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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安全法》第14條訂明每年4月15日為
「國家安全教育日」。今年是正式啟動「國家安全
教育日」的第一年。雖然《國家安全法》並不在香
港實施，但香港現在已經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
區，近期有關「港獨」的爭論日益熱熾，國家安全
的問題備受關注，所以「國家安全教育日」在香港
推廣，也是十分有意義和重要的。其實，「國家安
全日」並不是中國才有，印度定每年3月4日為「國
家安全日」。印度的國家安全日教育成分並不高，他們的國家安全
日主要是表揚安全工作者對印度社會維護和平與安全所作的貢獻。
中國在1993年就有《國家安全法》，但是因為時移勢易，新的情況

和問題不斷出現，1993年的《國家安全法》已經不合時宜。所以在
2015年，全國人大重新修訂了新的《國家安全法》，並宣佈在2015年7
月1日實施。新的《國家安全法》對「國家安全」定義作出範圍更廣的
涵蓋。「國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文化安
全、科技安全」五大方面。那麼，國家安全和香港有什麼關係？

國家安全與香港的關係
早在二戰時期，香港已成為世界三大間諜之都之一，和里斯本、

卡薩布蘭卡齊名。目前，香港仍然是全球情報機關蒐集資料、收集
情報的集中地。香港華洋雜處的文化、歷史社會環境和出入境自由
(超過100個國家和地區的旅客不需簽證便可自由進入香港），間接
促成世界各地間諜利用香港作為收集和交換有關中國敏感和秘密信
息的地方。還有，香港地理位置靠近中國大陸，亦是中國最自由，
信息最流通的城市。
除此之外，與中國大陸不同，香港承認雙重國籍。如果一個擁有英

國公民身份的香港永久居民被發現從事間諜活動，香港當局沒有將他
驅逐出境的權利。像斯諾登這位前美國情報人員，他可以公開進入香
港，在簽證所容許的期限內逗留香港。而且因為香港沒有《反間諜
法》，斯諾登只要不觸犯香港的法律，香港警方亦不能逮捕他。
即使在回歸後，有關方面仍發現英美竊聽香港的電話和網絡數
據，收集有關香港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情報。1997年的《解
放軍報》曾報道，回歸前的英軍總部──中環威爾士親王大廈交給
解放軍駐港部隊時，中方發現整個大樓已被裝置竊聽系統，大樓在
回歸最初幾年幾乎閒置。同樣，總督府（現禮賓府），這個香港行
政長官的官邸亦找出竊聽裝置。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因此沒有搬進
去住。英國的秘密情報局，或軍情六處，曾經悉心經營，在港島的
小西灣建立當時全遠東地區最大的一個情報蒐集中心，用以監聽來
自中國內地的無線通信。當香港回歸中國成為必然事實後，該中心
在1985年被拆卸。

港人應認識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本港有媒體在2013年的報道指出，香港反貪機構廉政公署亦潛藏

英國間諜。英國領事館人員不顧國際法的「不干預內政原則」規
定，在回歸後繼續與香港的反對派議員接觸，對香港的事務指手劃
腳。斯諾登亦透露，美國長期監視香港互聯網交換中心，一個位於
香港中文大學的重要互聯網交換點。斯諾登指，美國中央情報局在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有一個分局，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是美國最大的
駐外總領事館，比許多美國駐其他主權國家的大使館更大。更奇怪
的就是，其他駐外使團均向美國國務院外交部匯報，但是美國駐港
總領事館是直接向美國國務院匯報。據報道，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維
持300至500名工作人員，每周向美國國務院提交有關香港各方面的
報告。美國駐港領事館亦定期與其他國家駐港領事館的外交官在外
國記者會召開圓桌會議，討論並共享信息。
此外，香港亦是外部勢力的情報中轉中心。「中國新聞社」去年

報道，一名內地人長期竊取解放軍的內部通告，潛入位於湛江的省
軍事設施和軍營拍照，並把所有資料傳遞給香港的中間人，再由香
港的中間人轉發給國外間諜機構分析。此內地人後因「危害國家安
全罪」，被判處10年監禁。
香港人一直以來只關心發展經濟，對國家安全不甚關注、理解。

香港人應藉「4．15國家安全教育日」，多了解自己身處環境的複雜
性，充分認識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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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港獨」者無資格出任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選舉將於今年9月4日舉行，現時有多個主張「分裂」、「港獨」的政黨

