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局將於10月就初中中史課程修
訂進行第二期諮詢，其實早於2016年
9月下旬，局方已曾進行為期一個月的
諮詢，當時在社會產生了不同程度的
迴響，眾說紛紜。香港歷史及文化教
育協會(下稱本會)雖成立只有一年半，
但理事會成員和會員均是資深、前線
的中史科同工，他們十分關切中史科
的整體發展，以及致力於如何透過各
類的教學活動，以提升學生的課堂興
趣，因此，同工一直以來對課程修訂
的關注點，正正就是局方理應留意之
處。綜合第一期諮詢期間及現時所收
集的同工意見，本會就課程修訂有以
下的觀點和建議。

加強整體學習動機
是次課程改革，局方加入文化元素
以提升學習趣味，從而期望同學能加
強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認同，並達至
文化上認同。但部分課題並非任教老
師熟悉，例如「重要發明西傳對世界
文明發展的貢獻」、「明長城和北京
城建築」等，加上課改中部分深奧課
題可以刪除，如伊斯蘭教的傳播、不
同朝代的香港(這課題部分內容略提便
可，毋須深入)，其實認真地細看修訂
的內容，當中有很多同學甚具興趣的
課題被省略了，如唐朝婦女生活面貌
與地位等，這些課題反而加深同學對
中國古史有全面的認識。
再者，大多初中學生在讀中史時欠
缺學習動機，並不代表他們不想學，
現今世代資訊科技發達，中史科也應
順應趨勢，多元化並豐富課程或教學
方法，除了探究式學習，加強活動
外，局方可否提供文化史教材的仿實
物教材套，予中學老師租借或購買？
與此同時，中史科老師也須與時並
進，利用不同的程式(Apps)，安排課堂
學習活動，當教授課改中一些艱澀的
課題，如京城建築、唐宋人民生活、
宋元交通等，可利用虛擬教室(VR)，
定必使中史教學革新面貌，提高學生
興趣。歸納而論，單調乏味的初中課
程只會令投入學習的人數減少，最終
到了高中，只會是強迫修讀的學生，
造成質素下降，引來惡果，因此課程
修訂須重視課堂的學習趣味。

課時不足同工重擔
不論是理事會成員及會員，以及本
會友好的中史科同工，也不約而同地
反映現時課時相對不足，現有的課程
也好，或是局方諮詢的課程修訂內容

也好，確是不能在期限內教完，為了
趕及進度，走馬看花，部分課題甚至
會出現略教和避教的情況，這只會令
學生未能掌握一些高階的題型訓練，
影響整體教學質素，加上校內繁多的
行政工作，使同工負擔百上加斤，士
氣低落。課時可喻為一所房屋，修訂
課程的內容好比為傢俬，而擺放傢俬
的室內設計亦可比喻為學習重點，本
會歡迎修訂課程加入社會、宗教、交
通等不同範疇的元素，但多好的傢俬
都要有足夠的空間擺放，否則只會雜
亂無章，故此大前提是增加課時。修
訂課程的內容縱然豐富，但若講求成
效，必須加時；若不講求成效，何苦
要推陳出新；若硬性推行，只會令老
師無所適從，成效不足，敗事有餘。
關於治亂興衰的分析能力和歷史概

念方面，本會關注在新課程是否能有
效引導學生認識中國歷朝政治興盛的
交替，學生又是否能有效處理直線朝
代的變遷和每一朝的橫線發展，就此
建議局方必須調整「治亂興衰」與
「民族融和」比例，現時修訂內容強
調歷朝盛世及民族融和部分，大幅減
省國家衰亡及起義部分，過於歌頌大
一統與融和。作為學生，除了讀史重
史識史論、評斷評鑑之外，也要有判
別及獨立思考能力。秦亡漢興乃民心
向背、天命所歸；三面紅旗、文革政
權鬥爭下的深切教訓，但此課程修訂
的重點有沒有期望讀史者要鑑古知今
呢？宋代重文人政治，修訂內容卻欠
缺北宋強幹弱枝制度，又如何能教到
明代君主專權？這未免使課程割裂，
更談不上銜接高中課程。因此，局方

