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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籲社會發聲：勿對港青「是其非」

「嫰筍」怨「賴死不走」阿基無奈棄九西

長毛前「馬仔」搞獨
稱建「港版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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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局批教協煽杯葛TSA
播負能量無助解決問題 教聯會責煽罷考損互信

教協昨舉行記者會，聲稱教育局向學校發禁止操練TSA
的通告，是「將學校變成擋箭牌」，又謂當局的跟進

行動是「破壞與學校之間的夥伴關係」。該會煽動教育界
杯葛本學年的小三TSA，要求老師不參與撰寫試題及不擔
任評卷員、家長讓學生罷考、又叫學校體諒家長的決定不
作追究。

葉建源認學校拒考或出事
教協一方面「呼籲」教育界搞事，但被問到杯葛之舉會

否涉及法律或行政問題時，教協副會長兼立法會議員葉建
源卻又承認，若學校主動拒考，可能會違反局方的行政指
令，或許會出現問題，言論極不負責任。
回應教協的言論及「呼籲」，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指，當
局已雙管齊下，一方面由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
員會檢討TSA的題目及實施安排，期望下月底有初步方
案；另一方面亦透過與學校合作，以行政方式遏止個別學
校的TSA操練。
發言人強調，當局一直重視與學校的夥伴關係，決心與

學校合力遏止TSA操練，而大部分學校都發揮專業，並沒
有TSA補課操練的問題；但若個別學校置小學生的福祉不
顧，繼續補課操練，當局不可坐視不理，有需要採取行動

跟進，「若教協認為跟進個別問題個案屬『嚴重破壞與學
校之間的夥伴關係』，是諉過於教育局，更有護短之
嫌。」
發言人批評教協一方面謂要解決TSA操練問題，另一方

面卻反對當局跟進事件，是自相矛盾之舉。就教協的「杯
葛論」，發言人表示，有關言論只會在學校散播負面情
緒，無助解決個別學校的補課操練文化。

楊潤雄：有學校已取消補課
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昨出席公開活動後表示，當局發出

通告後，部分學校已即時取消原訂的補課安排，學界反應
正面；而TSA在明年5月、6月才舉行，目前談杯葛是「言
之尚早」，相信檢討委員會於明年初會提出初步看法，屆
時將有合適的改善措施。
考評局表示，小三級每年聘請近200名閱卷員，每年大

概4月中或月底寄信到學校邀請教師擔任閱卷員，約於7月
中至底進行評卷；由於教育局已成立小組全面檢討TSA，
會按照小組提出的建議，再就評估及評卷安排作出配合。

教聯會：遏操練應三方合作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表示，TSA的檢討必須建基於教育

專業之上，而非屈從於政治壓力，要遏止操練風氣，應由
政府、學校和家長三方合作。該會強烈譴責有教育團體乘
機煽動罷考，認為這「既破壞教育專業，也破壞學校、老
師、學生和家長之間的互信，應受社會譴責！」
立法會教育局事務委員會主席林大輝則指，教育局是

「麻鷹不管，只管雞仔」，局方是轉移視線，企圖將所有
責任諉過校方和辦學團體。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昨日有
多名成員及約70名家長在立法會門口示威，要求局方取消
TSA。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為遏止學校因全港系統性評估（TSA）而操練學生，教育局近日

向全港學校發通告，嚴禁校方安排學生補課或操練，外界普遍對此持正面態度；但香港教育專業

人員協會繼續藉此「抽水」，聲稱當局發通告是將責任卸給學校，更煽動教育界杯葛TSA。教育

局昨反擊指，當局跟進問題學校被扭曲為「破壞與學校的夥伴關係」，教協是諉過於教育局，也

有護短之嫌；該會既稱要解決操練問題，又反對當局跟進，是自相矛盾；而「杯葛論」更是散播

負面情緒，無助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年輕
人是香港社會的未來，近年卻有一些年
輕人魯莽行事，惡意破壞社會秩序。特
首梁振英昨日表示，社會對年輕人是有
盼望的，特區政府也非常重視他們的全
面發展，故他們對社會亦有一定的責
任。他認為，不可能凡是年輕人所做的
都是對的，故社會必須對年輕人「是其
是，非其非」，而不能「是其非」，強
調「在一些個人行為、社會意識出錯的
地方，社會要發聲。」

願與任何中學生調換角色
梁振英昨日出席「十大傑出青年選舉
2015」頒獎典禮致辭時表示，年輕人是
香港的未來，社會對他們是有盼望的，
強調特區政府非常重視年輕人的全面及
各領域發展，「特區政府無論在產業政
策方面，我們要做到百業興旺；在教育
政策方面，我們希望每一個香港的青少
年人都能夠做到不單止是學有所成，還
要學以致用，這就可以為我們每一個香
港的青年人提供一個他能夠發揮自己所
長的一個台階。」
他坦言十分羨慕現時的年輕人，更笑
指：「我今天雖然已經做到一個地方的
首長，作為香港的特首，我很願意與香
港任何一間中學的任何一位中學生，與
他們來一個角色的調換。」他解釋，因
為社會比昔日有更多教育資源投入，也
更重視青少年發展，加上國家的國力在

