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培養社會大

眾特別是年輕學生對基本法的認識，由香港基本

法推介聯席會議統籌主辦的第六屆「法制先鋒」

問答比賽昨日舉行總決賽。應邀主禮及頒獎的中

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在致辭時表示，香港立港

之本和發展源泉均來自於健全的法治，倘香港沒

有法治就會失去一切，因此大家要從小認識基本

法，「並像愛護我們的眼睛一樣，呵護來之不易

的法治。」

王振民：護法治如護眼
囑從小認識基本法 要深入民心成為「行動指南」

今屆「法制先鋒」問答比
賽設有小學組、中學組

及公開組3個組別，初賽共
有135隊參加，較上屆增加
了30隊。經過一輪激烈競逐
後，每組各有4隊躋身總決
賽，昨日各組冠亞季軍全部
誕生（賽果見表）。
比賽同時獲律政司、教育
局及基本法青年大使聯盟等
多個法律、教育及青年機構
協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首
席助理秘書長林瑋琦及香港
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主席李
宗德昨日均有出席主禮及頒
獎。負責比賽的籌委會表
示，希望藉是次比賽加深中
小學生對基本法條文及理念
的認識，並將基本法的訊息
傳播到各地區階層。

港發展有賴健全法治
王振民昨日在致辭時表
示，香港立港之本和發展源
泉均來自於香港健全的法
治，「如果我們沒有了法
治，香港就失去了一切」，
因此港人要共同維護香港的
法治制度。目前香港在世界
上已擁有健全完善的法律制
度，港人亦對此感到驕傲和
自豪，但建立一個法治制度
需要多年的努力，反之要毀
壞法治制度則非常容易，
「因此香港需要每一名市
民、每一名小朋友去呵護我
們來之不易的法治，需要我
們像愛護眼睛一樣去愛護香
港的法治，一代一代去把香
港的法治維護好、傳承
好。」

他強調，基本法是香港法
治中最重要的「法」，即使
港人熟識法治的其他方面，
也未必完全了解基本法，畢
竟基本法至今在港只實施了
21年，因此必須向學生大力
宣傳推廣，讓基本法深入每
一名市民和學生心中，「要
變成我們行動的指南。」

基本法憲法應同推廣
基本法源自國家憲法，王

振民認為，在推廣基本法
時，應同時宣傳推廣國家憲
法，因為這是「一國兩制」
的應有之義，也能讓港人全
面了解國情及國家的需要。
王振民還說，香港的少年

也是國家的少年，「是香港
的主人、也是國家的主
人」，因此他們需要從小認
識法治、基本法及國家憲
法，並了解國情、認識世
界，將自己的聰明才智貢獻
給香港長治久安、繁榮穩定
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王振民在活動結束後被

傳媒問及「佔中三丑」之
一的戴耀廷發起的「風雲
計劃」會否違法？王振民
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不管來自什麼地方、
有什麼背景、持什麼政治
立場，只要違法犯罪，就
要承擔責任，不能有些人
承擔責任，有些人不承擔
責任。」
被問及有人叫喊「結束一

黨專政」口號是否違憲，王
振民回應說：「這是老問
題。」

各組獲勝隊伍
小學組

冠軍：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亞軍：道教青松小學

季軍：聖公會榮真小學

殿軍：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中學組

冠軍：聖言中學

亞軍：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季軍：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殿軍：喇沙書院

公開組

冠軍：薰衣草

亞軍：霸者之塔

季軍：潛水隊

殿軍：業精勤

資料來源：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第六屆「法制先鋒」問答比賽籌
委會主席呂麗青昨日致辭說，近年
參賽反應踴躍，反映港人越來越關

心社會，並希望對基本法有更深刻及全面的了解。為進
一步加深學生認識基本法，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基推會）將向全港中小學派發基本法小冊子，並為大
專生舉辦公務員招聘考試的工作坊及模擬測試，讓學生
通過試卷提高自己對基本法的認識。
呂麗青表示，問答比賽的題目範圍涵蓋國家憲法、基

本法、香港法律及與港人相關的內地法律等，相信參賽
者能藉比賽接觸不同範疇的律例，提升對法律的認識。

為配合比賽，基推會特別編撰了含800條選擇題的
《基本法及法制問答小百科》，希望以深入淺出的方
式，向市民包括學生推介基本法，及與他們生活息息相
關的法例。全港中小學將陸續獲發有關小冊子，讓年輕
人能輕鬆簡易地認識基本法及與香港相關的法律。
基本法是公務員考試的重點考核內容，呂麗青指出，

