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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試題事件屬專業失誤
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

強調絕非政治干預教育 有需要會行使特首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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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周的文憑試歷史科考
試，一道要求考生表態是否
同意「1900-45 年間，日本
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的
偏頗冷血試題，涉美化日本
侵華，引起社會廣泛批評，
教育局隨即要求考評局將該
試題取消。特區行政長官林

■林鄭月娥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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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鄭月娥昨日在行會前會見傳媒時強調，有關試題事件是專業失誤，絕非
政治干預教育，而她亦從沒有干預及教過考評局該怎樣做。不過她表
明，教育是樹德立人的事業，但如有朝一日為了保障香港教育，自己不
會迴避行使《考評局條例》賦予行政長官向考評局作指示的權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針對有關試題問題，考評局正在商討
研究跟進工作，包括試題的廢存，

及檢視擬題及審題機制（見另稿），而
教育局代表前晚亦有出席考評局委員會
會議。局方表示，行政長官依法有權監
管考評局的各項權力，包括委員任免、
事務計劃及開支預算審批，亦可因應對
公眾利益有影響的事項，向考評局發出
涉及履行相關職能的一般指示，而考評
局多個委員會亦有教育局代表參與，監
察其重要職能及因應有關範疇的運作提
供意見。
林鄭月娥在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是
次爭議令人非常遺憾及失望，相信大部分
人都會認同教育局所言，有關的試題是很
不當。在維護教育的目的、質素方面，教
育局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無論從課程、
教科書、考試、老師質素、評核都是環環
相扣。「如果有人認為考評局處理教育裡
重要的一環──考試，可以完全不需要理
會教育的宗旨、教育的目的和不接受教育
當局的意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
題。」

「從沒教考評局怎樣做」
她強調，是次屬於專業失誤事件，並
非像個別人士「扯得很遠」地說是政治干
預教育。自己到目前為止從沒有干預或教
過考評局該怎樣做，亦沒有行使過在《考
評局條例》下賦予行政長官的權力，但指
有朝一日，若果為了保障香港教育的質素

以及保護學生，她不會迴避行使權力。
林鄭月娥表示，留意到考評局在前日
會議後表明會全面配合教育局提出重新審
視整個試題、審題以至改卷方面的制度，
同時會研究取消試題的要求，但因為如不
計算分數牽涉範圍十分廣泛，後果比較嚴
重，因此該局要認真研究。
她對考評局需時研究處理方案深表理
解，認同應保障考生的利益，尤其是他們
多年苦讀之後考完試，當然不希望節外生
枝，但表明應該要思考事件的緣起，「我
們要問自己，是誰節外生枝？誰令這條考
題是如此不適當，會引申這麼多考題以外
社會上的爭議？」

■「香港正義大聯盟」到考評局示威，譴責楊穎宇及盧家耀荼毒學子。

「正義大聯盟」
促嚴查除害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正義大聯盟」昨
日下午到考評局示威，譴責考評局評核
發展部經理楊穎宇及已辭職的高級評核
經理（通識）盧家耀荼毒學子，並要求
該局嚴查歷史科試題事件。
團體代表高舉「日本侵華歷史只有弊

林鄭月娥早前在接受《大公報》訪問
時說過，教育需要有人把關，需要有人去
維護這些教育的質素，保證學生能接受正
確的全人教育，並引用了名言「『教育的
崩潰足以摧毀一個國家（the collapse of
education is a collapse of the nation）』
──要摧毀一個國家，是不需要原子彈、
不需要遠程導彈，只要破壞、弱化它的教
育制度」，強調特區政府對於教育的重視
是毋庸置疑的，但不等於只是為教育提供
資源，而是需要維護教育的目的及質素，
所以教育局在貫徹執行香港的教育制度，
包括環環相扣的課程、教科書、考試、老
師質素、評核等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責
任。

0

制。
蘇國生昨日會見傳媒時補充說，委員
會開會時聽了很多不同意見，要審慎和詳
細討論，惟仍未決定是否取消有關試題。
委員會將繼續以專業問責的態度討論有關
問題，秉持專業態度為學生帶來公平、公
正評核，但專業意見亦有不同看法，要考
慮評核及質素保證的機制。
他並認同，《考評局條例》規定特首
可指示該局工作，考評局委員會會依照條
例去做。
據了解，考評局委員會在考慮取消出
事試題一事上有不少考量，包括較可行的
方案是直接刪去 8 分的出事試題，令全卷
滿分減到 52 分，但考生作答時間變相白
費，必須酌量調分。

■網上流傳一篇據稱出自徐榮耀的文章，反
對取消該道冷血試題。
網上文章截圖

美教授考毒氣殺人即被停職

"

今屆文憑試歷史科出現日本侵華「利多
於弊」的冷血試題，即使教育局明言要求
取消試題，但負責考試的考評局一直迴避承認出題不當，而
包括教協在內的「黃師」及團體，更提出種種歪理試圖為出
題者開脫。事實上，無視侵略與屠殺禍害、隨意以之放入考
試題目，被公認背離人類良知，去年美國一所頂級博雅大學
便有化學教授以「納粹毒氣室」為背景，要求學生計算致命
毒氣劑量，結果需要即時停職，並遭校方調查失德行為。

竟要學生計算致命毒氣劑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發現去年 4 月，有超過 200年

史，令 14 億中國人為之震怒，賣國之心
昭然若揭，聯盟對他們利用教育、教壞
學生、腐蝕年輕一代的行徑予以強烈譴
責，並要求考評局追究責任，踢走害群
之馬，清除教育界毒瘤，以免他們遺禍
後代。

