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劉淑儀認為，通識科內容流於表面，「製造」了一
批只有口號、沒有理論的學生。她強調這批評早幾個月
前已提出，並非因為「佔領」行動。圖為兩名學生行經
金鐘「佔領區」。 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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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太批通識科膚淺是「A貨」
「製造」叫口號無理論學生 梁美芬斥「報告」曲解法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香港中學通識科的設計和作為必修科的

地位，近日再引起討論。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指

出，目前通識科課程設計欠佳，學習內容流於表面，製造了一批只有口

號、沒有理論的學生。她強調這批評早幾個月前已提出，並非因為「佔

領」行動，學生也可從其他科目學習關心時事及分析能力等。經民聯立

法會議員梁美芬認為，從考評局的通識科報告對法治的解釋，足以證明

通識科考試的答案欠質素，建議通識科變成選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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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聯盟」請願 促港大「炒戴」 顧明均：迫人接受政見 絕非民主

特首梁振英昨日率領政府官員前往廣州，出

席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17次會議，會議在深化

粵港合作方面達成了 2015 年合作的五方面共

識，並簽訂了五份合作協議，涵蓋領域包括環

境保護、文化交流、技術研發。必須指出的

是，違法「佔中」確實給兩地合作造成衝擊。

粵港能夠排除干擾，就深化合作達成多項協

議，顯示廣東省和中央支持香港發展經濟的誠

意和決心。

香港法治良好、資訊發達、社會穩定，長期

扮演着內地與世界接軌的橋樑角色，是內地資

金、企業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同時也是內地

民眾旅遊、購物的熱門地點。但是，「佔中」

破壞法治，擾亂秩序，令內地企業、遊客對來

港投資旅遊產生戒心，影響了兩地正常的經濟

民生交流。更需要警惕的是，「佔中」挑戰人

大就本港政改框架所作的決定，對抗中央，嚴

重損害兩地合作的氣氛。「滬港通」未能如期

開通，就是受到「佔中」行動干擾。

從中央到各地方政府，一直堅定不移支持香

港，不希望見到香港出現混亂動盪。每每在香

港面臨挑戰、遭遇困難之時，國家都及時出手

鼎力相助，協助香港渡過難關。廣東省委書記

胡春華昨日明確表示，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及粵港加強合作，廣東爭取盡快實現

服務貿易自由化，促進粵港兩地進一步合作，

促進共同繁榮。廣東是香港在內地的最大合作

伙伴，粵港兩地在經濟上已經互為密不可分的

共同體，在社會發展、教育及環保等各領域也

有着紮實而良好的基礎。近年廣東保持強勁的

發展勢頭，為香港提供了強大的依托。兩地政

府攜手努力，加強合作，消除香港服務業進入

廣東的限制，率先實現粵港服務貿易自由化，

將可推動香港經濟更上一層樓，香港各行各業

也能分享到兩地深化合作的巨大紅利，為香港

社會發展注入「正能量」。

進一步深化粵港合作，需要香港具備良好社

會秩序和法治環境來配合。「佔中」明顯衝擊

香港法治，動搖香港社會的根基，給兩地合作

