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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的文憑試歷史科一則美化日

本侵華的冷血荒謬試題引起社會公

憤，教育局於考試翌日公開要求考評

局將之取消。而考評局委員會經兩次

會議商討後，昨日終確認題目設計出

現多個問題，偏離高中歷史科學習目

標，因此決定取消該題目。考評局亦

特別擬定「雙重調分法」，分別估算

考生同類型的「知識」與「能力」，

再以較高者為其最終得分，以保障考

生的最大利益。

考評局決定取消荒謬試題
「雙重調分法」保障考生 題庫亦删除不會成設題參考選材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攬炒派再衝內會 秘書處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鄭治
祖）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昨日舉行會
議，議程第一項為選舉副主席。攬炒
派議員繼續滋擾會議進行並多次意圖
衝擊主席李慧琼。最終，體育、演
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在無競
爭下當選。會議結束後，攬炒派包圍
李慧琼，立法會秘書處報警。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昨日進行選舉副

主席程序，多名攬炒派議員在會議開
始時包圍主席枱，阻礙會議進行。內
會主席李慧琼多番重申，攬炒派重複
抗議行為毫無意義，對社會無建設，
要求他們返回座位，停止滋擾會議，
不要再做政治騷。她批評，一切「違
法」、「非法」、「無恥」的指控或謾罵只
突顯指控者及謾罵者不理性、野蠻、
不講道理的本質及本性。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認為，攬炒派議
員主要想隨便做場戲予「金主」及「勇
武」看，當中不少攬炒派議員在半推半
就下離開會議室，又說「佢哋今日啲戲
好屎，喊都唔喊多幾句」，「因為國安
法，佢哋驚到震，所以要發爛渣。」
民建聯議員周浩鼎則與議會陣線毛

孟靜口角，毛孟靜指責立法會保安「好
暴力」，周直斥毛：「你唔好講嘢，頭

先睇住係許智峯打保安。」他更指許智
峯被抬離開會議廳後，仍然不斷踢保
安，擔心兩位保安受傷。

馬逢國當選副主席
最終，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
員馬逢國在無競爭下當選副主席。會議
完結後，攬炒派則包圍李慧琼，不讓其
離開，立法會秘書處最終報警。

■攬炒派議員昨日繼續干擾立法會內會會議進行，並多次意圖衝擊內會主席李慧琼，場面
混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許智峯被
抬離時，毛
孟靜（綠衫）
與周浩鼎發
生口角。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攬炒派於
會後繼續包
圍 李 慧 琼
（中），她
需由建制派
議員護送下
離開。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黎智英申離港被拒 網民：「想走佬」定「求主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禍港四人幫」之

首、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有4案在身及面
對6項控罪，全部案件獲准保釋候訊。其中涉
2017年在維園恐嚇報章記者一案，黎被控一項刑
事恐嚇罪，獲法庭批准保釋，但禁止他離港及每
周要到警署報到一次。黎智英昨日到高等法院要
求撤銷禁止離港的命令，但並無提供確實的外遊
計劃日程，法官李運騰認為這情況下法庭難以作
出考慮，黎最後決定押後再申請。其後，黎智英
在庭外口窒窒回應「港區國安法」，及對撤銷離
港禁令的原由支吾以對，有網民就揶揄他「想走
佬」或者赴美國「求主子」。

涉4案件 被控6宗罪
72歲的被告黎智英，分別涉嫌組織及參與未經
批准集會、刑事恐嚇等4宗案件，共面對6項控

罪。其中，他被控的刑事恐嚇罪控罪指，他於
2017年6月初，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內近音樂
亭，威脅X使他身體受到損害，意圖使X受驚。
該案早前提訊時，黎獲准以現金4,000港元保

釋，保釋期間不可離開香港，及每周三晚到警署
報到。該案至本月5日首次提訊時，黎的代表律
師提出可將4,000港元保釋金增加至10萬港元，
以讓黎可以申請離港，但被裁判官拒絕，該案已
排期今年8月19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開審。
昨晨10時許，黎智英現身高院申請更改保釋條

件，希望法官可批准他在保釋期間離港。法官李
運騰表示，黎沒有提供具體離港的行程計劃，法
庭很難作出考慮，若被告申請在個別日子短暫外
遊，則尚有討論空間。
在休庭約10分鐘後，黎一方要求暫時擱置申

