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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卓禧論國歌法
學校首務重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國歌條

例草案》明天將提交立法會首讀，當中訂明

把國歌納入小學及中學教育。教育局及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都已公開表明，當中重點是要

求學校教授唱國歌及背後的歷史意義和精

神，並非如何處罰，惟仍有輿論對此表示擔

心。曾於畢業典禮後義正辭嚴教育不尊重國

歌畢業生的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長陳卓禧，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強調，學校責任

在於做好法治及情感方面的教育，包括讓學

生認清違法所帶來的後果，由始至終都不存

在所謂「執法」身份，呼籲大眾平常心看待

立法事宜。

「在國歌法本地立法提出初期，的確是有一些學
界朋友表示擔心，以學校並非『執法者』為

由抗拒立法」，陳卓禧直言這種說法明顯存在誤解。
他指出，本港各個法例自有相應的執法單位，學校由

始至終都不是扮演所謂「執法者」角色，訴諸法律也不
會是學校的首要考慮。

高校鼓勵思考 亦要守法
他強調，學校角色在於教育，套用於國歌法的情況

下，當中可再細分為「法治教育」及「情感教育」兩部
分。「法治教育其中一個要點，在於教育學生遵守法
律，即使有不同喜好、感情、觀點、態度，法律仍然是
相當清晰，大家必須遵守。」特別在大專界別，陳卓禧
指本港各高等院校當然鼓勵學生作多角度思考，然而這
絕不等於毋須守法，這點訊息務必清晰傳達給學生。
另一要點在於教育學生須為行為負責，清楚認識違法

所帶來的後果，「我自己在港專的其中一個實踐，是要
學生在畢業離開前，就要知道法律的要求，及有可能出
現的後果。」
陳卓禧表示，這種公民教育並非國歌法立法所帶來的

「新鮮事」，諸如校園內吸煙、打鬥、欺騙等行為，其
實學校每日都有機會處理法例上不容許的事情，但不見
得動輒便訴諸法律，學校本身有相應機制處理，而這也
是法治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他分享過往曾有個案，有學生為求符合出席率要求造假

文件，校方考慮涉事學生所讀學科尤重專業操守，檢視全
盤情況後予以開除學籍。「這是一個清晰的取態，我們不
是執法者，不會將其看待成『偽冒文書』刑事罪行，但我
們亦要清楚讓學生知道，在社會上這是違法行為，所以在
面對嚴重個案時，學校仍有必要採取處分行動。」

陳卓禧：懲處以教育出發
同樣情況亦可套用至國歌相關法律上，法例清楚界定

了是非黑白，但在學校層面始終首重於教育學生，「界
線是清晰的，有些事不能犯就不能犯，但學校在處理上
還是會從教育角度出發，視乎其行為嚴重性，學生思想
未成熟等考慮因素，作出恰當決定。」

國歌法本地立法掀起
的另一議題，在於培養
本港學生愛國情懷。陳
卓禧強調，單靠立法本
身並不足以達此目標，

而必須透過情感教育，加強學生對國
情認識，了解國家崛起過程以及現時
在國際間面對的不同挑戰，輔以跟內
地學生雙向交流，增強國家觀念。
「相信大家都明白，情感是不能勉

強，愛與不愛是強迫不來的。」陳卓禧
對此尤其感嘆，表示本港在回歸前尚能
培養出家國感情深厚的一群；怎料近年
一部分年輕人非但未有親近國家，反是
變得疏遠、對立，甚至一副敵視態度。

陳明國家困境 建榜樣化教育
他強調這並非單靠立法可以解決的

問題，教育工作者必須反思，香港過
去十多年間何以至此，檢視並改進對

年輕人情感培育工作。
至於該如何做好教育，陳卓禧提出兩

點，一是向學生陳明事實，「這裡所講
的事實，並不只是向學生分享國家強大
和先進的一面，如今國家所面對的內外
處境以及困難，各方面都應讓學生了
解。」例如國家近年在處理政治及經濟
等不同議題上，均持續面對着美國強大
的壓制與衝擊，「必須讓學生看到現實
情況，才會理解我們身為中國人，為何
需要重視國家觀念。」
另一方面或可從榜樣化教育入手，

「現今年輕一代，甚少有偶像或英雄

人物作為他們的模仿榜樣，然而這是
情感培育的重要部分。」他表示，在
國家這些年的發展路上，不乏優秀內
地與本港人物參與其中，當中有不少
故事值得學生認識和學習。
與此同時，學校也應加強本港與內

