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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批「關注組」阻白皮書入校
學生應認識「一國兩制」勿因政治立場干預教育專業

公民黨為了策動今日的「黑衣遊
行」，製造了許多謠言，說法官如果

「愛國」，就意味着「沒有司法獨
立」，法官將來會受到「清洗」，「一國

兩制」死亡。《蘋果日報》更發表社論，對白
皮書橫加攻擊，說「司法人員、各級法官未來可
能須要經過政治審查、須要符合某些政治條件
才能獲得任命。這樣下來，政治魔掌就會
伸進司法體系」；「我們需要更多法律界
黑衣靜默遊行之類的行動，我們需要更多
人願意站出來堅守香港的高度自治及核心
價值。」

公民黨《蘋果》歪理連篇

這些說法，完全是無中生有，危言聳聽。白皮書用
了大量的篇幅，闡述了香港司法獨立的授權來源，闡
述了回歸以來司法獨立的成功。白皮書從來都沒有說
各級法官都要經過政治審查才獲得任命。根據基本法
第八十八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法官，根
據當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
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這種制度，十七年
來一直貫徹執行。反對派顛倒是非，造謠惑眾，說明
了他們的心虛和煽動群眾的卑鄙手法。
白皮書要說明的是，香港獨立的司法權，是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授予的。所以，所有的法官，在就職的時候，
需要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
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這是明擺着的事實。難道有

人說，法官的宣誓是假的，他們都不擁護基本法，更加
不會效忠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這是正常的嗎？
基本法已經說明，香港任何法律，都不能抵觸基本

法。其實，基本法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要維護國家的主
權、安全、經濟發展利益。任何國家的獨立司法權，
都要體現這個原則，無一例外。難道英國的法官，可
以反對英國的主權、安全以及發展利益進行判案嗎？
有這樣的案例嗎？
事實上，基本法第十九條已經規定了有關國防和外

交，香港法院沒有管轄權；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
又規定了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務，有關中央和香港關係
的案件，要由終審法院提全國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條
款作出解釋，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要以人大常委會
解釋為準。香港的法官，要加深對基本法的理解，要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判案，就算是愛國了。這就是白皮
書的立場。
現在的問題是，公民黨等反對派政黨認為法官不應

該按基本法判案，更加不應該按照人大常委會對基本
法的解釋判案。他們認為，按照法律字面解釋，基本
法沒有禁止的就可以做。法官更不應該愛國，不應該
有維護法律與秩序的思想。如果有，就不能公正獨立
判案。他們的邏輯是：愛國者不能維護司法獨立，只
有不愛國的人，才可以獨立判案，維護香港人權。
這樣的觀點，其實是港英年代英國人將主權和治權

分開的觀點。中英談判的時候，英國曾提出，外國人
將來可以擔任公共職務裡面最高的職位。即是說，香
港的終審法院大法官，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特區政
府的政務司司長，都可以由英國人擔任。

煽動市民遊行意圖火中取栗
基本法規定，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都

要由永久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永久居民中的外國
人不能擔任。這就是愛國者治港的來由。什麼叫做愛
國者？鄧小平已經在八十年代講得很清楚了，就是要
擁護中國恢復行使主權，尊重自己的民族，維護香港
的繁榮穩定。
現在公民黨策動「黑衣遊行」，反對白皮書，反對

法官要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反對法官愛國。
實際上，他們就是要排擠愛國者擔任法官，架空基本
法。他們穿上黑色衣服，無非是說發表了白皮書，法
治死亡了，以此來恐嚇不熟悉基本法的群眾，欺騙他
們上街，為他們這一群效忠外國勢力的政客，火中取
栗。他們已經把計劃宣之於口，嚇唬香港人，將來不
會再有法治，你們一定要站出來。接着，他們要湊夠
足夠的人數，舉行七一遊行，推倒基本法的提名委員
會，拉倒2017年普選，以利他們綁架香港人，進行
「佔中」。所以，「黑衣遊行」是一個黑心計劃，企
圖點燃暴力的火種。香港人要提高警惕，不要上當。

