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國強：2017年落實普選後 仍可再優化

新高中4科目跟進諮詢內容
通識教育
1. 增加卷一佔分較少的分題比例。
2. 在卷一乙部增設選答題（二選一）。

數學
1. 必修部分及延伸部分的課程內容在2017年7月前保持
不變。

2. 必修部分某些基礎課題改為非基礎課題。
旅遊與款待
1. 將3個選修部分一併/個別納入必修。
（3個選修分別為會議、獎勵、商務、展覽業務；主題
公園及景點；酒店及相關行業市場學）

視覺藝術
1. 於公開考試中放寬對藝術評賞連繫創作的要求。
2. 於公開考試的藝術評賞提供具指引的問題。

資料來源︰教育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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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副主任張榮順日前在香港基本法頒
布25周年座談會中提到，香港基本
法已規定日後可修改選舉辦法，故
不存在中央承諾與否的問題。有時
事評論員認為，中央的訊息非常清
晰，即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非「終
極方案」，制度也非「千秋萬
世」，讓港人有信心。

時事評論員、新聞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郭一鳴昨日在接受
電台訪問時指出，張榮順所表達的訊息非常清晰，而選舉
制度修改與否，「其實不用白紙黑字寫明」，更不用作出
「承諾」，可以讓港人有信心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並非
「終極方案」。事實上，世界上所有選舉制度都不是「千
秋萬世」、一成不變的。

人大決定有足夠權威
就反對派經常要求要「更高級數」的中央領導就政改方

案非「終極方案」作出承諾，他反問：「你覺得中央會點
諗？」他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國家最高權力的單位，
其決定有足夠的權威。
被問及張榮順指實行「一國兩制」非為某些勢力提供空

間在香港為所欲為，郭一鳴認為，這是對香港反對派的警
告，足以反映中央與香港之間互信存在非常大的問題，甚
至在「危機邊緣」。有關言論也足見中央對政改不存在讓
步的空間。面對這情況，普選制度最多只能在全國人大常委
會「8．31」決定的框架下優化，如增加提委會的民主成分等。
另外，香港記者協會近日發表香港新聞自由度調查結

果，稱香港新聞自由受到威脅，郭一鳴認為，記協的政治
立場與取向鮮明，甚至已是個「政治壓力團體」，是次調
查的問題也有引導性。

■■郭一鳴郭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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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愛閱讀 書不離手
父親邱德根先生可以說是香港大時代的一位風雲人

物，他的一生真正演繹了一個白手興家的故事，一個
「獅子山下」的故事。他憑藉個人堅毅的意志、自強
不息的信念，卓越的眼光，創造了一生的傳奇。父親
在我的心中是一個任勞任怨、勤勤懇懇的人，他的人
生信念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激勵他勇往
直前，永不放棄。父親雖然只有初中的文化程度，但
他酷愛閱讀。即使工作有多繁忙，只要有時間他一定
書不離手，不但中文了得，他的一口流利的英文都是
他自學的成果。

父親是香港歷史上的一個知名人物，而最顯著的成
就是他做每一件事都與民生大眾息息相關，首先是娛
樂事業，他在港九新界創辦了二十多間戲院，成為人
所共知的香港「戲院大王」。繼而創建的荔園為大眾
化的遊樂場，為香港市民提供了平日一家大小娛樂的
好去處。此外，他是第一位把宋代的清明上河圖，仿

製成為宋城，讓公眾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有更深的認
識。其後接手亞視，更為市民大眾乃至廣東珠三角的
民眾提供多元化時事資訊及免費娛樂。

開闢新界 第一功臣
父親是發展新界的鼻祖，開闢新界第一功臣。所創

辦的遠東錢莊，原因是上世紀60年代的一場大火，把
新界村民的一生積蓄化成灰燼，因而激發起父親創辦
新界第一間遠東錢莊，及後發展成遠東銀行，更建成
當年新界最高、25層的遠東銀行大廈。

