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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蔭榮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課程發展）

初中的中國歷史科課程
已實施接近20年，有關的
專責委員會亦已展開課程

修訂的工作。與此同時，有調查指大多數中史
科教師同意課程需要修訂，結果亦顯示不少學
校出現略過或不教一九四九年以後歷史的現
象，甚至日本侵華與八年抗戰亦沒有教授。由
於修訂課程的設計及諮詢需時，專責委員會建
議學校在實施新修訂課程前，採用作為過渡期
的短期方案，讓學生能盡快接受包括近現代史

的完整中國歷史教育；此方案亦配合現行已達
致「古今並重」的高中中史科課程，若初中能
盡早推行，實有利銜接。

準備就緒的學校可採用「古今並重」課程
初中中史科課程微調修訂諮詢結果顯示教師

對「短期方案」的建議沒有明顯傾向。教育局
同意課程發展議會建議，讓學校按本身是否已
準備就緒而決定何時推行有關方案，並增強對
實施「古今並重」方案學校的支援。事實上，
已有學校將古代史的課題整理，騰出課時教授
近現代史，並與出版商聯絡，為學生訂製專用
課本，願意推行短期方案的學校可以參考。此
外，現行課程綱要中亦列出了各課題的「建議
教節」，教師可因應實際情況調整需要課節數
目的多寡，以完成整個課程的教學，包括近現
代史。

積累經驗 準備未來修訂課程
有評論指短期方案對古代史刪削過度，但若
以鴉片戰爭為分界，內地、澳門的歷史科，以
至台灣「社會學習領域」中的中史部分都是古
今各半；香港現行中史課程三分之二的課時用

以教授古代史，短期方案建議改為3.5比2.5。
有批評謂中史科課時不足，無論怎樣調撥古今
比例也無法完成整個課程。惟香港的中史課程
已比內地、澳門多一倍課時，初中學生需要修
習多個學科，因此在有限的課時下，課程內容
需作出合理取捨。
現時專責委員會按照「古今並重」的原則，精
簡不同皇朝的政治史內容，讓學生整全地認識中
國歷史及文化的面貌。有關方案可望於今年內進
行第一次諮詢。

學生應完整認識中國歷史
優化中國歷史教育必須活化及提升有效的教學

及評估策略。教育局將繼續舉辦培訓課程、出版
增潤教材、安排校本支援服務，與學校攜手提供
全方位學習機會如參觀博物館等，優化本科的學
與教。
在進行修訂課程的同時，教育局重申，學校必
須為中國歷史科提供不少於個人、社會及人文教
育學習領域的四分之一課時，並將會透過視學與
課程探訪了解推行情況。教育局強調，即使學校
決定暫不推行「短期方案」，亦有責任讓初中學
生接受包括近現代史在內的中國歷史教育。

凝聚共識 提供優質國史教育
局中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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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不能任由少數議員騎劫議會和市民福祉

行政長官梁振英上周六出席電台節目時，
將本港立法會與台灣「立法院」比較，指八
十年代多次捲入「立委」互毆的前民進黨
「立法委員」朱高正，當年於議會擲物、衝
擊時，港人都搖頭歎息，反問本港立法會何
時變得「差過台灣」；又指早前聽過有市民
指議員拉布、叫囂、擲物等行為「教壞細
路」。梁振英認為，議員擲物、拉布等行為
並非他上任後才出現，又指任何有助改善行
政立法關係的事情政府都願意做。

「三惡」是本港議會暴力始作俑者
的確，本港立法會擲物、拉布等行為並

非梁振英上任後才出現。2006年黃毓民與
陳偉業、梁國雄成立社民連時，就把台灣
政治文化和議會暴力引入香港。隨這
「三惡」晉身立法會，議事堂的議政風氣
迅速惡化，他們屢次侮辱和「掟」襲擊
政府官員，肆無忌憚以搗亂博取傳媒曝
光，又將議會暴力向社會蔓延，煽動和組
織「暴民政治」。
在議會暴力方面，本港立法會現時變得

