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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

鄭治祖）網上日前流傳一份聖芳濟

書院中四級通識科試卷，當中以

「七警案」及隨後的警員大會擬

題，由於所提供的資料不盡不實，

提問亦有引導性，被質疑以「通

識」之名包裝，實則煽動仇警情

緒。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

光直指，事件對下一代影響非常深

遠，亦對教育界造成很大破壞。他

感到十分遺憾，而協會或去信教育

局，冀當局追查事件。該校昨日發

表聲明，承認試卷是出自該校中四

級通識科測驗卷，就事件引起社會

誤會致歉，並強調日後擬題及用詞

會更有周詳及全面的考慮。

通識卷涉煽仇警 聖芳濟道歉
警工會批對下一代影響深遠 對教界破壞力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在UGL事件中涉及利益
衝突的「專業議政」立法會議
員梁繼昌，一直拒絕辭職。
「議員誠信監察組」十多名成
員昨日到立法會示威，要求梁
繼昌立即退出專責委員會。
「議員誠信監察組」指出，

梁繼昌在沒有真憑實據下出言
誹謗特首梁振英，連日來更刻
意逃避梁振英提出的多項質
詢，令有關調查UGL事件的
專責委員會淪為政治迫害的工
具。示威者即場撕毀印有「立
即下台」的梁繼昌照片後和平
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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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芳濟書院今年5月的通識科試題，內
容有關早前3.3萬名警員開會員大會，

但試題引述的資料失實偏頗，更涉嫌有仇警
成分。

陳祖光逐點批偏頗之處
陳祖光在接受網媒《港人講地》訪問時，
逐點批評有關試卷的偏頗之處。
他指出，該試題提到當日「有人展示有侮

辱法官的字眼或標語」的資料是無事實根

據。
就會員特別大會未有申請《不反對通知

書》，陳祖光強調，會員大會舉辦場地是在
警察康樂體育會，是一個私人地方，討論的
內容是業務性質，入場只限會員及代表，故
並非公眾集會，「所以那位老師所引述的，
全部都是錯。」
陳祖光對事件表示遺憾，強調他們引用一

些失實的資料以及有導向性的問題，並非小
事一樁，「其實這件事不是小事，對通識科
或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我覺得老師在制定題
目討論時，應該以無取向性或開放性的討論
性質，取材必須要有事實根據，不應有個人
虛構或有引導性。」
他強調，事件對下一代影響非常深遠，並

對教育界造成很大破壞，故協會或去信教育
局，希望他們追查事件，而有關學校或老師
也應作出澄清或糾正。

葛珮帆張國鈞遞信教局促正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和張國鈞昨日向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遞交請願信，要求當局正視
通識科取材不實和立場偏頗問題。他們強調，

教育機構理應在教學事務上保持政治中立，在
取材時需根據事實，在設題時要保持中立性及
開放性。他們要求當局正視問題，並提出改善
方案，不要讓通識科成為政治工具。

聖芳濟：日後擬題會詳思

聖芳濟書院昨日發表聲明，承認該試卷
確為該校近日的中四級通識科測驗卷，由
任教該科教師及科主任詳細審閱。又指教
師出卷的原意是希望以學生較為熟悉的時
事議題為題材，旨在考驗學生的分析及對
資料推論能力，並無任何其他動機或既定

政治立場。
聲明重申，該校在教學方面繼續恪守學術

自由和保持政治中立，日後在擬題及用詞方
面，將會從多方面作更周詳及全面的考慮。
聲明又指，對於是次事件引起誤會，屬意

料之外，校方深表歉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周浩鼎此前辭去UGL事件調查專責委員
會副主席的職位，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昨日通過
於下周五（6月2日）內會舉行補選。據悉，民
建聯將派出漁農界議員何俊賢角逐，反對派中
的毛孟靜及社民連「長毛」梁國雄也有意染
指，擺明「搞對抗」。
據報，何俊賢獲建制派支持，填補周浩鼎

辭職後的空缺。毛孟靜就在昨日內會上發言
時稱，建制派「唔好諗住個位係世襲、一定
要民建聯擺返個人出嚟代替佢（周浩
鼎）」。

蔣麗芸批「三無調查」嘥公帑
民建聯議員蔣麗芸則高舉梁繼昌及民主黨議
員林卓廷的大頭相，質疑林卓廷曾向廉署「舉

報」UGL事件，已存有偏見，且有關的專責委
員會並無獲授予特權法的權力，「無控方、無
辯方、無證人……靠乜去查呢？靠想像力呀？
咪又係吹水會，浪費納稅人公帑！」
最後，內會終通過在下月2日的內會接受委
員會補選的提名和選舉。
被傳為委員會替補人選的何俊賢就透露，民