地學生雙向交流，着重朋輩之間的友
誼建立，這些溝通均有助學生了解國
家，特別是當香港個別媒體側重報道
偏頗一面時，「假如學生有這類朋友
圈，也許可以從中得到更全面訊息，
有更多角度了解國家的狀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愛國靠教育 情懷須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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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壯）《國歌條
例草案》昨日在立法會進行首讀。反對派
早前一再炒作草案內容，聲言兩年檢控時
限是要「秋後算賬」云云。基本法研究中
心主任胡漢清昨日表示，雖然《國歌條例
草案》有列明在罪行發生後的兩年內都可
檢控，但警方發現有關罪行後，只有一年

或更少的時間提出檢控，認為反對派應先
看清條例。
胡漢清指出《國歌條例草案》就檢控時

限有兩個情況描述，一是在警務處處長發
現或知悉有關罪行的一年內；二是該罪行
發生的兩年之內，兩者以較早者為準。
他指出，假如有市民犯了相關法律，在犯

罪日期兩年之內未被發現，就會「免死」，
而警方知悉有關罪行的時間愈早愈好。
實際操作上，胡漢清指提出檢控時限其實

只有一年或更少。他舉例說，如果有關罪行
在發生後一年零九個月才被發現，其檢控時
限其實只剩下3個月，故反對派應先看清條
例。

反對派炒「算賬」論 胡漢清批不看條例

■胡漢清指警方檢控時限
其實只有一年或更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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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卓禧指出，學校責任在於做好法治及情感方面的教育。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明日將處理由政府提出的「隧道費調
整方案」（三隧分流）的無約束力議
案，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昨日表
示，民建聯未能支持政府提出「三隧分
流」議案，並認為中環灣仔繞道對西隧
的分流作用仍然存疑，故要求政府先觀
察繞道通車後一兩個月的數據，再計算
「三隧分流」的成效。

「三隧分流」建議由2020年起，調
整3條過海隧道的私家車、的士和電單
車隧道費，包括將紅隧和東隧私家車收
費分別由20元和25元提高至40元，及
將西隧收費由70元減至50元，以分流
過海交通。若獲立法會支持，當局便會
向立法會提交實施隧道費調整方案有關
紅磡海底隧道和東區海底隧道的法例修
訂，及就西區海底隧道隧道費補償方案

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
身兼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的陳

恒鑌昨日就指出，民建聯未能支持「三
隧分流」議案。
他指出，「三隧分流」須依賴中環灣

仔繞道，唯有關繞道對西隧的分流作用
仍然存疑，會要求政府利用繞道通車後
一兩個月的數據，再計算「三隧分流」
成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年
立法會選舉的參選人「五花八門」，引
起社會關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昨
日討論有關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法
例修訂事宜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
芸指出現時「參選門檻過低」，令參選
人出席電台、電視台選舉論壇時出現
「迫爆」情況，成為「天下第一大笑
話」，選民也無機會聽清楚參選人理
念，建議提高選舉門檻。有議員認同有
關建議，但亦有人強調應有普及而平等
的參選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
權回應時指，提高參選門檻具爭議性，
政府會作出研究，但現階段不會提交這
類技術性以外的修訂建議。
蔣麗芸指出，由於參選人數太多，導

致傳媒在舉辦選舉論壇時需要分開多場
處理，故建議提高提名資格。此外，她

希望政府能就投票時間作出研究，建議
留待投票日後翌日才進行點票，以免市
民通宵苦候結果。
民主黨議員林卓廷也認為，現時立法

會地方直選只須籌集100個提名就可參
選，由於「門檻過低」，令候選人數多
至「不合理地步」。
他批評個別候選人得票率不足

0.1%，卻享有同等的時間宣傳，甚至候
選人利用參選時間，作銷售保險之用，
認為政府應該作出修訂云云。
「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則不同意提

高選舉門檻，認為如果透過增加選舉按
金等方式去提高門檻，或會減低市民的
參選意慾，變相阻礙年輕人參選。公民
黨議員陳淑莊稱，對於有議員提出要提
高門檻「感到驚訝」，認為普及而平等
的參選權十分重要，故無必要亦不應修

訂門檻。

政府允研究 暫不提修訂
聶德權回應時表示，參選門檻高、低

的問題，具一定的爭議性，社會上亦有
不同的意見，政府會就此作出研究，適
時提出方案，但現階段不會提交這類技
術性以外的修訂建議。
此外，是次法例修訂中，建議在功能