「差過台灣」。台灣議會暴力主要是三種武
器，一是「擲鞋」，由女「綠委」王淑慧的
一擲而風行「立法院」；二是「巴掌」，由
女「綠委」管碧玲打女「藍委」洪秀柱一巴
掌後而經常出現；三是「唾液」，在相互嘶
吼、打耳光、扯頭髮中使用。本港現在的議
會暴力文化和向社會蔓延的「暴民政治」，
令台灣比較起來不啻是小巫見大巫。
自議事堂黃毓民「第一蕉」出現以來，

「三惡」在議會內不斷擲蕉、掃枱、爆粗和
襲擊官員，並將暴力政治從議會推移到社
會。社民連再分裂出「人民力量」後，其議
會暴力變本加厲。社民連、「人民力量」一
幫暴徒的暴力行徑，既反映幫會勢力向香港
政壇和立法會滲透，也反映「台獨」勢力介
入香港政治。

暴力文化歪風荼毒年輕一代
2011年9月，社民連、「人民力量」一幫
暴徒暴力衝擊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方案論
壇，他們戴疑似三K黨罩袍和V煞面具，
搗毀會場內物品，向保安員行兇叉頸。去年
11月，百多名「佔中暴徒」突襲立法會大
樓，以鐵馬、石屎板砸碎立法會玻璃門，並
且不斷用大聲公以粗口辱罵警員，以強光照
射警員眼睛，用雨傘等物品來襲擊警員。去
年延續79天的非法「佔中」，從一開始就迅
速演變為暴力騷亂，破壞香港法治核心價
值、衝擊正常社會秩序、損害營商環境和競
爭力，一度使香港成為暴戾之都、動亂之
都。追本溯源，這當中可發現立法會「三
惡」鼓吹「暴民政治」的影子。暴力文化的
歪風擾亂社會秩序，威脅他人安全，損害香
港形象，荼毒年輕一代。
筆者早於2009年12月16日，在《信報》

發表題為《激進主義在香港的萌發與前景》
的文章，指出激進主義在香港的萌發，帶來
了令人擔憂的政治文化現象與前景：首先，
激進主義擯棄了妥協而獨沽鬥爭，沒有任何
妥協餘地，這對香港民主的發展，對「一國
兩制」的順利運作，都沒有好處；第二，激
進主義蔑視和推翻傳統，否定一切，摧毀一
切，是「暴民政治」的溫床；第三，「暴民
政治」引入香港，會使香港的社會風氣和環
境產生負面的改變。歷史證明，暴力文化很
可能導致「暴民政治」。1793年，法國大革
命進入恐怖時期，雅各賓黨人組織暴民滋
事，將整個社會帶入風雨飄搖。這段歷史被
稱為「暴民政治」，是法國大革命最可恥的
一頁。二十世紀以來的歷史表明，激進主義
與暴民政治的直接後果，往往引發嚴重的政
治失範或社會整合危機。

動輒騎劫議會 拉布走火入魔

本港立法會現在變
得「差過台灣」，還
表現在「三惡」和少
數激進議員動輒騎劫
議會，拉布走火入
魔，市民福祉變成被
他們要脅的籌碼。
「三惡」拉布變本加
厲，是其他反對派議
員的姑息、縱容所
致，他們助紂為虐，難辭其咎。在現時的比
例代表制下，黃毓民、陳偉業、梁國雄以及
其他激進議員，只需要滿足政治光譜中最偏
激支持者的喜好，基本上已可穩奪議席。加
上有反對派議員配合及縱容，更令他們有恃
無恐，將議事廳作為政治角力場。
陳偉業此次拉布是蓄意要拉死創科局，對這

種明火執杖阻遏香港經濟發展的行徑，豈可聽
之任之。特首梁振英曾指出，社會上過去一段
時間，有些政黨路線越趨偏激，非社會之福，
政黨縱容少數立法會議員拉布，使政府發展經
濟民生的工作無法進行，社會付出好大代價，
有關政黨要負一定責任。市民心清眼明，一些
反對派議員根本就是拉布的幫兇。