世界上日益受到重視，中國人在世界上
的地位越來越高，令香港的年輕人也有
更大、更高、更好的舞台，給他們憑自
己的努力去發揮。
但梁振英也說：「我們對青年人是有

盼望的。青年人有很好的機會，特區政
府，整個特區社會對他們很重視，他們
對社會亦有一定的責任。」

指不可能「凡青年做的都對」

他認為，不論在個人行為或社會意識
的「是非」問題上，社會必須對年輕人
「是其是，非其非」，而不能「是其
非」，「我們當然不能夠對青年人『是
其非』，凡是青年做的都是對，這個是
不可能的，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我

們一定要『非其非』，一定要『是其
是』，在一些個人行為、社會意識出錯
的地方，社會要發聲。」
梁振英並期望，今次當選的9位傑出

青年可繼續發揮他們的所長，「不單止
為自己的事業爭取更大的成就，亦可以
為香港社會、為我們國家，以至為人類
社會作更大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前日閉幕的巴
黎氣候變化大會通過新協議，全球應對氣候變
化邁出重要一步。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就新協
議發表網誌指出，氣候暖化既是全球問題，也
是香港問題，香港人不能置身事外。他表示，
香港擬在2020年將碳強度由2005年的水平降
低五成至六成。
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於巴黎時間12日晚上閉

幕，全球近200個國家通過新的《聯合國氣候
變化框架公約》（又名《巴黎協定》）。梁振
英在網誌上形容，此次通過協議，是「劃時代
的歷史性和階段性成就」。
梁振英指出，協議具有法律約束力，其內容

指出，要在本世紀末，將全球氣溫控制在較工
業革命前上升不超過2攝氏度，並設法限制在
不超過1.5攝氏度。他表示：「這將改變未來幾
十年各國以化石燃料推動經濟的模式。」

稱港減排目標進取
梁振英續稱，環保問題是本屆特區政府四大

施政重點之一。環境局早前公佈《香港氣候變
化報告2015》，概述相關部門在這方面的工
作，特別是針對極端天氣的回應。他又表示，
香港目前減排的目標是進取的，擬在2020年，
以2005年作基礎，減少碳強度五成至六成。
梁振英指出，氣候暖化既是全球問題，也是香

港問題，香港人不能置身事外。他表示，要達到
減碳目標，特區政府、企業和個人都有不可推卸
的責任。政府有權有責制訂和執行法規和政策；
大小企業有社會責任在符規之餘，自主多走一

步；而全港市民更需要人人提高減碳意識，身體力行。
他最後表示，會責成環境局和教育局，在全社會和

學校，做好宣傳和教育工作，務求市民認識到氣候變
化帶來的切身挑戰和危機，以及個人參與減碳行動的
重要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工黨今屆區選派出12
人參選，結果只得 3 人當
選，前主席李卓人曾以「差
強人意」形容戰果。工黨昨
日選出第三屆新執委，前正
副主席李卓人及何秀蘭正式
讓位。被稱「全港最短命區
議員」、僅就任165日的郭
永健繼早前連任區議員失敗
後，今次再次敗走，僅當上
工黨執委副主席。工黨主席
則由現年35歲的創黨黨員胡
穗珊擔任。胡穗珊新人上
任，隨即不把工黨老鬼放在
眼內，她聲言：「新人未必
比舊人拉票能力低。」意味
來屆立法會選舉，工黨選舉
名單或會大執位。
工黨昨日舉行黨員大會，推選新主席及執委成員。胡穗珊當選主席，郭

永健、趙仕信雙雙出任副主席，任期兩年。李卓人及何秀蘭則分別退居副
主席及副秘書長。

聲言「新人拉票未必差過舊人」
工黨李卓人、何秀蘭及張超雄，現分別為新界西、香港島及新界東立法

會議員。胡穗珊稱，工黨正積極考慮在來屆立法會選舉擴闊版圖，派員出
選九龍西及九龍東。至於人選安排則需黨內從長計議，暫時「舊人帶新人
出選」、「新人落新區」或「舊人轉區」都有可能。她又「爆響口」聲
言，「新人未必比舊人拉票能力低。」
對於工黨現時的困局難題，胡穗珊承認，工黨欠缺人力物力資源，現時

成員不足200人，拓展新區比舊區需要的時間多，具體部署安排會根據工黨
資源及整體反對派形勢，與黨內商討後公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建設力量在今
屆區議會選舉中，擊敗多名反對派「雙料」議
員，力挫反對派立法會選舉部署。其中，本身循
「超級區議會」晉身立法會的民協「老筍」馮檢
基(阿基)，不敵工聯會、民建聯「小花」陳穎欣，
明年只能循地區直選謀重返立法會，隨即又引起
民協年輕梯隊抱怨他有意重返九龍西「賴死不
走」。面對民協陣腳大亂，馮檢基昨日終開腔表
明，不會重返九龍西，但可能循新界西或九龍東
重返立法會。
民協副主席譚國僑亦稱，民協明年會派4隊出
選立法會，自言自己有資格參選立法會，又揚言
民協現有18個區議員，絕不放棄「超級區議會」
議席，預計明年初敲定名單和地區。
在深水埗起家的民協，麗閣、深水埗以至九龍