基推會特別為有意投考公務員的大專生提供模擬測試及
工作坊，並透過一系列的講座及訓練營來提高大專生對
基本法的認識，「活動頗受歡迎，希望能啟發他們作多
角度思考及分析，並積極關心香港社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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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推會小百科深入淺出助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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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人集會撐旺暴犯 場面冷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小一
學位需求回落的問題，近年又開始成為
學界關注的焦點。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
昨日在教育局網誌撰文，透露政府正研
究多項措施，包括讓學校保留超額教師
一段短時間，並因應小一學生人口變化
而調節學位供應或撤回「加派」等措
施，相信能有效紓緩有關壓力。
教育局資料顯示，按照現時小一學齡

人口推算，整體小一學位需求在2018/
19學年達至高峰，涉及約65,700名學
生，2019/20學年則見顯著下降，推算
約57,300名，因此有部分校長會憂慮學
生人口下降，恐會衝擊教師團隊的穩定
和學校的持續發展。
蔡若蓮在文中解釋指，即使2019/20

學年小一入學人數減少，但預計與屆時
畢業離校的小六學生人數相若。同時過
去數年小一學生人口持續上升，至明年
才開始回落，所以除小一外，其餘年級
的人數仍維持在高位，可見小學整體學
生人數未來數年維持平穩。

撤彈性措施紓減班壓力
因應過去數年小一學位需求的短暫上

升，蔡若蓮指局方已採取多項彈性措
施，包括以善用空置課室、改建和加建
臨時課室等方式增加學位供應、因應區
情暫時增加小一每班的派位名額，以及
營辦有時限小學等。這些措施一方面有
助紓緩學位需求增加的壓力，而當需求
回落時，只要調節或撤回相關措施，便
能有效紓緩減班壓力。
以2017/18學年為例，暫時「加派」

安排合共提供了約2,900個額外小一學
位；3所有時限小學一共提供近650個小
一學位；部分學校通過改建和加建臨時
課室，亦增加約900個小一學位。日後
當小一學生人口回落，單是撤回上述措
施，已可抵消約4,500個學位。

至於過去數年因小一學位需求增加而開設「大肚
班」的學校，當相關班級的學生畢業後或會因總班
數減少而出現超額教師。蔡若蓮指局方正積極考慮
具針對性的措施，包括讓學校保留有關超額教師一
段短時間，相信大部分學校可在過渡期內，透過教
師自然流失及其他既定安排，吸納超額教師。

蔡若蓮：教界普遍認同
蔡若蓮表示已就相關問題跟教育界代表會面，

教界普遍認同撤回現時的彈性措施，及局方對超
額教師問題的原則和方向，同時業界亦提出了一
些建議，如因應供求情況在部分地區全面實施小
班教學等。
蔡若蓮稱將與有關地區的校長進一步交流意見，

讓局方制定適切及可行的應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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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教
育局近日公佈新修訂初中中史科課程
大綱，最大亮點是香港史部分放回相
關中國歷史發展時期的不同課題內一
併教授。有教育界代表及前線中史科
教師均認為做法恰當，對教師教學及
學生學習均較容易。修訂初中中史及
歷史科課程專責委員會委員李維儉對
課綱獲前線老師肯定感到鼓舞，但強
調教育界未來仍要就香港史教學方
式、課時及高中銜接等問題，多作跟
進工作。

何漢權：師生均獲益
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昨日出席電

台節目，形容新修訂初中中史科課綱
夠「落地」，故頗為受落。就香港史
融入中國歷史的教授做法，何認為對
師生均有好處，「例如我們教東漢
時，會帶學生睇深水埗李鄭屋邨，唐
代則要考察屯門，那裡當時是個軍
港」，讓學生更切身了解國家歷史與
香港發展的關係。
另一方面，何漢權指課綱有重新納入

三國歷史及楚漢相爭等有趣課題，「中
國象棋的楚河漢界本身已是現成教材；
而在三國遊戲的影響下，這段歷史更是
不少學生最感興趣的部分」，相信這個
安排不論師生都會喜歡。
出席同一節目的聖公會鄧肇堅中學中

史科老師尹紹賢表示認同，認為課綱不
少課題都是年輕人感興趣的。他並指
出，由於目前高中中史課程為選修科，
個別學校甚至不開辦，因此初中中史科
對一些學生而言是最後一個階段接受有
系統的中史教育，故課綱對課題的取捨
尤其重要，「例如學歷史文化不能不學
秦始皇，三國歷史亦有很多學生感興
趣。」他認為新修訂課綱作為基礎教育
課程而言選題適切。
李維儉表示，委員會花約五年時間討
論課綱，過往在諮詢稿曾有考慮過將香
港史獨立處理，及後考慮融入去教更見
順暢，相信這是正確方向。
他續指出，香港不少學生對古代中史