向議會暴力和拉布行徑說不
由於議會暴力和拉布愈趨嚴重，議事規則
已淪為「無牙老虎」，問責官員「人人自
危」，政府施政舉步維艱，引起社會普遍不
滿。為遏止議會暴力和拉布行徑在議會泛
濫，不少建制派議員順應民意，接連提出修
改議事規則。無奈反對派議員對「三惡」行
徑惺惺相惜，視為他們狙擊政府、衝擊管治
的重要籌碼，一直反對修改議事規則，令莊
嚴的議事堂變成了「三惡」和反對派暴力和
拉布的表演場地。
對本港議會暴力和拉布行徑氾濫，香港社

會各界都表示不能容忍，因為縱容暴力和拉
布，政爭惡質化必然見風而長、日益強烈，
破壞香港社會的和諧穩定，損害香港法治社
會的核心價值。
當香港社會整體利益被少數激進議員劫持

的時候，首先是全體立法會議員包括主席必
須履行好職責，果斷制止個別議員的暴力和
拉布行徑；整個社會也要向少數議員的議會
暴力拉布行徑說不，不能任由幾個議會無賴
和暴徒胡作非為損害市民福祉。

本港立法會現在變得差過台灣「立法院」，一是立法會每逢重要會議必有

擲物、辱罵、爆粗和衝擊的暴力場面，而且議會暴力蔓延禍及社會；二是立

法會「三惡」等少數激進反對派議員動輒騎劫議會，拉布走火入魔，市民福

祉變成被他們要脅的籌碼。對此香港社會各界都表示不能容忍，整個社會要

向立法會少數激進議員的議會暴力和拉布行徑說不，不能任由幾個議會無賴

和暴徒騎劫議會和市民福祉。
■楊志強

公屋需求和供應情況一直是政府及市民最關注的議題，也
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從2011年至今年初，申請輪候
公屋又合乎申請資格的人士就上升至二十六萬多，升幅達
30%以上。以每年興建公屋一萬五千至二萬個單位計算，三
年上樓計劃肯定不能兌現。政府除了加快增加房屋供應外，
還有什麼辦法來縮短輪候公屋人士的上樓時間，可謂費煞思
量。
記得多年前，有學者建議政府增設搬遷津貼及特惠金措施鼓
勵更多的公屋富戶騰出單位，有助輪候申請人士盡快上樓。此
一建議直至今時今日，還是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政府及有
關部門不妨認真考慮。
2011年，房委會透露在過去三年間收回三至五萬個公屋單
位。這些收回的公屋單位，有部分來自有經濟能力自置居屋或
私樓的公屋住戶；也有公屋富戶自願退屋的；更有不少是因雙
倍租金及差餉的金額，與購買居屋供款所付的金額相差不遠，
因此放棄公屋單位，據說每年達一萬數千宗。2011年度公屋富
戶自動退租數量就有七百七十戶，比2008年、2009年度和2010
年度多達一倍以上。
「公屋富戶」退租一年比一年多的現象，源於以下兩個因
素。一是入住公屋的確能幫租戶家庭減輕不少經濟負擔，增加
儲蓄，入住公屋日子越長，儲夠換樓的資金的幾率就越高，直
到有能力可以調遷購買居屋。二是部分住戶受惠入住公屋之
「福利」，儲到錢轉購居屋或私人樓宇，主動退租，騰出公屋
單位讓更多有需要的申請公屋人士盡快上樓入住。從政府有關
公屋富戶的調查數據來說，達到「富戶」水平的顯然不是少
數，尤其是一些早年已經上樓的公屋家庭。問題是，政府如何
讓這為數不少的富戶主動退租搬遷，騰出更多的公屋單位讓有
需要人士上樓入住。要想吸引更多「富戶」退租，政府有必要
實施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刺激公屋富戶，增加他們的主動性。
例如針對「富戶」退租調遷，增設一些優厚的搬遷津貼，或是
對退租退屋人士給予一筆一次性特惠金，又或者對自動退租退
屋人士提供一筆低息貸款資助，作出擔保及延長供款年期的優
待。
所有這些，將有機會打動和吸引更多的公屋「富戶」退租調
遷，騰出更多的公屋單位讓有需要入住公屋人士入住。假若每年
能吸引8,000至10,000個「富戶」退租退屋，無疑可為政府增加
額外的三分一公屋單位，有助加快公屋流轉，以及縮短輪候入住
公屋人士的等候時間。
雖然公屋富戶的數量以及相關優惠能否吸引他們退屋調遷，很