庇暴校長亂批教局
教界促勿扯上政治

有責貫徹執行教育制度

考評局代表認題目有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文憑試歷
史科鬧出冷血試題風波，教育局要求取
消試題，考評局委員會前日開會審視試
題及評卷參考，該局秘書長蘇國生昨日
未有透露會議詳情。據了解，考評局代
表在會上已承認題目有問題，如考生答
日本侵華「利多於弊」仍可得分，反映
面對日本侵華對國民傷害深遠的大是大
非題目，學生就算辨識不到偏頗觀點，
仍可憑荒謬答案取分，將對日後教學造
成嚴重負面影響。
考評局委員會前日召開特別會議，經
過約 6 小時的討論，仍未能就取消試題得
出結論，只稱事件複雜，委員會經過長時
間討論仍未有定案，將再開會商討，同時
表明會全力配合當局調查，檢視擬題機

沒有利」、「楊盧扭曲歷史是民族敗
類」等標語，並拉起橫額譴責兩人歪曲
歷史的行徑是惡意誤導及教壞香港年輕
一代。
發言人表示，楊、盧兩人涉及是次
DSE 歷史科的冷血題目，題目歪曲歷

歷史、位列全美十大博雅大學的明德學院（Middlebury
College）爆出與納粹毒氣相關的試題事件。該校化學教授
Jeff Byers，於一道考試試題介紹指「氰化氫（HCN）是一
種有毒氣體，由納粹德國用於反猶太大屠殺時的毒氣室」，
要求考生計算於指定大小的房間中，氰化氫的致命劑量。
事件由該校學生媒體揭發，引起社會譁然，Jeff Byers 隨
後發表聲明道歉，承認試題對學生「明顯有攻擊性及傷害
性（clearly offensive, hurtful, and injurious）」，又承認自
己的所作所為，只能以「疏忽與傲慢（carelessness and
hubris）」解釋。
明德學院校長 Laurie Patton 指，試題竟然將歷史上最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今年文
憑試歷史科要求考生評價日本侵華
「利多於弊」的試題受盡千夫所指，
網上近日流傳一篇據稱為新會商會陳
白沙紀念中學校長徐榮耀的文章，竟
質疑批評者「帶有預設立場」，更聲
言銳意撥亂反正的教育局是在「主動
設限，損害『一國兩制』精神」云
云。教育界人士對有關言論表示關
注，認為若作者為教育工作者，就更
應從教育角度看待事件，而非將試題
隨意扯上政治事件和其他政府部門及
官員。
網上流傳一篇署名為徐榮耀向校長
群組所發的文章，題目為「回應所謂
歷史試題事件」。文章開首提及去年
底警方圍堵理大暴徒之際，作者自稱
「本着當天冒着漫天催淚氣體前往理
大救學生的精神」向教育局「嚴正發
聲」，之後闡述其反對取消試題的
「觀點」。
不少教育界人士均指出，出事試題
提供的參考資料，甚具引導性，在日
本侵華的史實上偏向日方，但文章作
者死撐題目屬「開放式試題」，辯稱
題型「行之已久」、題目「本身並無
立場」，反將責任歸咎於持相反意見
者，稱他們有「預設立場」、「上綱
上線」、「將政治帶入校園」，卻無
視自己在文章開首已不經不覺展露出
維護圍堵理大的暴徒之政治立場。

作者一方面稱教育工作者需要「正
向引導學生小心處理敏感議題」，卻
對出事試題中的引導性資料視而不
見。對於沒有絲毫討論空間、觸碰民
族傷痕的試題，作者竟稱教育局果斷
要求取消試題的決定是「未審先
判」、「小題大做」，是局方「主動
設限」、「損害『一國兩制』精神，
妨礙學術自由」云云，更不着邊際地
批評特首林鄭月娥、政治及內地事務
局等。

張民炳：應從教育角度分析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
示，日本侵華是中國的血淚史，有關
的偏頗試題並沒有任何辯解的餘地，
「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試題風
波屬於考評局的專業失當，作者身為
教育工作者，就更應該從教育的角度
看待事件，而非將試題隨意扯上政治
事件和其他政府部門及官員。」
徐榮耀的文章在網上引發網民「熱
議」，紛紛批評文章的內容。「黃國
強」慨嘆指，「相信他們未讀過聖賢
書。」「Christine Wong」直接狠批：
「已塗（荼）毒、獨的校（教）學成
果！」
「Cecilia Wong」則質疑這篇文章出
處：「呢份文宣，不知出於哪一位，
歪曲事實，歪曲真理的文章，對他們
（黑衣魔）來說易如反掌！」

怖的事件視作小事（trivialize），違反該校核心價值，絕不
該於校園出現，認為是「難以理解的失敗判斷
（inexplicable failure of judgment）」。她表示，老師本應
要以關顧、成熟、良好判斷的態度教育學生，但在此事例
中卻完全做不到。
另外，學院檢視 Jeff Byers 的其他試題，發現他於 2018 年
的考試試題亦有出問題，引用宣揚種族主義的「3K 黨」參
考資料，雖然試題嘗試以「幽默」方式表達，但校方認為
有 關 做 法 「 無 謂 而 且 具 攻 擊 性 （gratuitous and
offensive）」。
事件發生後，明德學院宣佈，Jeff Byers 要離開職務休
假，校方並會按教員失德行為（faculty misconduct）的政
策展開調查。而據學院網頁最新資料，Byers 現時仍處於 ■學院網頁顯示涉事的化學教授 Jeff Byers 已
「休假」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離開職務休假。
明德學院網頁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