部分修訂內容可再修正、增補或刪
減，本會期望有更清晰，更明確的定
位。

配套活動增撥資源
新課程以中國內地與香港為聯繫，

當中不少課題歷史與今日香港發展頗
有聯繫。例如宋朝時期的香港，五大
族的南渡及宋王臺歷史。對於加入香
港史，坊間有不同的爭議點，但作為
香港市民，生於此，成長於此，當中
是有責任去探討和了解本地歷史，尤
其是所居住社區的時代變遷，正如作
為中國人，了解祖國的歷史文化也是
一份責任。本會於2016至2017年度舉
辦第一期「小足跡大腳印」本地歷史
考察之旅，目的就是寄望繼續透過多
元化學習，鼓勵學生在實境教學從中
學習，同時亦能提升對歷史的興趣，
探究不同地區的歷史與文化，第一期
考察地點分別是屏山文物徑、鯉魚門
及魔鬼山、九龍城寨和鹽田梓。參加
的中學師生積極投入，對新界的宗祠
文化習俗、日佔香港的保衛戰等內容
有濃厚的興趣，可見局方亦可增撥或
投放資源，以編制有關香港與中國歷
史足跡的考察建議路線、建議書、工
作紙，因實地考察確能有助拉近學生
與歷史的時空感，提升修史趣味。
總括而言，就局方對初中中史課程

修訂，本會持歡迎態度，但大前提是
假若最終落實修訂，增加的課題不能
多，亦切忌重量不重質，最重要接納
及聆聽各前線中史科同工的聲音，並
從增加課時、重提升學習興趣、投
放資源發展電子教學三方面入手。

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

就教育局初中中史課程修訂之觀點與建議

教大冒犯標語人神共憤不容姑息

不幸喪失子女，身為父母的切膚之
痛，非筆墨所能形容，他人亦會表示同
情和安慰，即使政見不同，亦不會幸災
樂禍。教育大學出現的冒犯蔡女士的標
語，實在非稍有良知的人所為，絕對不
為社會所容。正如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
所指，有關行為超越人性道德的底線，

令人蒙羞，「毫無惻隱之心，在別人傷
口灑鹽，教人情何以堪」。

在別人傷口灑鹽
更讓人擔憂的是，事件竟然發生在培

養「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教育大學。試
想一下，如果張貼標語是由教育大學的

學生所為，更是情況堪虞。教育大學的
學生即是準教師，其言行對下一代影響
深遠，但有關人等的行為有違社會對教
育大學學生的期望，明顯誤人子弟。家
長會放心把子女交到如此有違師德的人
手上，受其指導教誨嗎？這樣的人，還
有資格成為作育英才的教師嗎？相信公
眾心中已有答案。
教育大學出現此次惡毒涼薄、冒犯他

人的標語，恐怕冰凍三尺，非一日之
寒。近日本港多間大學接連鋪出鼓吹
「港獨」的標語，有中學學生會主席在
開學禮上將近期被判入獄的暴力違法者
形容為「政治犯」，更炫耀自己羞辱國
旗的「往績」，甚至揚言要爭取「港
獨」。這一系列事態值得社會高度關
注。
有學生不斷挑戰社會道德、法治底

線，作出令社會震驚的言行，其實與近
年本港有人一方面鼓吹違法抗爭、不守
法治，把鼓吹「港獨」、冒犯他人視為
言論自由，另一方面把正常的國民教
育、公民教育形容為「洗腦」，有莫大
關係，令到學生、青少年道德觀念顛
倒，法治觀念薄弱，以致大學生包圍校
委會、年輕人衝擊政府總部、甚至襲擊
警察。

核心價值觀須捍衛
香港中西文化薈萃，長期以來，香港

擁有西方良好的法治平等制度，又保持
中國尊師重道的優良傳統，正是港人引
以為榮的，是香港的優勢所在。可惜，
如今從大學、中學乃至某些傳媒，有人
正在動搖香港的核心價值觀，令年輕人
習非成是，誤入歧途，這是在削弱、摧