難預估。但為了加快公屋流轉，讓更多公屋輪候人士有機會上
樓，減輕政府拓地建屋的壓力，就算要付出多一些財政支出，也
屬上上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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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台灣新北市八仙樂園「彩色派對」發生粉塵爆炸事故，
造成逾500人灼傷送院，其中包括6名年輕港人，大量傷者等待植
皮救治。截至7月13日已有5人傷重不治。據初步調查顯示，事
故現場發現40餘根煙蒂或為引致爆炸之原兇。主辦方稱未意識到
明火可導致粉塵爆炸，亦未通知工作人員及遊客禁止吸煙。事實
上，粉塵遇到熱源（如明火）會發生極速的化學反應同時釋放大
量的熱能，形成高溫和巨大壓力，有很強的破壞性。由於主辦機
構缺乏防範意識及科學知識而釀成此番大禍，實在令人惋惜。
面對災難，事前的多重防範往往比災後的救援更為重要。回
想上月初「東方之星」客輪翻沉重大事故，442人遇難僅12人
獲救。據報道，事故發生前8小時，湖北省氣象局曾發布特別氣
象預警，提示湖北長江段會有強對流天氣出現，提醒該航段船
舶注意航行安全，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等。據倖存乘客回憶，
船員並未通知乘客可能遇到惡劣天氣情況及作出相應的準備。
當晚9時開始狂風暴雨，該船急速轉向，導至船身傾斜，隨即翻
沉江中……由此可見，事故來臨前並非沒有預兆，只是未引起
當事者足夠的警惕與重視。
近年不同國家地區發生多起船隻、航機、旅遊車意外事件，
其中一部分或與極端天氣、自然災害有關，但總結事故經驗與
教訓，人為因素導致事故發生的比例亦相當高。俗話說：「小
心駛得萬年船」，謹記古訓，預防萬一，避免樂極忘形、意外
生悲是避免災害事故發生的真諦。社會各界與其怨天尤人，不
如未雨綢繆、及早做好防災減災工作，尤其是各級政府、有關
機構、媒體等應對公眾教育普及科學常識和防範意識，加強安
全措施，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就此次台灣粉塵爆炸案來說，倘
若主辦單位、工作人員及遊客等對粉塵遇明火的危險性有一定
的認識，做好安全措施，或許災難就可以避免。這些血的教
訓，同樣警醒社會，應對極易由自然災害引發事故的「隱患
點」加以排查，並根據統計數據對有可能造成事故的設施加以
鞏固，消除隱患，確保萬無一失。同時建立完善的工作機制，
加強災害預報、預警工作，協同應對，確保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造成「東方之星」翻沉的原因據船檢人員透
露，或與船體變更設計、加長加高及快速轉向有關，該客輪在
1997年改造後，客房艙門減少不利逃生，原來固定的鋼架床亦
被改造為活動的木質床，船體傾斜後客房的木質床全部滑向一
邊抵住門口，既加大乘客逃生難度亦加速了船的傾覆。這就對
船隻監管部門敲響了警鐘。要遠離災害必須防患於未然，每一
次災難既為社會帶來慘痛的損失，也給人們留下深刻的教訓，
值得反思與銘記。為此筆者試作順口溜一首: 「人為災害何其
多，疏忽漏洞出大錯；檢查預防要準備，保障安全免災禍。」
珍惜生命，是對逝者最好的慰藉。預防災害和安全事故，必須

進一步加強科學管理，減少人為疏漏，防止類似悲劇一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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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歷史科教育必須引起足夠重視。
劉國權 攝