另外，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家父鮮為人知的故事，當
年原定地鐵的終點站為美孚站，有見荃灣區的人口日益
膨脹，父親有見及此，即時向當時政府陳述利害關係，
最終為大眾市民爭取把地鐵終點站伸延至荃灣，改善了
地區的交通網絡，為新界大眾市民謀福祉。

荔園收入 投建仁濟
至於公益慈善方面，父親作育英才、遺愛人間。他

於1968年成為公益金創辦人之一，他是裘錦秋書院創
辦人，在香港及上海也設立多間學校，紀念其已故妻
子裘錦秋，至今接受教育的學生人數已超過三萬人。
眼見荃灣人口倍增，醫療設施貧乏，當時的設備根本
無法滿足區內市民的需求，父親決定創辦仁濟醫院，
並連任第一至第六屆董事局主席。還記得當時父親把
荔園遊樂園的部分收入投到興建仁濟醫院，使仁濟醫
院成為新界最大的醫院。

我父是愛國愛港的佼佼者，上世紀80年代邱家成為
香港最具影響力的家族之一，並經營多個行業。80年
代初中英談判期間，當時的港督會見不同的商家，了
解大家對中英談判和香港前景的看法，父親帶着我和
另一兄弟一起前往，猶記得車上父親就對我們說，你
們年紀尚小，不用說太多，有件事要永遠記住，「我
們是中國人！」足見父親愛國的情操。

建基香港 心繫家國
事實上，無論做人、做事、教育子女，父親的「我

們是中國人」，以及他一顆不變的中國心，貫徹始
終，從沒改變。父親建基香港，心繫家國。無論在中
英關於香港前途爭拗最激烈的時刻，還是政治原因被
捲入莫名其妙的糾紛之中，都無改他對身為中國人的

堅持與執着。從白手興家
的「獅子山下」精神，到
始終不渝的家國情懷，是
家父成功的重要因素。回
看今日，香港正面對紛擾
的社會生態，實在值得我
們反思。

父親在政商界長袖善舞，同時家庭觀念極重，是一
位真正做到修身齊家的人，一位十全十美的父親。我
們家庭和睦，父親對子女嚴格管教，即使子女曾經面
對各種各樣的波折及錯誤，父親並沒有責罵，而是希
望子女從失敗中汲取教訓，鼓勵我們從失敗中學習，
建立做人的信心。父親更時常提醒子女，家族有今天
的成就，不要忘記取之社會，用之社會，參與公益事
務之餘，捐資助學。

父親的肩膊是最可靠的，今天父親離開了我們，我
們失去可依靠的肩膊，但父親生前的諄諄教誨，我們
銘記在心。我們不會忘記父親讓人津津樂道的「獅子
山下」精神，心繫家國的情懷，及回饋社會濟世為懷
的善行。我們將繼續秉承家父的精神，共創香港美好
的明天，以慰父親在天之靈。

（註：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邱達昌

編者按：香港亞洲電視前主席、遠東集團創辦人邱德根先生早前離世。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
華在其公祭儀式上致悼詞，讚揚邱德根是一位克勤克儉、自強不息、富有香港精神的愛國愛港
企業家。邱德根次子邱達昌在本報撰文，分享其父親生前建基香港，心繫家國的種種事跡。

父親邱德根演繹「獅子山下」傳奇故事

通識擬增二揀一選答題
教師贊成「有得揀」憂分題難區分學生能力差異

教育局昨日就4個科目分別發出問卷，邀請學校回
應（見右表）。在通識科中，問卷提到增加卷一

佔分較少的分題比例，「以更有效照顧整體考生的不
同能力。」有關問卷亦指出，分題主要要求考生描
述、詮釋資料和提供非評估性的答案，並問到學界若
認同有關變動，認為最早應在2016年或2017年的文
憑試中實行。

