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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日前會見
記者時表示，他對7月1日立法會遭受衝擊感到
心痛，並為自己在特首任內推行的通識教育科及

推行中史課程改革作出檢討，形容通識教育科是「好差、失
敗」，要設法糾正，自己有責任探討下一步怎做。通識教育是
董建華親手推出的政策，如果不是深切體察到其中的問題，相
信他是不會輕易推翻自己推出的政策。既然連董建華也對通識
教育科作出反省，認為存在很大的問題，要設法糾正，特區政
府及社會很有必要認真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通識嚴重偏離教育宗旨和原則
通識科源於2009年三三四高中教育改革，成為高中四大必

修科之一，當年設立該科是希望學生培養批判性思考，強調多
角度觀點。六個單元中的「今日香港」及「現代中國」涉及政
治議題，在無統一課本、無標準答案等諸多原因下，逐步淪為
別有用心之人向青少年灌輸政治立場的工具。
香港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表明，年輕人思想變得愈

來愈激進的根源在學校，關鍵是教育。在反修例風波中，教協
曾經向教師發出「罷課」的呼籲，亦有不少教師響應，甚至帶
領學生到遊行示威的現場，向學生展開通識教育，這種做法本
身就嚴重偏離了教育宗旨和原則。
目前通識科缺乏課程大綱，衍生不少問題，例如考題近七

成涉及政治議題，讓學生可按個人興趣選答題目。特別是老
師可自行決定教授內容，科目不受規範，質素變得參差，加
之校方的監督缺失，令通識教育變成了「教師想教什麼就教
什麼」的狀況，或令個別教師可加入偏頗題目。由於教師壟
斷學生信息來源，使某些職業操守不良的教師給學生「洗
腦」變得輕而易舉。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以推動通識科專業發展為名，實際卻

是「黃師」溫床。有資深通識科老師透露，聯會由創會開初立
場已經「擺明」親反對派，早年曾有老師看不過眼，加入幹事
會希望「溝淡」反對派聲音，但近年該會核心成員已被「黃
師」佔據。
近年接二連三有通識科老師在網上發表不當言論，令人質

疑通識教育工作者的操守。例如，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內
務副主席陳智立曾公開讚揚「本土派」。曾擔任該聯會主席
的中學通識科教師賴得鐘，早前在社交平台Facebook上載一
張寫有「黑警死全家」的照片作頭像，引發爭議，社會人士
批評其過激言論影響學生，網民亦質疑其有違教師專業，而
賴得鐘其後不得不承認其情緒激動下作出的言論過激，向奉
公守法，維護法紀的警察致歉。賴得鐘亦曾在違法「佔中」
後在香港電台《通識網》發表文章，將單純的學生會選舉牽
扯到政治之上，更稱「我不是說中學要大搞政治社會行動，
但如果同學有此抱負，我倒是十分支持甚至尊敬的」，企圖
將校園政治化。

特區政府須正視問題
有關注通識教育者形容，賴得鐘事件只是通識科問題的「冰

山一角」。不少教師和家長指出，目前該科最廣泛採用的法治
論述來自鼓吹「違法達義」的「佔中」發起人戴耀廷，且通識
科老師普遍缺乏政治、法律訓練，加上課堂難以監管，煽動學
生「違法達義」的教材更層出不窮，都暴露了該科存在的嚴重
問題，希望特區政府正視。

如果從香港推行通識教育的實際情況來看，就會發現許多
通識教育存在的問題，證實有一些教師，藉通識教育課程，
宣揚個人的政治理念，甚至直接鼓動中學生參與政治行動。
早前有媒體報道有小學二年級常識科工作紙要求學童就有關
《逃犯條例》遊行報道繪畫圖像，家長質疑有教師設計工作
紙時將個人政治觀點帶到課堂上。此外，亦有家長群組傳出
一家中學的中一試卷，由插圖到考題，都是街頭抗爭的內
容，提問有政治立場，十分偏頗，不少家長指責這類考題是
向學生「洗腦」。
本港有教育界人士指出，現時通識科以題為本，根據近期發