公民黨的「黑衣遊行」是黑心計劃 徐 庶

法
律
界
：﹁黑
衣
遊
行﹂
不
代
表
業
界

逾七成人滿意「一國兩制」落實

2012年已就國民教育議題干預學校專業的「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近日再就白皮書「表
達不滿」。「關注組」聲稱，要求官員收回撐白
皮書言論、全港教育工作者抵制白皮書，拒讓白
皮書入校園，更呼籲家長為此帶子女「七一」上
街。「關注組」此舉，似乎是借白皮書之名，干
預教育專業，並為反對派催谷遊行人數，行為霸
道。
就「關注組」的有關「要求」，不少教育界人
士均平心靜氣地希望這些團體留校園一片清靜
地，要相信教育專業。

黃均瑜：白皮書具參考價值
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黃均瑜在接受本報查詢時

指出，白皮書是中央的官方文件，清楚解釋了
「一國」和「兩制」之間的關係，闡述香港的
「一國兩制」實踐情況，十分具參考價值，這是
中小學生都理應能理解，及要理解的概念。倘教
師教基本法卻不教白皮書，是不專業表現。
他批評，「關注組」的做法是「用政治去干預
教學專業」，而對比「佔中教材」與白皮書入校
的「待遇」，有關人等「肯定是雙重標準」，
「搞政治就一定是雙重標準的，因為他們要爭取
自己的利益。」

林日豐：不應因個人喜好阻撓
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林日豐表示，學生要了解相

關議題，應先從基本法入手，而白皮書則可作為
其中一份參考，且言論自由、資訊自由是香港核
心價值。「這是一份國家的文件，到處都能看
到，他們怎能說讓這些資訊去哪裡不去哪裡
呢？」
他表示，個人尊重「關注組」的看法，但認為
他們不應因個人喜好去阻截年輕人所能獲取的資
訊。應跟隨基本原則，相信學校及教師專業，讓

他們教導學生去分析是非對錯。
林日豐也不認同家長因此帶子女上街，「小朋
友連白皮書都未看過就要跟你上街，這到底是你
主觀的意願，還是客觀的處理呢？」
被問及「關注組」的行徑是否雙重標準，林日
豐沒有正面回應，只表示︰「一些有了既定立場
的人，你很難要他持平，如果他們認為『佔中』
是必需爭取的，他們就會堅持採取行動。白皮書
是他們要反對的，他們就不會讓他入校。但我認
為，社會應放低戾氣，不應如此對立。」

曹啟樂：學生須了解可列教材
教評會副主席曹啟樂批評，反對派在支持「佔

中教材」時就稱「教師有專業判斷」，在不支持
白皮書時就由「家長」「告訴」學校怎樣做，明
顯是「雙重標準」。
他指出，學生應學習基本法和香港相關的政制

知識，其中也有不少參考文件，而白皮書是官方
文件，是重要的參考，有需要讓學生了解，「所
以我認為兩點，一是白皮書作為教材之一是可接
受的，二是希望社會各界相信、並深信教育專
業，不要低估學校和教師的能力，而作出干預教
學的行為。即使你要反對白皮書，也要先看過白
皮書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

師和學校到底有沒有專業判斷？對反對

派而言，這就像「鬼影變幻球」，時有

時無。「佔中教材」再洗腦、再鼓吹犯

法，不少支持者高舉「教師有專業判

斷」，而要求讓教材入校，但在國務院

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實踐》白皮書後，曾就國民教育多番

向學校施壓的「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

急不及待高調表態，要求教育界抵制白

皮書，並「不准」白皮書入校，教師專

業判斷「忽然」蕩然無存。教育界人士

批評有關做法是雙重標準，希望部分人

士即使有既定立場，也不應阻截資訊流

通，干預教育專業，並認為白皮書對認

識「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具參考價值，

應列入教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班與公民黨關
係密切的法律界中人，今
日將發起所謂「黑衣遊
行」，稱不滿國務院「一
國兩制」白皮書中將司法
人員列為「治港」者，又
要求司法人員須愛國愛
港。有法律界代表指出，
法官必須愛國，尊重基本
法，尊重國家主權統一
等，否則連基本法都無法
執行，這些都是理所當然
的，與司法獨立更無牴
觸。是次遊行不能代表香
港整個法律界。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