照顧學生多樣性及不同興趣
另一個通識科改動，則是在卷一乙部增設二選一的
選答題。目前，該卷設有三道必答題，如增設乙部二
選一的選答題，考試時間或會增加30分鐘至兩個半小
時。當局指，有關做法能照顧學生的多樣性及不同興
趣，及擴闊對課程6個單元的涵蓋面，令試題題材和
資料的種類更多樣化，惟考生將需要更多時間來閱讀
試題。問卷亦問到，認為有關措施最早可於2018年或
2019年的文憑試中實行。
就有關改動，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資深通識科教師

劉世蒼贊成增設選答題，「有選擇對學生而言是好
事。通識科的卷一和卷二，學生向來都偏向喜歡卷
二，因為卷二只須從三題中選答一題，學生只須對其
中一題有信心即可作答。」至於涵蓋範疇較多，會否
加重教師負擔，他則坦言，「我們怎樣也會教6個單
元，所以沒有分別。」
在增加分題比例方面，劉世蒼坦言「兩睇」，因為

這能幫助部分語文及分析能力較弱的學生取得更佳成
績，但也會較難區分學生能力差異，認為大家應思考
考試是為了區分能力還是測試學生對科目的認知。不
過他亦提出，以往通識科曾縮減分題，現時這樣做有
走回頭路之嫌。

數學「旅款」視藝同推跟進諮詢
此外，數學也探討了課程內容於2017年之前是否更

改；旅遊與款待則考慮是否將3個選修部分一併或個
別地納入必修部分；視覺藝術則問及是否要更改考試
要求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教育局就

新高中推行「新學制中期檢討及前瞻」諮詢於

上月完成，因應有關初步結果，局方昨起就其

中4個科目包括通識教育、數學、旅遊與款待

及視覺藝術展開跟進諮詢。根據當局向學校發

布的問卷，廣受關注的通識科，將考慮於文憑

試卷一增加佔分較少的分題比例，及在增設二

選一的選答題。有資深通識科教師贊成增設選

答題，但認為分題則「兩睇」，因為這能幫助

部分語文及分析能力較弱的學生取得較佳成

績，但也會令學生間的能力差異較難區分。

葉太：勿動輒要官員下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
副會長劉兆佳日前提到，中央政
府保留對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的任
命權，立法會不能通過不信任動
議要求某些主要官員下台。曾任
保安局局長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昨日表示，目前條例沒有阻止
議員要求官員下台，但議員看待
有關問題時應廣闊些。她強調，
不應因單一事件而要求官員下
台，而將責任全推在一個人身上
並不公平。
葉劉淑儀昨日在電台訪問中，

被問到議員對官員提不信任動議
是否恰當時，指出目前條例沒有

阻止議員這樣做，也沒有阻止議
員要求官員下台、嚴厲批評官員
甚至替官員「改花名」，但議員
看待有關問題時應廣闊些。對於
這樣做會否違反香港基本法精
神、原則，她說要深入研究。

責任全歸咎個人不公平
她續說，監察政府有很多方法。

自己身為前官員，一向認為不應該
因單一事件而要求官員下台，當年
她接受上司評估時，也是全面評
估，「唔係話單一一件事，話高鐵
延誤呀就要求某官員落台……時時
將責任推喺一個人身上，我都試過
啦，我覺得唔係好公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全國人大常委
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日前強調，實
行「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是為了更好地維護香
港居民的根本利益，而非為某些勢力提供為所欲
為的空間。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強調，落實香
港基本法之目的是為香港人的利益，而非為政治
團體的政治目的而「抬轎」，從而產生大家「不
想見到的情況」。