生的事做分析，通常以報章、電視紀錄片等作為數據來源。課
程對需要教授的通識概念及要求並不清晰，老師一般都會在課
堂講授「公民抗命」、「民主」、「自由」等概念。
在香港社會日趨過度政治化的現實之下，在香港的不少教育

工作者存在偏頗甚至過激政見的情況之下，在政府當局無能力
監管學校和教師的情況之下，特區政府和教育界應該認真考慮
董建華提出的意見，設法糾正通識教育存在的問題。

龍子明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廣東社團總會常
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連續多個周日，香港出現了多次遊行和衝擊事
件，社會嚴重撕裂，市民生活受到影響。回想事
情的原由是市民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但至今
已經完全變質，有人借題發揮發洩不滿。

遊行發生以來，不同的討論區、社交平台，甚至部分傳媒都
出現十分偏頗和片面的內容，不停塑造犧牲「正義烈士」與
「邪惡強權」對抗，結果令不少對事情一知半解的市民，把事
情完全簡單化，容不下任何討論空間，形成非黑即白的對立局
面。辦公室內不同政見的成年人都因為無法溝通而感到苦惱，
青年又如何抵抗朋輩壓力呢？
部分激進人士一再衝擊警方防線，然後指責警方「濫用暴

力」。當警方撤離立法會避免激烈衝突時則指其使出「空城
計」，誘使市民犯罪。暴徒進入立法會後大肆破壞，預計需要
花上數千萬維修費。香港城市大學最新公佈的研究報告顯示，
港人消費信心是5年來最低，可見香港經濟將受事件影響。把
「公民抗命」作為擋箭牌去犯事，讓社會大眾承擔他們帶來的
惡果，這並非英雄所為。

大部分和平示威人士只是希望個人利益受到保障，社會有更
好發展。暴徒不停破壞公物及撕裂社會，跟普通市民的意願背
道而馳。
市民的確可以表達訴求，可是採用和平理性的方法才是溝通

的根本。政府已經聆聽市民的聲音，在事件中一再讓步，林鄭
月娥特首早前更親身致歉並強調修例工作已完全停止。市民不
應以武力衝擊及遊行人數威脅政府，也不應用個別年齡小的示
威者大造新聞，以此總結反修例是有利大多數人的選擇。

香港近年發展的確遇到不小瓶頸問題，例如房屋問題嚴
重——「樓價貴，住得細」，民怨炸彈一早埋下，今次修例只
是導火線。要令社會局面好轉，挽回市民信心，必須立即改善
民生，特別是住屋問題。首要工作是加快推進房屋制度改革，
探討房屋市場雙軌制，提出香港市民普遍能受惠的公屋計分方
法，簡化空置土地的使用申請，並要加快覓地尋求突破。

另外，政府的宣傳手法明顯與一般市民所接受的有差距，日
後可以加強社交媒體上的宣傳及溝通渠道，為市民提供「懶人
包」，以便了解繁瑣的政策內容。
只有採用互相尊重的方式溝通，政府合理回應市民訴求，才

可令社會持續發展，讓大家共同擁有的香港恢復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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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抽政治水 助長歪風自毀商譽
反修例風波，已經造成社會嚴重撕裂，人與人之間因為政見不同而互相攻訐，甚至