鏗今日聯同29名法律界
選委發動所謂的「法律界
黑衣遊行」，由高等法院
靜默遊行至特區終審法
院，聲稱以無聲抗議白皮
書要求法官「愛國」，是
破壞香港法治獨立云。
2008年退休的高等法

院法官王式英昨日透過郭
榮鏗發表聲明，稱白皮書
列明「法官要愛國」，是
對香港司法機構及法制
「敲響警號」，並擔心長
遠會令「獨立自重」的律
師不願擔任法官，又稱法
官在宣誓時並無「要愛
國」或「愛中國」相關要
求，但特區政府沒有即時
採取行動糾正白皮書的「錯誤」，他對此感到遺
憾。
簡松年律師行首席合夥人簡松年昨日在接受本報

訪問時指出，香港是根據國家憲法第三十一條設立
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授予香港高度自治，如特首要
宣誓效忠特區及基本法，立法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
備案等，說明行政、立法、司法並非「完全自
治」。

簡松年：「愛國」與「判案」無牴觸
他續說，法官判案與「愛國家」並無衝突，並非
要將「愛國家」帶到判案中，故白皮書提到「治港
者是愛國」與「判案」並無牴觸，「我不是好明
白，（愛國和司法獨立）有甚麼矛盾？……（香
港）向來是『Judge Made Law』，那法官當然是治
港者。我不會參與遊行，亦相信遊行不代表法律
界。」
簡松年並批評，郭榮鏗等聲稱白皮書列明「法官

要愛國」是「衝擊『一國兩制』」，這是不適應國家觀念的心
結，很多民主國家及地區，公民都會視唱國歌是生活一部分。

馬恩國：「執行基本法」即「愛國」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批評，「白皮書衝擊

一國兩制」是郭榮鏗對抗中央藉口。「愛國」定義即「忠實執行
基本法」，而非他們「誤解」的「私人感情」，更不是「愛
情」，「法律要求絕對不涉及感情，而是基本的尊重基本法，及
尊重國家主權統一、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部分。如果連基本法都
無法執行，如何擔當法官？」
他強調，香港司法獨立，但並非獨立於香港體制框架以外，更

非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而是在框架內。

陳曼琪：白皮書不損害司法獨立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發表個人聲明，指根據
國家憲法第三十一條、基本法、香港法例第一章第十九條、高等
法院有關香港憲制秩序的案例，說明白皮書是從國家行使主權的
最高憲法角度及憲制地位，申述「一國兩制」，與司法獨立是一
脈相承，並無衝突。考慮到白皮書與香港律師會及大律師公會申
述嚴守基本法的原則並無衝突，她不會參與「黑衣遊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鄭治祖)香港政策研究
所昨日公布最新的調查結果，就特區政府及中
央政府兩方面落實「一國兩制」的評分，兩個
項目均有超過三成受訪者給出「高分」或「非
常高分」，亦有逾三成人認為「合格」。而隨
着兩地融合，近三成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或其家
人生活受益，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
馮可強認為，國務院早前公布的「一國兩制」
白皮書，重申中央原有權力，並糾正部分人對
高度自治的誤解。

是次調查計劃於上月12日至20日進
行，成功訪問了602名本地巿民，以
了解兩地關係指數，並以0分為最低
分至10分為最高分，當中5分為合
格。結果發現，31%人認為特區政
府落實「一國兩制」表現「高
分」、8%評為「非常高分」、 32%
評為「合格」，「低分」及「非常低
分」則分別佔18%及5%，表示「不清
楚或難講」有6%，平均分為5.4分。
在中央政府落實「一國兩制」方

面，分別有27%及6%人認為表現「高
分」及「非常高分」、 33%認為表現「合
格」，「低分」及「非常低分」分別有25%
及4%，「不清楚或難講」有4%，平均分為
5.2分。
被問及香港及內地融合為受訪者及其家人
帶來的影響，有24%及3%人認為「受益」及
「非常受益」、 39%認為「平平」，「受
害」及「十分受害」則有25%及2%，「不清
楚或難講」有6%，平均分為5分。