毀香港的優勢。香港要
培養德才兼備的社會棟
樑，如果才智過人，但
是非不分、心術不正，
這樣的人對社會是非常
危險的，古往今來的希
特拉、東條英機，也有
太多前車之鑑，不可不防。
香港能夠取得今日的成就來之不易，

香港的教育制度、社會道德規範在華人
社會乃至全世界都是備受讚賞的，香港
仍然是一個是非分明、尊重法治的文明
社會，市民絕不希望香港最重要、最寶
貴的優勢都被拋棄掉，對於一些超越社
會底線、破壞法治的言行，都會義正辭
嚴地強烈譴責，都會敦促政府和有關機
構嚴肅處理，共同捍衛香港的良好道
德、法治，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教育大學民主牆出現冒犯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的標語，引

起全城公憤。有關言行超越人性道德底線，在別人傷口灑鹽，令

教育大學蒙羞，讓家長對香港的教育會培育出什麼樣的下一代感

到擔憂。事件更值得反思的是，近年香港衝擊法治、混淆是非的

言論思潮日趨嚴重，年輕人的是非觀念、道德倫理模糊，離經叛

道、違反倫常的言行愈演愈烈，是聽之任之、隨波逐流，還是及

時扭轉、撥亂反正，重建正確的價值觀、法治觀，社會各界必須

態度鮮明，不能含糊其詞，姑息放縱。

齊聲譴責教大學生冷血言論
丁江浩 民建聯中央委員 教聯會理事

怒撕「港獨」海報真勇敢 以眾凌寡假「勇武」

什麼叫勇敢？面對一眾蠻橫無理之人，雖孤身
一人卻毫不畏懼，依然據理力爭、直斥其非，就是
勇敢。近日，香港中文大學就有一位這樣的「勇
士」，當看見污染校園的「港獨」海報，一名女生
憤而將之撕下。雖然遭人包圍、阻攔，但她絲毫沒
有退縮，反而怒斥學生會張貼「港獨」海報的所作
所為。該女生瞬間受到網民的一致叫好。
香港一天到晚叫囂「港獨」之人，心底裡非常

清楚，要真正做到「港獨」，必須過中央這一
關。所以他們要實現「港獨」，理應去內地爭
取，而非龜縮在香港，但他們有這種勇氣嗎？很
明顯沒有，他們只敢在香港的校園內聲嘶力竭地
叫囂。
「港獨」分子看似氣焰囂張，其實不過是一班
無膽匪類、烏合之眾，根本成不了氣候，他們只
敢在人多勢眾的時候，欺壓一下少數，又或者在
網上不會被識破的情況下，過一把「鍵盤戰士」
的癮。比如這次中大播「獨」事件，「港獨」分
子又示範了什麼叫做以眾凌寡的「勇武」，他們
在網上揚言要人肉搜索這名女生，更語帶恐嚇，

對該女生已造成一定困擾，學校和警方必須高度
關注，一旦發現有違法行為，必須嚴正處理。
事實上，「港獨」在香港根本沒有多少市場，

只能尋求「外援」，勾結境外反華勢力。既然要
勾結外人，學好英文應該是基本要求吧。可惜，
不少「港獨」分子，顯然連基本功都不具備啊！
勇撕海報的女生被圍攻時，但見她以流利英文滔
滔雄辯，相反，攻擊者只能以結結巴巴的英文回
應，氣勢明顯不如。在論戰中處於下風的失敗
者，唯有在網上發洩情緒，試圖挽回一點顏面。
網友強大的反「港獨」聲勢，也令女生得到極
大的支持。她表示「看了大家的評論，我知道了
我的背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無論何時都不應畏
懼。」共青團中央官方微博也發聲支援，在知道
了這位女生擔憂的心情之後，共青團中央主動表
示準備在必要的時候向她提供幫助。這不由讓人
想起了《戰狼2》的最後一幕，護照上的那幾行
字不僅是藝術效果，也是港人心中最踏實的後
盾：「請記住，在你身後，有一個強大的祖
國！」