家人也成為極端青年批鬥對象，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對社會負責任的個人及企業，

都應該推動社會盡早平息風波恢復正常，不要讓社會陷入無止境的對立和撕裂。然

而，一些企業不但沒有協助紓緩對立，反而不斷火上加油，抽政治油水，為極端分子

打氣鼓勁，配合他們的批鬥及政治鬥爭。這些企業為了博取一些極端分子的掌聲，博

得反對派喉舌和打手的叫好，不惜利用旗下商品助長批鬥歪風，將政治引入商業，這

不但顯示這些企業缺乏社會責任，更引起社會更大不滿和抵制，其助長歪風的所為，

實際上是自毀商譽為自己企業倒米。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美國務院新批准總值超過22億美元的對台
軍售案，包括108輛M1A2T坦克。台灣的領
導人蔡英文頓時喜形於色，以為多了幾把保
護傘。可是島內對軍事懂行的人都說，這依
然是騙台灣納稅人錢的「凱子軍售」，且不
說這些不適應台灣地形的重型履帶裝甲車機
動性差，易於成為各類導彈的活靶子，就算
台灣傾盡島內所有的資源，也買不回能夠改
變大陸碾壓式軍事優勢的武器。筆者認為，
還是那句話，只有回到「九二共識」基礎
上，兩岸才能延續和平發展的方向，搞「台
獨」，甚至以武拒統，只能搬起石頭砸自己
的腳。

這次軍售引人注目的M1A2T坦克，曾被吹
噓為「地表最強戰車」，相比起台軍目前裝
備的M60A3坦克，是確有優勢。

「地表最強戰車」在台灣無用武之地
但是，島內軍方人士明白，M1A2T坦克因

超寬、超高及超重等問題，無法符合台灣一
般道路、鐵路及高速快速公路法令規範。台
灣陸軍現役戰車M60A3型、CM-11型的重
量分別是52噸、51噸，但M1A2T型卻重達
63噸，島內鐵路無法運輸，須用特定載具拖

板車運送，還要對油庫與周邊道路進行拓
寬。在戰時橋樑可能被破壞下，M1A2T這種
重型履帶裝甲車將會無用武之地。所以，曾
赴台觀看「漢光軍演」的美方觀察團也認
為，M1A2T可能不適合台灣，過去也不太贊
同售賣給台灣以更換現役老舊坦克。
所以，採購M1A2T坦克，相信蔡英文政府

政治考量多於實際軍事需要。有軍方人士不
諱言，如今台灣雖如願以償得到「地表最強
戰車」，但是該型坦克在狹窄多山的台島能
發揮多少效用，台軍可是心中了了，就軍中
而言，大概是考量「士氣」。筆者相信，蔡
英文不理會島內實際需要而亂買美國裝備，
首先是要回饋支持她的特朗普政府，其次，
也是要「拉大旗作虎皮」，自我打氣。

大陸火箭軍「亮劍」敵艦都是活靶子
然而，國際軍事界都非常明白，今天大陸

軍力與台軍對比，已有碾壓式優勢。美國這
次對台軍售實際醞釀已久，大陸方面也有應
對之策。筆者認為，解放軍適時的「秀肌
肉」就是無聲而有力的警告。7月4日，台灣
負責本島與馬祖島的「台馬之星」號輪渡船
出港後不久，在13時15分左右在台灣海峽

內目睹一艘不明身份的潛艇浮出水面。這是
台灣「台馬之星」號渡輪，首次發現有潛艇
浮出水面航行。有專家從照片分析，疑似為
大陸海軍最新裝備的093B攻擊核潛艇。

6月29日至7月3日，解放軍在海南島附
近海域進行軍事訓練，美國反應強烈。為
何？外媒援引美國軍方官員的話稱，中國軍
隊於6月30日從內陸共向南海海域發射6枚
彈道導彈，並強調這是中國首次從內陸向南
海海域發射導彈。外媒還引熟悉中國軍情的
人士稱，此舉是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操
刀，發射地點可能位於貴州和浙江的山區。
導彈型號多認為是具備「對海上大中型艦船
精確打擊能力」、亦有「航母殺手」之稱的
東風21D和東風26型導彈。筆者認為，這不
但是「秀肌肉」，已是「亮劍」層次，就是
要告訴外部勢力，無論是到南海「自由航
行」或穿梭台海的敵艦都有可能是活靶子。
值得再次強調的是，台灣的有識之士也知

