起社會不少

怨言。政府今次聽取業界和社會呼聲出
手購買，是為市民利益着想的決定。
觀乎世界各地轉播奧運，當中不少由
公營廣播機構來承擔，例如內地中央電視
台、加拿大廣播公司、日本放送協會和英
國廣播公司等等，不少國家和地區均由公
營機構購買後免費廣播，令盡可能多的民
眾能分享到奧運盛事的喜悅，亦支持本國
的運動員。本港由政府購買奧運轉播權，
免費讓市民收看，亦符合國際通常做法。
事實上，由政府購買轉播權後，交由商業
廣播機構轉播，相信比單一商業廣播機構
買斷轉播權的分播安排可以做出更好的協
調。政府應盡快協同相關機構，就不同電
視台播放的場次、特色進行協調，務求為
全港觀眾提供高質量的奧運節目，做到全
民共賞同樂。
由於新冠疫情仍未退卻，今屆奧運是
第一次沒有海外觀眾到場支持的奧運，
因此港人能夠透過電視打氣，對本港運
動員而言是一件大好事。希望在此過程
中，全體港人凝心聚力，既能提升體育
運動風氣，也能為本港疫後復甦營造良
好氛圍，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大化。
有人認為，政府動用公帑購入轉播
權，即使是支持香港運動員，都應該先
諮詢公眾。本港過往陷入「泛諮詢
化」，一再上演「議而不決、決而不
行」的困局。完善選舉制度，落實行政
主導，提升管治效能，很重要的目的之
一，就是扭轉因循內耗風氣。對市民大
眾有利、受到主流民意支持的政策措
施，政府應該大膽作為、擇善固執。

選委會科創界組成反映港發展趨勢
特首：支持港高校北上辦學 新選制提升中醫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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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
昨訪問葉玉
如（左）。
視頻截圖

月娥昨日在新一集《選委
界別分組面面觀》分別訪
問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葉玉
如和香港註冊中醫學會會

長陳永光。林鄭月娥認為，現時科技創新界 30 席的組成很
難質疑其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葉玉如則認為，完善後
的科技創新界反映香港近年發展和趨勢，相信有利持份者
合作，有助推動創科發展。中醫界方面，陳永光認為是次
完善有效提升了中醫界地位。

●林鄭月娥
昨訪問陳永
光（左）。
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選委會第二界別新增科技創新
界，取代原有的資訊科技

界。林鄭月娥認為，新增界別很
能反映近年特區政府和科研業界對
於創新和科技的重視，她個人對此
亦是非常興奮。她表示，科技創新
界 30 席的組成非常有意思，當中
分為兩個部分，15席提名產生，由
國家級的中科院或中國工程院內的
香港院士提名產生，另外 15 席在
大概 50 多個與科研相關的團體由
團體選民選舉產生。
她認為，這樣組成的科技創新
界很難質疑其廣泛代表性和均衡
參與。

葉玉如：科創界涵蓋領域更廣
葉玉如表示，她和業界都很歡迎
和支持新增的科技創新界，認為完
善後的科技創新界涵蓋的領域更
廣，正正反映了香港創科近年來的
發展和趨勢，相信這個改變有利於
政府、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更緊
密地合作，有利於推動香港創科發

展。她並指，由兩院院士提名以及
其相關團體投票，涵蓋範圍很廣
泛，亦將產、學、研包括在內，具
有很廣泛的代表性。

科大廣州校園明年9月開學
她透露，預計香港科技大學廣
州南沙校園將在明年 9 月開學，
教授方面預計能聘請到 150 位，
校園面積比起清水灣校園預計會
大一倍。
林鄭月娥表示，高等教育和基
礎科研都是香港的優勢，所以她
本人很支持香港的院校進入大灣
區內地城市辦學，希望未來在人
才方面幫助大灣區提升成為一個
高質量的大灣區，鼓勵更多香港
青年加入創科行列。
至於中醫界首次在下一屆立法
會選舉中擁有功能界別的選舉權
和被選舉權，陳永光表示中醫界
一直都希望能自己有一個立法會
議席，但認為是次完善也是一件
好事，能將中醫界的中醫師、中

醫選民提升至選立法會議員的地
位，「他們既可以參與選舉，亦
可以選出代表醫療衞生界的議員
服務整個香港社會的醫療衞生
界，已經是對中醫界一個很好的
提升。」
林鄭月娥指出，香港回歸接近
24 年，對於中醫藥的發展還有大
量要做的事。而在選委會內中醫
界有 15 席是由屬於世界中醫藥學
會聯合會的香港理事提名產生，
該機構地位相當崇高。
陳永光表示，香港在當中有 36
位理事，相信這些理事提名的 15

位選委極能代表香港中醫界。

陳永光盼年輕中醫放眼灣區
陳永光還提到，預期今年12月4
至 5 日將在會展召開世界中醫藥大
會，屆時會將香港的國際大都市形
象展現給世界中醫藥界。同時，他
寄語香港年輕中醫師既不可以失去
中醫原有的優勢，亦要汲取現代醫
學知識，同時不只要看香港，亦要
縱觀整個大灣區，現時國家有政策，
推動年輕中醫師到大灣區內地城市
執業，相信會令他們有好的發展機
會和很大的前景。