趙興偉 時事評論員

王惠貞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會長

文平理

發揮香港獨特作用 積極穩妥推動港台關係發展

今年是兩岸開啟交流30周年，香港
作為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見證者和參
與者，過去曾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港台關係作為兩岸關係的其中一個重
要組成部分，今後也應該根據基本
法，以及中央政府處理香港涉台問題
的基本原則和政策，立足於促進兩地
民間交流交往，繼續發揮獨特而重要
作用，並積極而穩妥地推動港台關係
向前發展。
由於歷史的原因，香港在兩岸關係
的發展過程之中，有特殊的地位和
獨特的優勢，香港與台灣之間的交往
一直沒有中斷過，尤其是在1987年，
海峽兩岸同胞隔絕狀態結束後，香港
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傳統的交往優
勢，成為台灣民眾進入大陸探親、旅
遊、經商和投資的最主要通道，更是
兩岸間交流的平台、溝通的視窗、合

作的橋樑。著名的「九二共識」就是
在香港產生的，當年，大陸海協會與
台灣海基會在香港舉行工作會議，重
點商討了海峽兩岸如何在事務性商談
和交流之中，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的問題，雙方通過函電確認，形成了
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的「九二共
識」，成為兩岸關係正常發展的重要
基礎。

共同抵制「去中國化」
過去30年來，尤其是香港回歸20年

以來，隨兩岸關係的發展步伐，港
台關係也穩定地向前推進。港台之間
的商貿往來和民間交往更是突飛猛
進。目前，香港與台灣去年分別是對
方的第四大及第三大貿易夥伴，去年
台灣居民訪港超過200萬人次，是僅
次於內地的第二大旅客來源地。同

時，香港居民訪台也有 100多萬人
次，兩地文教、科技、學術等領域的
民間交流持續進行，成為兩地民眾之
間互相了解，增加感情，加強合作的
重要途徑。
由於台灣蔡英文當局拒不承認「九

二共識」，令兩岸聯繫和交流在官方
層面上出現停擺，各領域的交流合作
也受到嚴重衝擊，兩岸同胞的利益更
受到極大傷害。在這樣的情況下，香
港更需要在立足於促進兩地民間交流
交往的層面上，充分發揮香港在促進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中的獨特作用，
尤其是要通過推動交流，大力弘揚中
華文化，用兩地民眾都普遍認同的中
華文化價值觀，抵制所謂「去中國
化」的逆流，努力維繫兩岸同胞的共
同基礎，進而維護30年來兩岸和平發
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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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一代對中國歷史缺乏興趣，教育界都期望盡己所能，讓年輕人認清史
實，將中國歷史薪火相傳下去。圖為香港中學生上中國歷史堂的情形。

不是不夠體面，而是數典忘祖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在天水圍伊利沙伯中學
舊生會湯國華中學的開學

禮上，中六女學生湯錦婷以學生會會長身份上台講
話，講題為：「學習做一個不夠體面的人」。當
然，在言論自由的角度上來說，湯錦婷有權做自己
喜歡做的角色，哪怕是學習做一個「想作死」的
人，學習做一個不知羞恥的人都可以，不過令人吃
驚的是，湯錦婷口中的「不體面」，原來竟是要不
尊重自己國家的國旗，要在「面對一個共產政權」
時，以「不體面」的方式去「表達不滿」！
湯錦婷在致辭中說，一次運動會開幕禮上，凝
燃（學生會內閣）莊員背向中國國旗，「當時有
好多老師話我哋不識尊重、不識大體。但係，當
面對住呢一個共產政權、面對住香港一日一日被
破壞嘅自由之時，喺我哋有清晰嘅論述去解釋我
哋嘅舉動時，我同我嘅一班莊員都堅持以唔夠得
體嘅方式去表達我哋嘅不滿。」