蒙上陰影。香港要把握廣東和內地快速發展的

機遇，將其轉化為促進發展的動力，就必須排

除干擾，清除兩地合作的阻礙，盡快依法結束

違法「佔中」，為兩地合作營造有利的環境。

（相關新聞刊A4版）

排除干擾 把握粵港合作機遇
旺角昨日凌晨有滋事分子不斷用手機閃光

燈照射警員，作出惡意挑釁，當警員打算執

法拘捕時，滋事分子就煽動其他人衝擊警方

防線。旺角佔領區品流複雜，極端分子處心

積慮製造流血衝突事件，已經成為瀕臨暴亂

的高危地帶。社會各界須支持警方果斷執

法，早日清場，消除社會騷亂的根源。

非法佔領旺角的團體，不少是激進政團

成員。他們參與佔領行動，不斷挑戰警

權，蓄意製造惡性衝突事件。上月中旬，

激進組織已連續兩晚有組織有計劃地在旺

角衝擊警方防線。滋事分子搶奪鐵馬、警

棍，以雨傘攻擊警員，不斷叫囂辱罵，煽

動其他人衝擊警方防線。當有人犯法被捕

時，示威者就阻撓拘捕並圍堵警員。這種

情況不斷出現。昨日凌晨當警員打算採取

拘捕行動時，滋事分子又衝擊警方防線，

侮辱警員，阻止警方執法。

旺角佔領區的無法無天到了不能容忍的

程度。示威者霸佔旺角主要路口，搭建帳

篷長期留守，並把車路變成遊樂場。即使

法庭已頒布禁制令阻止繼續霸佔道路，但

「佔領」者不但不撤走，而且趾高氣揚，

一副凌駕法官、警察、執達吏之上的惡

態。更荒謬的是，非法佔領者自己犯了法

卻不許警方對他們執法，反要求警方阻止

忍無可忍的市民和行業人士拆除路障的合

法行動。前線警員為防雙方衝突，還經常

排成人牆，以血肉之軀將非法佔領者與反

「佔中」市民隔開。

滋事分子衝擊警方，阻撓警方執法，又

要求警方保護，普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為阻止居心叵測之徒滋事，警方應果斷執

法，作出強有力打擊，對滋事分子實施拘

捕，震懾激進滋事者，以防他們在旺角製

造惡性衝突事件。

「佔中」發生逾月，儘管市民的忍耐早

已超過臨界點，但當局還是想和平解決

「佔中」。「佔中」組織者和佔領人士應

領略當局的善意，立即撤出所有佔領地

區。如果「佔中」發起人及參與人士繼續

拒絕撤離，警方在適當時候果斷清場，是

依法結束「佔中」的必然選擇，一定會得

到廣大市民的支持。

不容極端分子挑釁警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大學法律系
副教授戴耀廷知法犯法，發起違法「佔中」行動，並
懷疑向大學作145萬元來歷不明的政治捐款，30多名
關注事件的人士組成「促請戴耀廷請辭大聯盟」昨日
要求港大嚴正調查事件，並考慮轉介執法機構協助，
及即時解除戴耀廷的教席和一切職務。

斥知法犯法 冀嚴查政治捐款
「促請戴耀廷請辭大聯盟」昨日到港大請願，向港
大校長馬斐森致函，由召集人王文漢遞交予校方代表
接收。「大聯盟」在信中指，自9月下旬，香港人已

親歷「佔中」的禍害，「佔中」對香港經濟和競爭力
的損害將陸續浮現。
他們批評，戴耀廷「透過不同媒體在校園內外慫恿

學生以身試法，這不但不符合其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和
職務，踐踏學術；作為法律學者，戴先生不斷有組織
地教唆和煽動他人犯罪，更是知法犯法。」
「大聯盟」在信中又批評，戴耀廷疑似作出145萬
元的政治捐款，但至今仍欠公眾一清晰交代，他們希
望校方就事件作嚴正調查，並考慮轉介執法機構協
助，同時即時解除戴耀廷的教席和一切職務，以保護
港大學生利益與校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因不滿部分大專院
校學生為表達個人政治意見破壞莊嚴畢業典禮，甚至
肆意侮辱台上嘉賓，南太集團創辦人顧明均早前拒絕
接受浸會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他昨日在接受傳媒
採訪時批評，強迫別人接受個人的理想和意見，絕對
是不民主的作風，相信學生是被人利用作為威脅特區
政府的籌碼。