道，即使傾盡台灣的資源，也買不回對抗大
陸的軍事能力。勸告「台獨」分子，千萬不
要玩火，不要以卵擊石。台灣未來的前途，
只有在「一個中國」基礎上，才能和大陸一
起共享繁榮穩定。

美軍售保不了「台獨」分子的小命
劉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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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近日會見傳媒，表示修例工
作已全面停止，條例草案已「壽終正寢」。
這是早前政府宣佈「暫緩」並道歉後，再一
次的坦誠應對現實，體現出希望盡快結束動
盪局面，回歸安寧，恢復法治和秩序，集中
精力發展經濟、民生的良苦之心。
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完善司法互助，

就其初衷和所涉及的內容而言，並沒有錯，
但不經意間觸動了某些政治利益團體的敏感
神經，引發出目前的社會動盪。正如特首林
鄭月娥所說「政府工作做得不好、對社會脈
搏掌握不夠、政治敏感度有偏差」。政府宣
佈「暫緩」，就是在這屆政府任期內擱置，
就是如特首所說的「壽終正寢」。堅持要
「撤回」實際上是個偽命題，藉口而已，客
觀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然而，有正義感和
法治觀念的民眾都很清楚，完善司法制度是
社會發展的必然，現在條件不成熟、本屆政
府做不到，並不意味着這是一件壞事情，全
社會都要為此創造有利的環境和條件。
為修例一事，特首、律政司和保安局長，

先後多次向社會大眾作出道歉，就是要避免
政局動盪延續，避免青少年受到不必要的傷
害。政府並沒有將合理合法的示威活動稱為
暴動，只是依照法律，將範圍嚴格限制在那
些用暴力衝擊警察防線、襲擊警察甚至造成
傷害、故意破壞公共財產者。

在平定修例引發的社會動盪中，香港警察
表現出的專業質素和忍耐克制精神有目共
睹。他們以自己的生命危險和血水汗水為代
價，確保了道路的暢通，公共場所不被包圍
佔領，立法會大樓得以在很短時間內解除紅
色警號。其間使用合適的武器，也是必要合
理的。

正因為如此，不久前在政府總部大樓草坪
上舉行的「撐警大會」，才會人山人海，雖
日曬雨淋而氣勢不減。某些人自以為是，抓
住一些細節大做文章，借題發揮，並不能損
害香港警察的整體形象，也抹黑不了其聲
譽。香港警察作為一個群體，有悠久歷史，
內部監督制度也十分完善，成立獨立調查委
員會完全多此一舉，毫無必要。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法治是傳統核心價
值之一。在反修例過程中，一些喪心病狂
者，包括一些口罩青年，視法律規範和社會
秩序為無物，為所欲為，作出許多違法犯罪
的激烈行為，令人髮指。就以衝擊佔領立法
會大樓為例，砸爛玻璃幕牆，搗毀室內設施
物件，破壞電腦系統，把一個民主議事機構
弄到滿目蒼夷。警方拘捕了參與其中的一些
肇事者，並控以罪名，何錯之有？
要撤銷對這些暴徒的控罪，即使政府發了

善心，凡是有正義感的民眾都絕對不會答
應。政府表明，日後檢控工作不會受定性與
否影響，檢控工作按《基本法》由律政司司
長決定，不受任何干涉，展現的正是不偏不
倚的法治精神。

在絕大多數民眾的擁護和努力下，在中央
政府的理解、支持下，特區政府經受住了考
驗。經過疾風暴雨的洗禮，政府已「學到好
多事、吸取到教訓」，可以更好地服務市
民，亦是對社會的承擔。特首林鄭月娥「有
熱誠為香港市民服務」，是大家的福氣。