「背向國旗」或涉違法
湯錦婷雖然只是一名未成年的中六學生，但她

既然熱衷政治，身為學生會會長，也應該有足夠
的常識，知道國旗法回歸後已在本港立法，「背
向國旗」已可能違法，湯錦婷等人的行為，無異
是以身試法，是非常偏激和危險的行為。湯錦婷
即使傲慢無知也應該明白，香港是中國的領土，
香港人就是中國人，香港回歸祖國已是不可否認
的事實，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是領導14億中
國人走向光明的帶頭人，是讓中國人民揚眉吐
氣、讓中華民族復興的功臣，如果湯錦婷多了解
中國的歷史，就能感受到我們的國家民族，經過
了多少艱難才走到今天。
揭開中國的近代史，簡直是滿滿的一本血淚

賬。從1840年鴉片戰爭，英國打開了中國的大門

起，中國被逼和英國簽定了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條
約，把香港割讓給英國；到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
北京，摧毀了中國人的自尊；1931年開始了長達
14年的抗日戰爭，無數中國人死於日本鬼子的屠
刀之下，多少人國破家亡。直到1949年10月1
日，毛主席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天安
門升起了紅彤彤的五星紅旗，中國人民才能抬起
頭來。湯錦婷，你知道這面國旗對中國人來說有
多重要嗎？國旗是14億中國人的尊嚴，是中華民
族的驕傲！

須追究「洗腦」教授責任
湯錦婷公然美化違法暴徒，侮辱國旗，鼓吹
「港獨」，情況令人震驚。歸根究底，她的錯
誤言行與其表示感激的教師息息相關。這些政
治立場偏頗的教師，一方面指責國民教育是
「洗腦」，另一方面長期對學生進行「洗
腦」，導致學生不分黑白，世界觀、法治觀、
人生觀畸形，直至走上激進違法暴力的不歸
路。為避免香港下一代受到荼毒，政府、教育
當局、辦學機構、學校必須高度重視問題，對
這些「政治教師」作出嚴正處理，並且定下不
容任何「違法洗腦」的紅線，保護香港下一代
年輕人健康成長。
一直以來，社會對未成年學生的行為極為寬
容。但是，作為一名中六生、學生會會長，應該
有基本的法治觀念和對國家的認識，如果不想當
中國人，大可另擇木而棲，另選擇適合生活的地
方，但不能在公開場合，面對公眾人士，面對校
長、老師和全體同學，作出偏激、不負責任的言
論，公然宣揚如何侮辱自己國家的國旗，並且引
以為榮。湯錦婷，你的所為豈止不夠體面，完全
是目無法規，數典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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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驚聞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
女士之子因病厭世不幸墮樓身
亡，消息傳出各界人士紛紛表達
慰問，對蔡女士家庭遭逢突變感
到痛心，對一位大好青年離世表
示萬分惋惜。此事本應與政見無
關，任何人聽到如此消息皆會深

表同情，並向蔡女士致以衷心慰問。可惡的是，
以作育英才為己任的香港教育大學民主牆竟然貼
出幸災樂禍惡意攻擊的標語。我們對此行為作出
強烈譴責及表示萬分憤慨。
古語有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對別人
遭逢不幸，普通人尚且有同情之心，何況是一所
專門培養為人師表大學的學生，他們更應有同理
心。因此，當我們看見教大學生在民主牆張貼出

如此涼薄及冷血的字句，我們深感痛心及不禁要
問：是什麼令到我們現在的大學生作出如此沒有
良知及人性的行為？當一些人口口聲聲為香港追
求民主、自由及平等，卻連做人最基本的同情心
都沒有；滿口理想要為香港人爭取更美好的將
來，卻在別人最脆弱艱難需要人安慰支持的時刻落
井下石。他們假借民主之名，玷污民主為實，更不
懂仁義道德為何物，如此沒有良知實在不適合為人
師表，香港教育界亦絕對不需要這樣的老師。
因此，全社會理應強烈譴責教大民主牆出現對

蔡女士及家人如此涼薄及冷血言論的行為，必須
用行動促請相關人士立即收回有關字句，並對蔡
女士作出真摯的道歉。全社會亦應要求教育大學
校方盡速作出調查及對貼出字句的人士作出應有
的處分，以還蔡女士及家人一個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