建聯高層在兩日前問他可否替代周浩鼎出任有
關的委員會職務，在考慮自己的工作量及能力
後，他覺得可以「盡力而為」。
被問及會否一併接受委員會副主席時，他

坦言，該專責委員會是反對派抱着敵意下成
立的，一定會受到很多攻擊，「我家做委
員已經有壓力嘞」，但「有危必有機」，他
可以在委員會學習到新知識，自己會盡力而
為。

UGL責委會下周補選 何俊賢出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經常到外
地唱衰香港的「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近日赴日本京都參與由「人權監察（Human
Right Watch）」舉辦的所謂「Council Sum-
mit」，更大言不慚地稱自己「深信不能浪費
『雨傘運動』以後國際社會的資本，必須轉
為實質政治影響力貢獻『香港民主運
動』」。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批評，黃之鋒頻
頻到外國去搞政治宣傳，試圖抹黑香港特區
以達至個人政治目的，希望各界根據正確的
數據及事實，自己作出獨立的判斷，不要被
黃之鋒之流誤導。
黃之鋒在赴京都前在fb撰文，稱自己「深
信不能浪費『雨傘運動』以後國際社會的資
本，必須轉為實質政治影響力貢獻『香港民
主運動』；……兩年前，我們曾言『命運自
主從社區開始』，還有初試啼聲走到國際舞

台。未來，就是我們兌現誠（承）諾的時
候」云云。

陳恒鑌：背後黑手大家心照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批評，黃之鋒一
直以不符事實的指控，去海外唱衰香港特區
政府，但就絕口不提自己在違法「佔中」期
間的所作所為，以及在承諾會承擔法律責任
卻反口走數。
他質疑黃之鋒只是一名學生，但就有花不
盡資源去「周遊列國」，唱衰香港，背後有
誰支持大家都「心知肚明」。

何君堯：港人權佳 黃不提
立法會新界西議員何君堯批評，黃之鋒頻
頻到歐美、台灣及日本等地唱衰香港，聲稱
中央政府「打壓」港人，令香港「一點人權

都沒有」，但根據各個國際排名榜，香港的
人權狀況一直穩站前列，黃之鋒卻隻字不
提，而是集中將一些個別事件無限放大。
他指，黃之鋒不斷重複稱，參與「佔中」

的「和平示威者」受到特區政府甚至中央政
府的「打壓」，但就隻字不提「佔中」其實
已違反了香港的法例，而他自己承諾會承擔
法律責任也走了數，「黃之鋒為何不提一
句？」

陳振英批以偏概全對港不公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指，任何人在出
席涉及討論香港政治及社會狀況的場合時，
都應該全面及中肯地表述實情，而不應只按
照個人喜好，或帶有任何政治目的前提下以
偏概全，甚至將好事收埋地氈底，個別事件
就無限放大，這對香港並不公平。

黃之鋒赴日唱衰港 建制批為私利

「熱城」搞清算，廣發地
圖炮。近日，「城邦派國
師」傻根（陳云根）話要做
「中國總統」喎，係人都覺
得有人放棄咗治療啦，自稱
「炸兩俠」、因名字與傻根
近似而經常被搞錯的陳雲
海，近日就揶揄傻根所謂
「中國總統」之說，就即時受到「熱
城」的圍剿。
傻根近日在自己fb發帖，稱「『泛

民』毓民『港獨』在笑陳雲想做香港
總統。他們錯了，我除了想做『香港
總統』，還想做『中國總統』，『華
夏邦聯』的主席。……從事『革命』
的，不是要奪權的嗎，不是要準備有
人要做『臨時元首』的嗎？民主中
國，不是有『總統』的嗎？香港『建
國』，不是有『總統』的嗎？他們連
『總統』都沒想過要做，建設什麼民
主中國，搞什麼『香港獨立』？一句
話，就將這些政治騙子、賣港劣徒暴
露出來。」
陳雲海近日就在fb稱，「陳雲同雲