立會研修議規 「射波」扣一日薪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防止有議員在立法會
內肆意拉布，立法會繼早前通過修訂《議事規則》及《內
務守則》後，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正研究新一輪修改
《議事規則》的方向，委員會主席謝偉俊昨日在會後表
示，將就事務委員會及法案委員會的組成、人數上限、每
名議員可加入的委員會數目、點算法定人數及向缺席議員
罰款等安排諮詢全體議員。
謝偉俊表示，議事規則委員會目前對事務委員會及法案委
員會的人數上限暫未有定案，而委員會組成方面，他指委員
原則上支持仿效過去參與海外組織活動時以政黨板塊式的組
隊方法，認為這種方式對大黨派而言較易處理，而獨立議員
亦可互相組隊，惟具體細節仍要再研究及諮詢，強調最終希
望平衡議員的參與權利，及整體立法會的暢順度和有效度。
為防止有人濫用點算法定人數以致流會，議事規則委員
會亦有討論在大會流會時，扣除沒有合理原因而缺席的議
員一日薪酬，即約3,400元。謝偉俊表示，過去有人在會議
內濫用機制拉布，故希望透過罰款作為「反誘因」，減少
隨便點算法定人數的情況，但強調會再研究相關角度，並
諮詢全體議員。
據悉，議事規則委員會亦正研究規範議員的衣着，包括
開會時必穿着商務服飾，不能穿着 T 恤、牛仔褲、運動裝
等，委員會亦將討論議員在議會內展示標語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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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議 教 協

教協日前發表所謂「民意調查」，操弄數字宣稱「四成教師擬
離開教育界」云云，又歸咎是所謂「政治壓力」造成，唯恐天下
不亂，被教育局及教育界狠批其誤導，意圖煽動恐慌。針對教協
劣行，團體「公義力量」四名成員昨日到該會辦事處請願，抗議
其假借「民調」惡意製造業界恐慌，強烈要求教協會長馮偉華盡
快公開道歉。

人民日報：借民調造「恐慌」
，香港「教協」是何居心？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香港「教協」借
由所謂問卷調查，渲染不少本地教師有意
離開教育界。人民日報客戶端昨日發表評
論《借民調造「恐慌」，香港「教協」是
何居心？》，指出「教協」這項調查過程
不科學、結果過於片面，純屬混淆是非的
「生安白造」。香港教育界有識之士紛紛
站出來怒斥「教協」危言聳聽，提醒「要
小心考慮，以避免被人誤導」。
評論說，此番調查毫無事實依據可言。

首先，調查方式很不科學。問卷調查樣本容
量極少，而調查的取樣方式、身份核實機制
則統統沒提，代表性和可信度都十分堪憂。
其次，問卷內容存在惡意引導。比如在「離
開本港教育界的主因」一問中，有多個選項
都與政治因素相關，表面看似沒有立場，暗
地裡則大做手腳。再有，造謠教師因政治壓
力想離職，所謂「政治壓力」曖昧模糊、指
向不明。要說壓力，也都是因為此前有亂港
人士作祟，黑衣人衝入學校搞破壞、無辜人

士在網上被起底，讓教師感到「壓力山
大」。也難怪「教協」的荒誕論調一出，猶
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其販賣焦慮攪亂人
心的目的，絕對不會得逞。
評論指出，「教協」本身的公信力被香
港社會詬病已久，甚至被嘲諷是「教
邪」。從刻意挑選偏頗材料、用帶有傾向
性的「毒」教材抹黑攻擊「一國兩制」；
到充當亂港分子的保護傘，多次包庇、聲
援「黃師」；再到煽惑、教唆師生參與非

法遊行，攛掇罷工罷課、暴力衝突等……
打着關心教育旗號，實則玩弄政治攪亂校
園。香港教師最大的政治壓力就來自於
「教協」，在香港全社會期盼教育走向正
軌和專業的今天，香港「教協」借民調製
造的所謂「恐慌」，其心可誅、其言猶不
可信！如此問卷、這般「教協」，還請香
港廣大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擦亮雙眼、認清
現實，不能被其蒙蔽。
評論又指，在「修例風波」中，一些教

師被亂港分子蠱惑、裹挾，成為煽暴、縱
暴、施暴者，令人揪心。香港國安法出台
後，社會日漸安定，教育界重獲安寧，但
是校園的不安定因素仍不同程度地存在。
今天香港需要什麼樣的教育、需要什麼樣
的教師？這是香港教育領域乃至全社會都
很關心的問題。越是有妖言惑眾、煽惑教
唆的亂港組織和亂港分子在，越需要愛香
港、愛祖國的有識之士站出來激濁揚清，
越需要懂教育、關心社會的專業人士扛起
責任。作育英才，教育引導青年一代向上
向善，幫助青年學子遠離「黑暴」，自覺
抵制「違法達義」「公民抗命」等歪理邪
說，是香港教育的基本專業倫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