內地經濟逾七成評分正面
針對內地政治環境，最多受訪者評為「高
分」有29.9%，其次是「低分」、「合格」、

「不清楚或難講」、「十分低分」及「非常
高分」，分別佔28.9%、22.8%、9.5%、4.2%
及3.7%，平均分為5分。經濟環境方面，最
多受訪者評為「高分」，有高達51%，「合
格」有22%，「低分」有13%、「不清楚或
難講」有6%，「非常高分」有5%，平均分
為6分。
調查機構分析認為，受訪者年紀愈輕，愈傾

向不滿中央及特區政府維護「一國兩制」的工
作，並對香港及內地融合對生活的影響較為負
面，愈傾向不滿內地政治，經濟、民生。
馮可強表示，調查於民調在「一國兩制」白

皮書發表前進行。他個人認為，白皮書是一份
非常豐富的文件，公平而言，白皮書涵蓋各個
方面及不同理據，作出綜合性的嚴謹論述，這
對香港是好事，但部分人以往側重於「兩制不
變」，觀感上或會認為白皮書側重於「一
國」，並衍生收緊「高度自治」的憂慮。

馮可強：白皮書論述正確
馮可強直言，「一國」向來是「兩制」基

礎，正如香港是國家的特別行政區，為此，
白皮書中提到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較香
港安定繁榮優先，這亦是正確的論述。「中
央政府或許擔心，香港過分強調『自治』，
並透過白皮書糾正，補充中央原有對港權
力，並非單純只有國防外交。事實上，要平
衡『一國兩制』殊不簡單」。
他並提到，「佔領中環」與「公民提名」
合二為一，即無「公民提名」就「佔中」，
這並非討價還價，而是非常危險的事，「由
於中央早說明『公提』不符合基本法的結
論，即使發動多少人『佔中』都不可能迫使
中央讓步，我希望反對派認真思考普選出
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今年以
「反白皮書」為題再搞「七一遊行」，主辦單位
「民陣」要求警方當日開放6條行車線，被警方拒
絕。「民陣」不服，向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
會上訴。昨日，委員會一致認為，此舉可能會影
響公眾安全，故駁回「民陣」的上訴。警方對此
表示歡迎，並希望主辦單位尊重裁決。
「民陣」要求警方在「七一遊行」期間開放6

條行車線，但被警方拒絕。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
委員昨日處理「民陣」的上訴。警方代表指出，
他們已批准開放西行的3條行車線及2條電車
路，預留的2條行車線是讓消防等緊急車輛使
用，並作為緩衝區，以應付緊急情況，且部分路
段的東西行線中間設置了中央分隔欄，倘開放其
中一條東行線，一旦有意外，將難以安排該線的
遊行人士返回西行線。
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最後一致決定，駁

回「民陣」的上訴。
港島總區總部高級警司陳永淵歡迎是次裁決。

他指出，委員會的裁決確認了警方有責任協助主
辦單位舉行和平公眾活動的同時，也有責任採取
合理及適當措施，確保活動安全和有秩序完成，
和平衡其他市民的自由和權利，希望主辦單位尊
重委員會的裁決。

■黃均瑜 ■林日豐 ■曹啟樂 ■簡松年

■馬恩國

■陳曼琪

■香港政策研究所昨公布「兩地關係指數民調」。
鄭治祖 攝

公民黨等反對派政黨的邏輯是：愛國者不能維護司法獨立，只有不愛國的
人，才可以獨立判案，維護香港人權。公民黨策動「黑衣遊行」，反對白皮
書，反對法官要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反對法官愛國。他們就是要排
擠愛國者擔任法官，架空基本法。他們穿上黑色衣服，無非是說發表了白皮
書，法治死亡了，以此來恐嚇不熟悉基本法的群眾，欺騙他們上街，為他
們這一群效忠外國勢力的政客，火中取栗。

民陣欲佔6線遊行遭駁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