特首坦誠釋善意 香港應復安寧
凌翠

日前寶礦力水特香港官方專頁在facebook
對客戶查詢作出的回應，聲稱鑑於目前社會
情況，該公司於上周已決定抽起並取消所有
在無綫電視（TVB）平台上的廣告，隨即被
激進網民「讚揚」，形容是「良心企業」；
快餐連鎖店必勝客、美國信諾環球保險等商
戶亦被指「跟風」，聲稱不再在TVB落廣告
云云。同時，也有一些企業借當前的政治風
波抽水，包括香港吉野家藉仇警情緒製作
「抽水」廣告；迪士尼則默許激進網民侵權
使用其「反斗奇兵4」預告片，配上粗言穢
語及政治鼓吹內容，以進一步煽動社會仇警
和仇恨政府的情緒。

陷入政治風眼自損品牌價值
這些企業的出位表現，可能是出於兩個原

因：一是可能其高層同樣屬於極端分子，同
樣認同社會上的批鬥風氣，認同「仇警」等
極端思維，與極端分子想法一致，於是公器
私用，利用旗下的產品配合炒作這些極端歪
風。二是出於政治營銷心理，利用現在的政
治狂熱，通過向極端分子、反對派支持者投
其所好，藉此爭取這些客源，是一種政治
化、劣質的營銷手段。不論這些企業出於哪
個目的，其行為不但不會為自身的品牌得到

任何好處，反而令其企業處於政治風眼，
將其品牌價值一鋪清袋。

事實上，這些企業針對TVB的
行動，本身就是非理性，不講

事實，TVB作為傳媒機
構，在這場風波中的

報道基本上做
到 中

立持平，但
一 百 人 心
中，就有一
百個哈姆雷
特，任何傳
媒的報道都不可能令
所有人都滿意，但外
界也應該尊重傳媒的
編輯自主，怎能因為
報道不合心意，就向
商戶施壓抽廣告，甚
至發起遊行公然威嚇
傳媒，這就是反對派
口中的民主嗎？對於
這種歪理，本來外界不必理會，但現在寶礦
力等機構竟然順從這種歪風，配合向傳媒施
壓的行動，以抽廣告企圖迫使傳媒就範，行
為橫蠻霸道，這樣的行為究竟是令品牌增光
還是蒙羞呢？
最可笑的是，寶礦力以為可以討好極端分

子藉此刺激銷量，但結果其偏頗行為反而引
發眾怒，遭到不少香港市民以及內地市場抵
制，為了討好極端分子而失去更龐大的市
場，放棄自身經營多年的品牌聲譽，這些企
業高層究竟是腦子滲水，還是政治上腦呢？
而寶礦力日本總公司鑑於外界不滿，隨即發
表聲明道歉，這說明有關行為完全是香港方
面搞事，陷總公司於不義，這樣的倒米高層
任何企業都不會歡迎。

縱容侵權反修例文宣動機可疑
至於有激進網民日前將《反斗奇兵4》的

預告片改為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宣傳
片，當中不但內容偏頗，更有大量粗口，

對於如此

侵犯版權，損害產品聲譽的行為，迪士尼至
今卻沒有採取行動，也沒有譴責，變相是默
許這種行動。請問香港迪士尼的不作為和
縱容是他們自己意思還是總公司的指令？
因此而導致產品價值和商譽的損失，又由
誰人承擔？
令人不解的是，一向重視版權的迪士尼公

司，過去會因為小小的版權問題而訴諸法
庭，但在這場反修例風波中，網民不斷拿
迪士尼的動畫二次創作，侵權改圖，變成
反修例文宣，迪士尼卻沒有半句回應，如
此態度等同默許及縱容這股激進、暴力歪
風。標榜快樂、善良、正直的迪士尼竟
然成為極端分子的宣傳內容，所造
成的損害將難以估量，為了抽政
治水而令品牌蒙羞，值得
嗎？這樣的管理層還應
該留下嗎？

■■商家向極端勢力低頭只會令自身商譽受損商家向極端勢力低頭只會令自身商譽受損。。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