非為政治團體政治目的「抬轎」
袁國強昨日在接受網台節目訪問時指出，在政
治現實上，人大「8．31」決定不能推翻，而落實
基本法的目的，是為了香港人的利益，而非為政
治團體的政治目的而「抬轎」。
他坦言，根據目前情況，他對能否通過政改仍
然感到悲觀，沒有改變過，因為不要說至今仍沒
有反對派議員「轉軚」，甚至連考慮「轉軚」的
議員也未見出現：「可能我職業病，起碼沒有證
據支持我，由悲觀改成樂觀。」他更即場呼籲主
持該節目的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希望高抬貴
手。」
在節目上，袁國強再提到降低「入閘」門檻，
指此舉可以讓更多不同參與人競爭，而提名委員
會委員也不能夠完全不理會市民對參選者的支持
度，令高民望的參選人無法「出閘」。
他笑說：「若然他（參選人）在電視辯論表現
得好，我不相信作為提名委員會的委員，他可以
完全不理會這政治現實。我相信成為提名委員，
至要相信他對自己的崗位負責任、要對自己的選
民負責任。我相信每一個提名委員會的人，都不
想給人罵到『狗血淋頭』，而且也想繼續擔任委
員。」
就張榮順日前提到，香港基本法已承諾特首的
產生方法日後可以再修改。他認同張榮順所說，
既然基本法容許特首產生辦法在普選後再作修
改，故中央不需要另作承諾，「我們的立場都很
清晰。根據（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段，只要
保留現時的第七段，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
後，仍然可以再有其他優化。」
袁國強又認為，在法律上，承諾會牽涉內容、
形式、由誰人承諾，及執行上的安排，且無論是
政治上、商業上，承諾都有這些法律上的考慮，
既然單純在法律角度考慮已經有很多問題，倘再
加上政治和實際的考慮，問題會更複雜。不過，
他明白到不少市民仍未放心，故會努力思考如何
處理，而表述是其中一個可行的方法，因為這樣
同樣可以令香港市民放心，也不用處理法律或其
他複雜的問題。

律政司回應「輕判」論：
藐視法庭或採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 就近日有關部分社會人士質
疑司法機構在處理「佔領」以至「反水貨客」
示威者時量刑過輕，律政司發言人昨日傍晚發
表聲明，指社會人士不要作出任何可能構成藐
視法庭、其他刑事罪行或損害司法獨立的行
為。有需要時，律政司會毫不猶豫採取適當行
動。
律政司發言人昨日傍晚在聲明中指出，司法獨

立對香港至為重要，法官只會按與案件有關的證
據和適用的法律作出審判結果，並引用律政司司
長袁國強在2014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致辭時表
示，「諸如涉及基本法賦與的權利或環保議題等
案件，很多具爭議性的判決往往引起傳媒關注，
甚或引發激烈辯論。此種情況完全可以理
解。……然而，就法庭判決作恰當的討論甚或批
評是一回事，但辱罵性的攻擊，或會削弱司法獨

立和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的不當行為則完全是
另一回事。」

指斥責法官威脅司法獨立
袁國強又引用英國御用大律師 Sydney

Kentridge指出，「其中對司法獨立特別構成威脅
的一個趨勢，是政客及傳媒往往因法官作出他們
不同意的判決，而放縱地斥責法官。……就法官
的意圖和誠信作出不恰當的攻擊，其真正損害不
在於法官的感受，而在於削弱公眾對司法機構的
尊重。若司法機構得不到公眾敬重，法治的根基
也會隨之而受損害。」
發言人指，律政司司長希望社會人士留意以上

立場，並且不要作出任何可能構成藐視法庭、其
他刑事罪行或損害司法獨立的行為。有需要時，
律政司會毫不猶豫採取適當行動。

■袁國強(小圖)希望社會人士不要作出任何可能構成藐視法庭、其
他刑事罪行或損害司法獨立的行為。有需要時，律政司會毫不猶豫
採取適當行動。圖為「反水客」示威衝擊商店生意。 資料圖片

■■通識科將討論是否增加分題比例及增設選答題通識科將討論是否增加分題比例及增設選答題。。圖為圖為
中學通識科上課情況中學通識科上課情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邱達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