界別選舉中，更新已改名的團體、刪除
自上次更新工作後已停止運作的團體、
按相關功能界別現時的情況新增選民。
有部分功能界別議員就擔心相關核實工
作或有錯漏。聶德權強調，政府會查詢
相關政策局，核實團體有否運作。
他又說，稍後會就立法會資訊科技界

選民資格向業界進行諮詢， 並統一選
民資歷和學歷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隨着西九
文化區的戲曲中心開幕，不少人都期待另一
個重頭戲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香港故
宮文化博物館主席陳智思近日接受電視節目
訪問時表示，現時博物館只有不多於10名員
工，與Startup（初創企業）相若。他冀未來
的館長能如香港的「一國兩制」一樣，既認
識中國文物，亦有國際視野，以更切合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做到中西文化交流的定位。
香港開電視的《開嚟見我》昨日播出陳智

思的訪問。陳智思談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時表示，相關的工程已進行得如火如荼，預
計於2021年可完成所有建築，並於2022年
中開館。
他指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雖然大部分

展品都來自北京，但亦希望可以展出全世界
與宮廷概念相關的珍藏。因此，館長不可只
認識單一種文物，既要了解中國文物，亦要
有國際視野。
他說，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定位其實亦

反映了香港的定位，認為香港不只是中國其
中一個城市，而應做到更廣泛的事，如促進
中西文化交流等，再加上香港在管理方面有
更大自由度，展覽如何表達亦可不同。他透
露，目前已在和北京方面洽商有什麼展品可
以來港展出，還有首個展覽應做什麼。
他又指，未來10年有關文化藝術的五六件

硬件逐步完成，香港對文化藝術方面的需求
會很不同，文化藝術大有可為，很多地方對
香港即將落成這麼多硬件表示羨慕。

近年香港人越嚟越鍾意喺網上面發表意見、
談論社會大事，政府官員都要跟上節奏，喺網
上廣納意見先得。下個月將要公佈新一份財政
預算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噚日就喺facebook
上載咗自己一張接波相，宣佈自己嚟緊星期日

下晝會做fb直播同網民交流，實行要「正面接波」。
陳茂波話，佢會喺嚟緊星期日嘅下晝4點到5點喺財政預算

案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Budget19to20/）做直
播，歡迎大家到時即時提問，亦都可以喺專頁度預先寫低想
問嘅問題。
話就話「正面接波」好有氣勢咁，但陳茂波都喺hashtag

（標籤）度透露心聲，話「第一次做Live有啲緊張」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財爺周日開Live「正面接波」
 &

議員促提門檻 阻參選人推銷

民記倡待繞道數據 計「三隧分流」成效

陳智思：故宮館館長人選應具中外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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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卓禧在訪談中多次強調學校責任在
於教育，要讓學生明白尊重法規的重要
性，事實上，他這番信念絕不只是紙上
談兵。2017年12月，港專畢業典禮便
曾發生畢業生不尊重國歌事件，陳卓禧

當日主動跟涉事學生對話，義正辭嚴指出畢業典禮莊
嚴而隆重，不容學生隨意搗亂，重申港專一直都是愛
國愛港學校，哪怕昔日受盡港英政府打壓亦從未動

搖，言論獲社會各界一致讚好。
本港多所大專院校的畢業典禮近年不時淪為滋事學生的「政治

騷」舞台，港專亦難倖免。2017年底的畢業禮，校方在綵排期間
已交代好場地規則，表明會將不尊重國歌列為不當行為，但有社
工系畢業生卻特意邀約個別媒體「扮家長」進入會場，直擊其在
典禮國歌奏起時拒絕肅立的情況，有人更在胸前作出交叉手勢，
結果搞事者全部被逐離場。
陳卓禧在典禮後主動與涉事學生對話，表示尊重學生的不同想

法，但學生也應尊重學校立場。他強調，港專在香港回歸祖國前
就是一間愛國愛港的學校，在60年前成立時已懸掛國旗、唱國
歌，更曾一度因此受到港英政府打壓，資助被取消，校舍被收
回，但學校從未放棄過愛國立場。
他續強調，畢業典禮是一個莊嚴而隆重的場合，並非學生發表

自己政治意見的場所，籲學生應尊重國歌，以開放心態認識社會
和國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姬文風

■陳卓禧當日理直氣壯教育涉事學生，獲社會各界讚
好。圖為香港文匯報相關版面。 香港文匯報截圖

■陳茂波噚日喺fb上載咗自己
一張接波相。

陳茂波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