組織正摩拳擦掌準備大舉出選。固然，只要符合法例要求，任何人都可以報名參

加立法會選舉，但對於一些主張「港獨」人士，假如他們成功當選，也不代表他

們有資格擔任議員。中央官員已多番表示，「港獨」觸及「一國兩制」紅線，表

達中央堅決反對任何「港獨」言行的立場。更重要的是，立法會議員有責任維護

基本法，並且在出任議員時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港獨」恰恰是違反甚至公

然挑戰基本法。試問主張「港獨」者又怎會擁護基本法？而不擁護基本法又有何

資格出任議員？現在是時候研究當中的法律問題。如果「港獨」分子可以登堂入

室在立法會上散播「港獨」，必將對「一國兩制」造成損害，釜底抽薪的做法是

市民用選票阻止「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

「港獨」組黨參選值得警惕
近期不少明裡暗裡主張「港獨」的組織紛紛組黨，出
現「香港眾志」、「香港民族黨」等新政黨，明目張膽
鼓吹「公投自決」決定香港「二次前途」，「港獨」是
「公投」的一個選項；有人更揚言，看不到「一國兩
制」對香港有保障，這只是過渡性安排，現時應討論香

港前途，要「獨立」還是變成中國一個普通城市。這一
類「港獨」組織的言行愈演愈烈，已經逾越了言論自由
的界線，而是有計劃、有行動地搞「分裂」搞「港
獨」。
他們的目標同樣是採取非法暴力手段，來推翻特區政

府，並且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這亦是不少「港獨」
組織念茲在茲鼓吹的目標。先不論其目標如何荒誕，但

對於其本質卻必須高度警惕。
不能否認的是，根據剛過去的新界東補選結果，有部
分鼓吹、支持「港獨」人士可能在9月成功當選立法會
議員，絕非杞人憂天。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對待這些鼓
吹「港獨」的人士。首先，從法律來說，「港獨」違憲
違法，當中既違反基本法，也涉嫌觸犯各條刑法，包括
《刑事罪行條例》等。試問犯法之人待罪之身，是否還
可以成為議員，已經令人質疑。 更重要的是，《基本
法》第104條規定，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
誓。
《宣誓及聲明條例》對於議員的誓詞更有明確的規

定：「我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
區服務。」誓詞的內容正正是對立法會議員的要求，列
明他們的職責。當中最重要就是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樣，儘管「港獨」分子
成功當選，他馬上就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是是否依法宣
誓？如果他照樣宣誓，這樣即是說他要放棄「港獨」主
張，原因是基本法明確指出：「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

的領土」，主張「港獨」者自然是違反
基本法，又如何擁護基本法？所以他們
要宣誓就任議員，就必須先放棄「港
獨」主張；但如果他們拒絕宣誓，依法
他們又不能出任立法會議員。

搞「港獨」如何宣誓擁護基本法
當然，有人會說這些「港獨」分子可

能會講一套做一套，一邊說擁護基本法，一邊又大搞
「港獨」。不過，這樣他們將暴露其投機的真面目。而
且，基本法第79條規定，當議員因「行為不檢或違反
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譴責」
時，「由立法會主席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即是說，如果「港獨」分子在宣誓之後繼續搞「港

獨」，這樣，立法會就可以引用第79條，追究他們的
行動，要他們付出代價。 事實上，任何「港獨」分子
都不應進入議會，否則只會對「一國兩制」造成損
害。當局應盡早研究有關的法律問題。同時，市民也
應想清楚，讓這些「港獨」分子進入議會的危害，齊
齊用手上選票將「港獨」分子、將禍港分子逐出議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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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有Take Two

中學文憑試中文科
目日前開考，坊間在
中文卷面世之後，找
來方方面面的專家、

教師點評中文試卷難度；對於試卷的深
淺、考試的形式，筆者比較關注的，還
是考生們的精神健康，就在中文卷考試
前一晚，有一名20歲、多次應考文憑試
的男生懷疑因考試壓力而墮樓身亡，事
件再度引起社會對學生精神健康的關
注。
「生命無Take Two」的宣傳口號深
入民心，勸勉人們要珍惜可一不可再的
生命，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青年在學
業上也變成「學業無Take Two」，認
為只要公開考試失敗，學業以至之後的
事業也會失敗，會變成「人生大輸
家」。筆者對於此等想法不敢苟同，莫
說是不少世界名人、富豪例如比爾．蓋