港創科業發展緩慢令人憂慮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工商界靠轉口貿易、穿膠花、
做玩具，走在當時工業發展的最前端，令香港的發展快
人一步，打下良好經濟基礎，其後又成功轉型以金融服
務業為主的國際金融中心，成為奪目耀眼的東方之珠。
進入21世紀的知識型經濟時代，創新科技已經成為帶
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傳統商業模
式早已受到衝擊，各國各地、各行各業都在努力尋求突
破，加快轉型創新，務求結合創新及科技的知識，提高效
率以及進一步發展業務。同為亞洲「四小龍」的韓國、新
加坡、台灣，早已確立以創新科技作為龍頭產業帶動發

展，開闢專門的科技工業園，給予土地、稅務、人才、資
金各項政策的優惠，鼓勵創新創業。在政府的大力扶持
下，這三地的創科業獨樹一幟，尤其韓國，一個三星手機
已經獨步天下，令韓國經濟迅速崛起。相比之下，香港的
創科業乏善可陳，長期議而不決，根本未成氣候，香港亦
由「四小龍」之首滑落到只能敬陪末座。
就算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30年前香港是深圳的師

傅，深圳不過是為香港生產、加工的「工廠」而已，但
是近年深圳積極發展創科業，中興、華為等科技企業異
軍突起，已成為國際科技巨企，近期舉世知名的無人飛
機也出自深圳，深圳成為全國最具創新力的城市，把香
港這個師傅遠遠拋在身後。龜兔賽跑的故事正在上演，

令人傷心的是，香港扮演了驕傲的兔子。更令人憂慮的
是，港人還未充分意識落後的危機，拉布、司法覆核阻
礙施政的一幕不斷重演，香港被邊緣化的趨勢越來越明
顯。工商界對此無不心急如焚。

議員須尊重民意放棄拉布
「三年又三年，都快十年啦，老細。」這句電影

《無間道》的台詞，港人應該相當熟悉，它表達出
一種無了期等待的焦慮和無奈，用來形容港人、尤
其是工商界對創科局的等待，也很貼切。香港面臨
周邊地區的激烈競爭，工商界最清楚，目前香港科
技發展水平不如人意，競爭力每況愈下，主要原因
在於：一是工商產業升級轉型速度較預期慢，這涉
及投資信心及資金問題；二是多年來對科技發展缺
乏前瞻和全面規劃，以致與鄰近地區差距愈拉愈
遠。創科局的成立能夠幫助拓展新經濟，為香港尋
求新的發展路向，促進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成立
創科局，能讓政府加強統籌「官、產、學、研」的
協調工作，以便支援香港科技研發、創業和產業發

展的各方面需要，促進香港經
濟結構多元化，為年輕人提供
更多從事創新、創意和創業的
機會，亦有助將研發成果盡快
商品化。因此，成立創科局並
非意氣之爭，而是香港發展的
迫切需要，已經刻不容緩。
香港是彈丸之地，能夠擁有今

日繁榮富庶、安居樂業的環境，
是幾代港人以獅子山下精神同舟
共濟、艱辛努力打拚的成果。特首梁振英日前出席立法
會答問大會時提醒，對香港經濟面臨的風險不能掉以輕
心，更不能以為經濟繁榮是必然，要馬上掌握機遇，不
能蹉跎歲月。本港致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迫切需
要，也是政府和立法會的共同責任。近日中大及港大所
作的民調均顯示，6成人最關注民生。立法會議員作為
民意代表，必須尊重民意，以市民的整體利益為重，放
棄拉布爭拗，積極配合政府施政，攜手應對嚴峻挑戰，
讓香港重新出發。

蔡德河 原全國政協委員

成立創科局意義重大 工商界懇請勿拉布阻礙
立法會財委會本周將加開會議審議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審議。創科局拉鋸了3年至今仍未成

事，香港錯失了多少機會，喪失了多少優勢，還有多少本錢可以這樣虛耗下去，我作為香港工

商界的一分子，實在又心急又心痛。創新科技已經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工商界深明

盡快成立創科局對香港意義重大，懇請立法會議員以大局為重，放棄為反對而反對的心態，放

棄拉布，支持成立創科局，發展高增值產業，提升香港競爭力及經濟活力，造福市民。

■蔡德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