故事有興趣，卻可能對高中中史科有
「好悶」和「得個背字」的錯覺而不作
選修，因此提升中史科興趣是委員會的
討論要旨之一。

李維儉促勿「紙上談兵」
至於後續工作，李維儉建議學校應確

保每星期有兩節中史課堂，以確保課綱
不只是「紙上談兵」。同時他指出初中
中史科畢竟課時有限，「原則上是將大
家認為學生需要的基本知識列出來，例
如秦始皇的政策，但更深入內容就可能
要留待高中」，因此亦需考慮銜接工
作。
何漢權則進一步建議，高中宜設毋須

考試的兩節課高中專題專修，以便承接
初中中史課程，及建議教育局應加強教
師培訓資源投放，做好中史教育。

中史課綱修訂獲教界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撐
「獨」兼崇「暴」的組織「星火同
盟」，昨日傍晚在金鐘舉行集會「聲
援」暴徒，揚言要「讓被捕者知道港人
的支持」，批評當局「政治打壓」暴徒
云云，但整個活動只得三四十人出席。
多名政界及法律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指，從出席人數已證明，這些鼓
吹暴力破壞社會的行為，根本不得民
心，他們歇斯底里要求年輕人「堅
持」，只為滿足其政治陰謀，非為社會
福祉。
作為「獨」派活動，「香港民族黨」
召集人陳浩天、即將判刑的「青年新
政」梁頌恆等均有出席。梁頌恆稱，歷
史是勝利的一方所寫，要讓「他們的行
動」列入史冊，大家就要先「做好準
備」，以在「決戰」當日作最後的勝利
者云云。
多個聲稱自己不支持「港獨」的政
客亦有出席應聲。早前到美國唱衰香
港的公民黨主席梁家傑昨率先發言，
聲稱「聲援」旺暴分子是「應有之
義」，又形容自己是次出席是來「懺
悔」，堅持不附和，要做指出國王新
衣的小朋友。
他又稱，梁天琦等旺暴案將會判刑，
聲言法庭在判刑時，應明白「該歷史時
空」，作出「合乎比例」的刑罰云云。

工黨張超雄則稱，旺暴分子全為「政
治素人」，卻要負起沉重代價，揚言在
「雞蛋」和「高牆」之間，就算雞蛋有
多不對，仍會站在雞蛋一邊。
「香港眾志」黃之鋒就借題發揮、抹
黑現時懲教制度稱，現有兩名未滿21歲
的旺暴犯，被收押壁屋懲教所，聲稱該
處是領取感化報告的地方，亦是懲教署
職員濫權問題最嚴重的地方。

陳恒鑌：反映市民痛恨暴力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出席
該集會者不斷渲染旺暴分子的「苦
況」，其實他們自己才需要就這個爛攤
子負起絕大部分的責任，若非這些政客
為求達到某些政治目的，為其幕後金主
辦事，鼓動市民參與反社會行動，就不
會有一批人要受囹圄之苦。
他批評，該些政客現在仍死心不

息，企圖繼續煽動，市民應認清這些
人的真面目，而從今次出席人數寥
落，某程度亦反映市民對這種暴力行
為極之痛恨。

何啟明籲認清反對派真面目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亦表示，日前

「星火同盟」高調呼籲市民出席其集會，
但結果「雷聲大雨點小」，出席者寥寥可
數，證明社會絕不接受暴力行為。

他又指出，經過兩年多，反對派的真
面目已經表露無遺，希望市民應認清
楚，不要再被其語言「偽」術所害，斷
送大好前途及家庭。在「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的原則下，無論任何理由，只要
違法的話，就必須接受法律制裁，絕對
不能以政治凌駕法律。
對於出席者的狂言，香港法學交流基

金會主席馬恩國指，梁家傑身為資深大
律師，絕對明白不應在法院作出裁決前

「出口術」，在公眾場合及傳媒面前，
向法庭施壓，以期得到他「滿意」的判
刑結果。

馬恩國批梁家傑向法庭施壓
對於出席者不斷呼籲大家支持，馬

恩國質疑，梁家傑及其他提出的人，
是否想上演多一次旺暴，或每年的年
初一也搞一次旺暴，認為他們應向大
眾說明。

■「星火同盟」在金鐘舉行集會，「聲援」旺暴犯，但整個活動只得三四十人出
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王振民（前排左四）昨日應邀出席第六屆「法制先鋒」問答比賽頒獎典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王振民（右）向得獎學生頒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