學生遭利用「肯定大教壞小」
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上月在嶺南大學接

受榮譽博士名銜時被學生喝倒采。曾經向浸大捐助1

億元的顧明均，因不滿有關情況拒絕接受浸大頒授榮
譽博士學位。
他坦言：「我是怕了，我是驚了，我真的怕，真的

驚，我不想有這種衝突。繫上黃絲帶，表達個人思想
看法，我們應該尊重，但不需要打斷別人講話，或
『柴台』。」他又表示，將自己的理想和意見強加別
人身上，迫對方接受，絕對是不民主的作風。
顧明均又指對香港教育前景感到擔憂和心痛，但強

調教育重要性，故不會因為「佔中」而停止對大學的
捐助，又指學生只是被人利用作為威脅特區政府的籌
碼，「我們有責任，肯定是我們大的教壞小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日前批評，通
識科必修令學生忽視人文素養，通識教育會會長許振隆昨日表示，
目前通識科的其中一個問題，是文憑試考卷多年來側重於考核遊
行、示威等政治議題，未有公平對待6個單元，令公眾將通識科與政
治化掛鈎，並影響教師的教學。
許振隆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通識課程的多個單元中，均有教

授學生與人相處、學習尊重他人的品德修養、中華文化及全球文化
等內容，相信學生在不同範疇均會有所得着。
不過，他指出，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就通識科提出以議題為本的框

架，並無提供課程的具體內容，故當考評局集中考核政治議題時，
會令教師或坊間教育中心偏重於教授相關的〈今日香港〉及〈現代
中國〉單元，忽略了其他單元，「歸根究底是當局以考題主導課程
教學，並無公道地對待六個單元，這是令人憂慮的。」
他認為，只要當局能公平對待六個單元，相信學生在不同範疇均

會有所得着，而社會對學生人文修養的重視，也不應只加之於通識
科的身上，其他科目亦可培育學生在此方面的成長。

促增基本法知識及中國文化
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許承恩則指，通識科發展可以香港社會特

色為本，在現有的課程上再作優化。他舉例指：「在〈今日香港〉
單元中，如何加入更多香港基本法的基礎知識，及在〈現代中國〉
單元中，加入更多中國文化元素，以深化學生對本港的整體發展及
對祖國的認知，這應該是優化通識科課程的一大方向。」
被問及葉劉淑儀提出將通識科由必修科改為選修科的建議，許振

隆強調，其中涉及對學制理念發展及實際制度改革的影響，在考慮
前，教育局與學界都需要作審慎思量。
許承恩則指，如將通識科改為選修科，讓學生在中國歷史、世界

歷史、中國文學及英國文學當中選必修科，將會影響本港整體課程
規劃，「部分以英語教學的名校生，可能會揀選英國文學，學習偏
向外國化，屆時學生如何加深認識香港及祖國呢？這是很可惜
的。」

葉劉淑儀昨日接受網上傳媒訪問時指
出，目前的通識科十分膚淺，「可能

目前的通識都有其好處，但考慮時要同時考
慮其壞處。如果好處只是令學生關心時事，
但壞處卻是沒有基礎下去了解時事，不懂中
西經典，那就很膚淺。就算要了解民主，都
要學習西方民主理論和基礎，了解他們的成
功之處，不能只是口號式的民主。若是這
樣，香港只會製造一些只有口號卻沒有基礎
理論的學生。」

葉太強調改動不涉政治
她反問，若說要「公民抗命」，「有多

少學生或老師看過已故美國學者Henry
David Thoreau 所 寫 的 《Civil
Disobedience》？」
她強調，任何學術、學科都不應因為政
治理由而改動，而她反對目前香港這種通識
科，是基於學術原因，因這會令學生受到的
教育愈來愈低。「很多老師跟我反映，學生
的數學能力都低了很多。我不是以政治作出
發點，我是以教育作出發點。我數個月前已
說通識科應該選修。我已說了很多年，數個
月前亦已寫了文章。」