海嘅分別係，陳雲話不但要做香港總
統，甚至要做『中國總統』！……我
呢？認為管治好自己已經好夠啦！」

「熱城」支持者劉禪在fb轉發了陳
雲海的帖子，更揶揄道：「對極了，
所以港豬只配有陳雲海。」其他「熱
城」支持者也就群起而攻。「Chan
Kwan Pui」稱，「目光短淺嘅佢無力
感好X重呀嘛，但係陳雲有辦法喎，
好心佢唔好衝出嚟獻世。」「Leung
Go」則稱：「雲海垃圾，咁巴閉，咁
多cia FBI 外星人朋友，美國總統都
冇你咁把炮。」
有人則認為陳雲海恥笑傻根，是因

為他想借貶傻根來抬高「本土民主前
線」及「青年新政」。「Fifi Brown」
就稱，「（陳雲留言區）很多本民青
狗。」「Luciferr Chan」則稱：「戈
（嗰）度D（啲）留言清一色話陳雲
青山痴（黐）線佬……D（啲）質素
令人嗤之以鼻，陰公。」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
直於反對派幕後發功的「禍港四人
幫」之一、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
（肥黎），在特首選舉期間為了「造
王」，在旗下的《蘋果日報》撰文大
肆批評阻其大計者，更連《蘋果日
報》的編輯也不放過，狠批該報編輯
為支持社民連「長毛」梁國雄參選的
教協「老鬼」韓連山提供版面。韓連
山昨日反擊，批評黎智英因一己的喜
惡、個人的恩怨而排斥異見者的言
論、剝奪批評者的發聲自由，已失掉
傳媒人應有的理性和持平，但記協對
此卻視而不見。

黎批韓連山撰文「胡說八道」
黎智英3月中在《蘋果日報》撰寫

所謂《不要讓陰謀得逞》的文章，
炮轟數名阻其「造王」者，更批評
《蘋果》評論版編輯「天真無
邪」，經常將版面給予韓連山發表
似是而非的言論，「胡說八道！他
當然想『泛民』陪長毛發神經將手
上僅有的選票，僅存的抗爭力量都
付諸理念吹水去。」
事隔兩個多月，韓連山終在網媒

《立場新聞》撰文反擊，稱他此前覺
得《蘋果日報》是港人「還可信
任」、「捍衛新聞和言論自由」的報
章，但黎智英未能「洞悉大義」，將
自己一手創立的《蘋果日報》推向禁

制言論、唯我獨尊的路線，成為「某
些人」。
韓連山稱，最近的特首選舉鬧劇，

就讓市民看到黎智英瘋狂撐曾俊華的
愚蠢舉措，失掉傳媒人應有的理性和
持平，「黎智英等人去盲撐一個建制
派，還以為可以操弄民意，與同樣天
真的戴耀廷和一眾『泛民』拚力去
『造王』，是患上政治幼稚病。最終
的失敗是筆者一早預見的結果。」

韓爆料拒「盲撐薯片」遭封殺
韓連山又爆料稱，自他不加入「盲

撐薯片」的大隊而被黎智英誣衊稱
「韓連山這個人明明看得出是中共的
臥底」後，《蘋果日報》評論版再也
沒有再給他版面，「自從三月十四日
拙稿《第四權必須捍衛》登出後，一
連兩個多月，筆者每周的投稿都石沉
大海，與以往最高記錄每周一文的情
況大相逕庭。經常跟我聯絡的論壇版
編輯也不再回應，以往在電郵通知我
拙文『擬用』與否的習慣也『咻』一
聲停止。」
他稱，「捍衛第四權」應是有良知

的專業傳媒工作者緊守的原則，是保
障言論自由的基石，並批評黎智英卻
因一己的喜惡、個人的恩怨，排斥異
見者的言論、剝奪批評者的發聲自
由，「淪為禁制言論的報刊，焉是港
人之福？」

肥黎打壓言論
記協視而不見

雲海嘲傻根發「總統」夢
「熱城」圍剿：咪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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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麗芸批梁繼昌林卓廷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議員誠信監察組」譴責梁繼昌。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葛珮帆（右）和張國鈞（左）昨日向吳克儉遞信，期望當局正視通
識科取材不實和立場偏頗問題。

■「熱城」鬧陳雲海港豬。 網上圖片

■黃之鋒早前在台灣唱衰港。 資料圖片

■聖芳濟書院昨日發的道歉聲明。 網上圖片

■遭台灣民眾場外抗議「港獨」「台獨」合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