西一直被視為民協根據地，馮檢基在回歸後有三
屆立法會均循地區直選的九龍西選區進入立法
會，直至今屆立法會始循「超級區議會」成為立
法會議員。政界認為，馮檢基此後「食回頭草」
重返九龍西參加立法會直選順理成章，但這引起
民協二三線梯隊抱怨馮檢基「賴死不走」。

或循新西九東出選返政壇
馮檢基昨日聯同譚國僑與傳媒茶敘時，終開腔

斷然否認重返九龍西。他稱，早於2012年，民協
已積極推動傳承工作，他既已走出了九龍西，就
不會重返，但仍會參與立法會工作，聲稱「無論
健康、精神、意志等，都感覺到自己的政治生命
還未完結」。他謂，目前需慎選一個一擊即中的
地區出擊，否則「議會工作就會玩完」，而新界
西和九龍東均有民協區議員，擁有一定樁腳，他

預計循這兩區出選的機會較大。政壇耳語指，新
界西作為可能選擇的原因，是民主黨在新界西的
區選連番失利，民協在屯門區議會還有3席，馮
檢基的如意算盤是在新界西既可「食老本」，再
挾「溫和」形象兼收民主黨票源，送自己回立法
會。
譚國僑則提到，民協初步決定，明年立法會選

舉，將派出不多於四隊出選。雖然馮檢基不能出
選「超級區議會」，但民協在今屆區選有18名成
員當選，具備「入場」資格，揚言民協絕不放棄
「超級區議會」的席位。他預計，民協將於1月
底至農曆新年前，才敲定立法會參選名單及出選
地區。
馮檢基亦稱，民協有18個區議員，有「入場
券」而不參選會無法交代。綜觀反對派陣營中，
能推薦成員參選「超級區議會」的組織不多，民
協會力爭到低。
譚國僑自稱有資格挑戰「超級區議會」議席。

但他於2012年立法會選舉出戰九龍西，最終差
300多票落敗，到全港投票的「超級區議會」結
果會如何，只能「靠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曾兩
次參選區議會均遭慘敗的前社民連成
員楊繼昌昨日召開記者會宣佈成立
「民主進步黨」，指該「黨」政綱是
「導正本土，守護我城」，但其實該
組織並沒有進行任何社團登記。楊繼
昌稱，預定今日向警方申請註冊。

「綱領」幾乎照抄台民進黨
楊繼昌與數名綠衣打扮的人昨日下

午在紅磡碼頭舉行記者會，宣佈成立
名稱與台灣民進黨一樣的「民主進步
黨」，就連展示的「黨徽」的顏色也
刻意與台灣民進黨一樣，他稱該黨的
「綱領」是「活化泛民、導正本土、
傘後民進、守護我城」，而「最高綱
領」更是幾乎照抄台灣民進黨的政
綱，只是改了一個名稱而已。
楊繼昌自稱自己是該黨幹事長，但

對於該黨的其他「核心成員」是誰，
他則三緘其口。對於有人質疑該黨是
否已註冊問題，楊繼昌承認，預定今
日（周一）會去警察總部申請社團登
記。

主打「城邦」區選兩敗收場
今年34歲的楊繼昌，是長毛（梁國

雄）的追隨者，曾加入社民連負責文
宣工作，但目前已退出社民連。早在
2011年，他代表社民連參加區選，在
油尖旺富榮選區挑戰民建聯的鍾港
武，但以1,200多票之差大敗收場，今
年區選他以「自護城邦」政團名稱捲
土重來，但卻改為「空降」九龍城鶴
園海逸選區，結果依然以逾650票之
差，大敗於以獨立身份當選的余志
榮。

胡穗珊一上位 即嘲「工黨老鬼」

■胡穗珊(左)擔任新一屆執委主席，李卓人
(右)退居副主席。

■馮檢基揚
言繼續參與
立 法 會 工
作。
鄭治祖 攝

■楊繼昌（中）在紅磡碼頭舉行的記者
會上宣稱成立「民主進步黨」。

張得民 攝

■由於在紅磡碼頭舉行記者會的地點並
未事先申請，巡邏警員登記了楊繼昌的
身份資料。 張得民 攝

■楊潤雄表示，目前談杯葛TSA是「言之尚早」，相信檢
討委員會於明年初會提出初步看法，屆時將有合適的改善
措施。 姜嘉軒 攝

■梁振英（左六）、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會長梁國柱（左七）、「十大傑出青年選舉2015」籌委會主席鄧顥懷（左一）與
眾人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