不應設課本 培養真正思考
曾在美國留學的葉劉淑儀認為，香港的
通識科是「A貨」、假的通識，而美國所有
中學都要讀通識科，包括科學（生物、物
理、化學）、數學、歷史（美國史、世界史
等）、文學；到大學時，所有學校都有必修
通 識 科 的 要 求 （General Education
Requirement），當中都要必修該範疇的
「經典」（書或文章），明顯跟香港的不
同。
她表示，曾跟學者討論過這個問題，該學
者認為，通識科不應該有任何課本的，令學
生不用太辛苦；補習社也無法預計到題目，
才真正可以令學生思考。

她又說：「香港的通識科，很多家長不喜
歡，目前必修科包括通識，而除了4科必修科
外，學生通常選擇兩科他喜歡的，或容易
的，而較少人會選理科，連較深入的數學，
如M1、M2都較少學生選修。在這個規則
下，很多學生的知識水平都降低了；同樣
地，如中西史、中英文學等亦少了學生修
讀。」

關心社會 讀中史也可以
被問到若通識被列作選修科會否令學生

減少關注社會，葉太反駁指，不一定是通識
科才可以令學生關心社會，因社會有不同議
題，就算讀中史也可以。她補充說：「同樣
地，所謂通識能訓練分析能力、明辨能力，
其實很多科目都可以訓練，不一定是通識科
才可以，這是誤解。」
梁美芬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發言指，考

評局剛發放的《考試報告及試題專輯》已反
映通識科的問題，批評報告認為「相當多的
考生誤將法治等同於執行法例，部分更只是
把法治詮釋為遵守法律」，是大錯特錯，令
人誤以為不遵守法律才是法治。

考試答案不清不楚 無推論
她說：「我作為法律人士，我認為報告

本身已不及格，亦反映考試的答案一知半
解，不清不楚，很多答案都沒有一步步推
論，令人很懷疑你的答案是如何得出。我同
情學生，我覺得他們應該投訴你們。」她認
為通識科是不應該列作必修科，若評核是這
樣不公道，不能視作進入大學的必修科目。
她強調自己不反對通識科，但目前這科

包括很多元素，學生學得太多，教師也要應
付很多，連世貿的貿易壁壘都包括在內。梁
美芬又舉例：「例如有個實例，一名理科生
不能應付通識，就算其餘選修的理科成績很
好，都無法入大學。不同人適合不同科目，
應該讓他們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香港科技
大學昨日舉行畢業禮，校長陳繁昌致辭時
指，現今世界日趨複雜，大家每天接收不少
資訊，衝擊着自己的價值觀和經驗；在眾說
紛紜下，隨波逐流有時好像較堅持自我容
易，但「要一個經濟發達的民主社會有效運
作，獨立思考是不可或缺的」，他勉勵同學
「必須培養批判思維，以事實為本，建立忠
於自己的意見和決定」。

引用馬雲忠告兒子：樂觀看未來
陳繁昌昨日在畢業禮上分享了阿里巴巴集

團創辦人及主席馬雲向兒子提出的忠告，其
中一項是要對未來抱持樂觀。他指，有時前

景未必盡如人意，如樓價持續上漲及工資追
不上通脹；近期的政治紛爭令許多人對未來

不免感到灰心，但陳繁昌鼓勵同學不要氣
餒，因「歷史證明人類的智慧會令看似無法
解決的問題迎刃而解」。
昨日的畢業禮大致暢順，只有約10名畢

業生未有理會校方勸喻，在典禮播放國歌
時，在台下舉起黃傘，個別畢業生接受學位
時亦手持黃傘。陳繁昌強調，播放國歌時，
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莊嚴、神聖的事情，校
方已多次提醒學生應予以尊重，有見學生未
有搗亂典禮，故並無阻止有關行動。
他又指，大學兼容並蓄，維護言論自由，

期望師生和平、理性及守法地表達意見；而
學生於表達意見時，亦應尊重其他人的意見
和立場。

陳繁昌勉科大生 勿隨波逐流

■陳繁昌寄語畢業生，在這個眾說紛紜的
時代，更須培養批判思維。 科大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