茨也沒有大學畢業，在現今升學渠道眾
多的社會，一個文憑試，絕不能定一個
人的成敗。
筆者身邊就有一些朋友，雖然在公開

考試中成績未如理想，但最後都能夠學
士甚至碩士畢業。舉一個例子，筆者身
邊有一名男性朋友，無論在會考以至高
考成績也未如理想，最後只能在大專升
學，但憑藉其努力以及追求知識的決
心，結果是碩士讀完一個又一個，表現
也不比其他公開考試成績好、八大畢業
的碩士同學差。
有考生可能會認為，公開考試失利，

就會意味着自己輸在起跑線上，難以再
跟其他考生比拚。事實上，起跑線所描
述的，只是大家目前的狀態，能否走到
終點、在最後仍能展現笑容，關鍵在於
一生所願意付出的努力；有人早年就發
展順利，有人大器晚成，今日看似不順

遂的人生，只要堅持和一直付出努力，
超越別人事小，能夠不斷的進步、不斷
的自我提升，世界又豈只一張文憑那麼
小？
「條條大路通羅馬」這句話說來有一

些老套，但卻是鐵一般的事實。今日我
們走某條路的時候，或會發現前路崎嶇
甚至前路不通，但只要我們願意停一
停、諗一諗，就會發現要達到終點，路
絕不只一條。筆者舉個耳熟能詳的例
子，阿里巴巴主席馬雲算得上是名人當
中的名人，多年前有誰會想到，一個公
開考試兩次失敗、連快餐店肯德基也不
願意僱用的青年，今日會成為耀眼奪目
的巨富。
我們並非活在電視劇《EU超時任務》

的世界，生命當然沒有Take Two，不過
在學業、學習的路途上，「學業有Take
Two」已經太少了。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梁秉堅 香港菁英會副秘書長

「香港眾志」是政界龐氏騙局

由「學民思潮」及學聯前成員牽頭成
立的「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及秘書
長黃之鋒下周將到美加大學作「巡迴演
講」，勾結外國勢力支持推動「港獨」
的「自決公投」。黃之鋒更狂言希望爭
取到各國甚至聯合國支持。
「香港眾志」尚未獲得公司或社團註
冊，更未有任何銀行戶口，現時估計只
有用個人戶口收取所謂的捐款，以個人
戶口暫代公司或社團戶口已經不妥，現
在還要到美國搞路演，預計他們必然在
海外籌款，即是需要接受境外財資注入

到其個人戶口。這種集資手法有可能會
構成詐騙罪，而且是跨境犯罪。香港法
例定明如任何人藉作任何欺騙並意圖詐
騙而誘使另一人作出任何作為或有任何
不作為，而導致—該另一人以外的任何
人獲得利益；或該進行誘使的人以外的
任何人蒙受不利或有相當程度的可能性
會蒙受不利，則該進行誘使的人即屬犯
欺詐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
禁14年。
我們不知「香港眾志」到底會在境內

外如何使出渾身解數、如何向外力拋媚

眼，但觀察到他們在銀行戶口一事上矯
情飾詐，便知他們必定繼續在境內外瞞
神弄鬼。一旦這些原本是作為公司或社
團捐款的款項最後落入個人口袋，我們
便有理由懷疑當中有犯罪成份。香港法
律中有《證券及期貨條例》及《公司
（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明確管制集
資活動，雖然對捐款沒有明文法規，但
相關部門對於這種政界的種金騙局、龐
氏騙局必須要注意，否則歪風一開，不
知有多少人被政界迷魂黨推入五里霧
中。

季霆剛 浙江省政協港澳台僑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沒有必要強求「零功課」

初小時因為貪玩，不懂得適當安排時
間以致未能及時完成家課，只好開夜
車。但漸漸明白惟有善用光陰才能有效
做妥功課，於是就學曉了「讀書時讀
書，遊戲時遊戲」，讓自己控制時間而
不是讓功課支配我。
其實做功課是讀書學習成長不可或缺
的其中一個很關鍵的環節，真不明白為
何現在竟然會有人鼓吹「零功課」。課
堂上老師教授了知識後學生便要回家反
覆練習，才能融會貫通從而得到透徹的
理解。初小時要練習書寫以掌握文字的
功能；高小初中就要開始學習使用辭匯

去表達感情和意見；去到高中就更是要
多多運用邏輯思維去構建自己的想法。
數學運算也要靠不斷複習才能應付自
如。
老師對學生作業的批改也是很重要的

回饋。還記得讀高中時筆者明明很用心
寫論文，但始終未能取得高分，於是仔
細閱讀老師的評語，從而改善文章的鋪
排和內容的取捨，結果獲得好成績。可
見教師的批改是促成學生學習技能進步
的重要一環。
不能否認學習進度會因學生而異，

因此有些學生做功課時會感到吃力。

老師應該因材施教，給予不同的作業
予學生，又或是減輕追不上的同學的
家課量。千萬不要讓學生在做功課的
過程中感到挫敗和自卑，要不時給予
鼓勵和肯定。
回顧我的成長經歷，做功課不但令我

更確切地了解老師課堂教授過的知識，
也讓我學會有效地管理時間。再者，作
業成績差時我會反省，取得好成績我會
樂半天，很有滿足感！另外，現在每當
想到「二二如四」「三三歸九」「四四
一十六」等口訣便勾起跟母親的那段美
好回憶，十分珍惜！

李瑞美 香港成人及持續教育協會會長

負利率政策不是刺激經濟的良方

據媒體報道，面對全球央行的負利率浪潮，國際貨幣基金（IMF）首次
作出了支持的表態。IMF稱，鼓勵全球央行引入負利率刺激經濟。
負利率浪潮，有些言過其實。實行負利率的國家包括了瑞典、丹麥、瑞
士、匈牙利、日本，當然也包括歐元區國家。實施負利率的國家集團中，
有日本和歐元區兩大經濟體，負利率的政策力量的確不同尋常。尤其是3月
初，歐洲央行再次大幅度地將存款利率從-0.3%降至-0.4%。而且，歐洲央
行也不排除進一步降息。
負利率的好處是，促使銀行裡的資本和民間資本更多流向市場，激活資
本市場更大更強的活躍度，使實體經濟受益。當然，負利率能否激活更多
的市場流動性，只是貨幣政策的邏輯趨勢，最終的市場回饋是複雜的。從
日本和歐洲兩大央行的負利率政策競賽看，預期效果有但並不彰顯。
相比日本和歐元區的負利率政策也不是所有經濟體都這麼激進。全球第一
大經濟體美國，去年年底美聯儲首次加息後，美國經濟復甦的勢頭依然穩

健。儘管如此，美聯儲主席耶倫，依然關切全球其他經濟體的表現，在加息
預期上秉承相對謹慎立場。去年年底預測的今年年內4-5次加息，在3月份的
美聯儲政策會議上被調低為2次，而3月份的加息預期也成了泡影。
今年兩會，為中國貨幣政策定了基調：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相
比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要求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鬆緊適度」，今年中國的
貨幣政策的靈活，其實就是要看國內外兩個市場的基本面。
中國不僅不會加入負利率的陣營，而且要維持相對穩健的節奏。事實也

是如此，雖然第一季度中國市場面臨着股市、匯市的動盪以及樓市的異
動，但是結構調整的改革在3月份取得了階段性成果。股市、匯市企穩，雖
然三四線樓市的去庫存壓力依然，但一線樓市的虛熱也得到了有效抑制。3
月份的統計數據顯示，3月CPI同比上漲2.3%，環比下降0.4%；PPI環比上
升0.5%，是2014年1月份以來的首次上漲。這意味着，2月份市場擔憂的
通脹並未在3月份成為事實，不正常上漲的豬肉價格，並未讓通脹時代再次

來臨。相比生活通脹的溫和可控，3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環比逾兩年
來首度回正，意味着工業效益反彈，中國經濟企穩。更要者，PPI指數也代
表着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趨勢，中國式吞吐放量，對全球市場也是好消
息。
相比去年5次的降息降準，年內只有1次降準。可以說，中國貨幣政策維

穩年內維穩應是主調。更值得關注的是，中美兩國沒有加入貨幣貶值戰
中，凸顯兩強雙核引擎穩定全球市場的作用。
獨立於歐元區之外的英國也沒有實施負利率政策。中美英三國的貨幣政
策，和負利率陣營形成了鮮明對比。由於美國經濟復甦已經是板上釘釘，
新常態的中國經濟也正在企穩中，再加上英國，對於其他經濟體也具有參
照作用。
採取何種貨幣政策，各主權國家還是要結合本國實際而行。值得警惕的

是，負利率政策如果真的全球化，怕是會形成多敗俱傷貨幣戰的。

張敬偉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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