請，決定再擇日申請。法官最終批准其押後申

請。不過，李官應辯方要求，且在控方不反對
下，撤銷黎每周需往警署報到的保釋條件。

被問國安法 肥黎「口窒窒」
黎智英在庭外被問到申請撤銷離港禁令，是否

想到外國時，黎口窒窒回應：「不是，有個、有
個機會，你、你出去有些事，怎麼都會，於是就
申請。」被追問對人大會議討論授權人大常委會
制訂港區國安法的看法，黎稱：「都想不到
啦。」
對於會否擔心觸犯國安法，他稱：「我出外不

會觸犯。」又說：「現在打到來，沒得救，大家
盡量抵抗這個新的國安法。」
黎智英申請撤銷離港禁令，但拒絕透露其具體
計劃行程，引發網上熱議，有網民就揶揄他「想
走佬」或者赴美國「求主子」。有網民留言稱：

「國安法就是對付這類人，肥黎心虛開始驚
啦。」網民563稱：「走佬，咁無義氣，……梗
係啦，出咗去就唔會觸犯（國安法）啦。」也有
網民呼籲黎智英留港「親身體驗」國安法。

涉事的冷血試題為歷史科卷一2c分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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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分
題佔全卷60分中的8分。
考評局昨日指，委員會本星期兩度進行

詳細討論，經過從考評專業、課程範圍、
考生利益多方面的考慮，認為該題設計偏
離高中歷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的學習
及評估目標。

確認題目偏離學習評估
考評局確認，該分題存在多個問題，包

括其參考資料只是摘錄部分，題目提問用
語亦欠全面，易使考生在短促考試時間內
作出偏差或片面的演繹及回答。
此外，題目設定雖然屬「開放式」題

型，但以中學公開試而言，設置於二十世
紀上半葉中國的歷史場景並不合宜，亦未

能貫徹文憑試的公平考核，及在設題時須
按指引處理敏感議題的原則，考評局委員
會經審慎考慮後，決定取消該道分題。
試題取消的同時，如何調整分數保持考

試公平公正成為大眾關注焦點，考評局就
此擬定雙重調分法，分別通過兩種估算方
法，「橫向」檢視考生於同一歷史課題
（二十世紀上半東亞歷數）的知識，及
「縱向」檢視考生處理同類資料分析論述
的能力，並以較高者為準作出分數調整，
從而保障考生最大利益。
考評局委員會並決定將試題從題庫內删

除，不會作為日後設題的參考選材，並承
諾將來設題時，會更留意考評與課程及教
學的配合。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對考評

局取消試題決定表示歡迎，強調涉事試題
明顯有專業失誤，不予評卷及計算成績實

屬合理。

教評會促檢討出卷流程
教評會亦發聲明支持取消該題，並呼籲

考評局就是次出題事件，與課程發展處及
教育局檢討整個出卷流程，確保類似事件
不再出現。

教聯會：談「利弊」傷國民感情
教聯會亦支持取消試題，認為該題誤導

考生批判不具爭議的史實，而「利弊」比
較的功利分析，也淡化了道德判斷的嚴肅
性，傷害國民感情，影響深遠，不符課程
目標，有違專業，損害考生利益。
該會又強調，過去考評局亦曾多次因試

題未能有效評估考生能力而決定取消，例
如2009年舊制高考經濟科卷二、2001年中
學會考地理科卷二等，說明取消試題有先

例可循，該局亦具備確保不影響公平評估
考生能力的機制，能妥善處理考生利益，
將無辜被牽連的考生所受影響減至最低。

立會下周討論試題事宜
另一方面，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下周

一（25日）亦將討論試題事宜，教育局昨
日向委員會提交文件，重申該題目引用史
料不完整，而且資料要求對歷史事件的認
識超越學生應有水準，其委員會片面及具
引導性，會令考生有所誤解。
教育局強調，該分題以「利」多於

「弊」作分析戰爭禍害的維度，不但偏離
史實，更有違課程理念目標，忽略歷史科
培育人文、道德及歷史價值觀的要旨，如
勉強評分，會對歷史教育發出一個錯誤信
息，令學生以為歷史教育的精髓只在於強
辯。

攬 炒 派
文宣美其名
籌款發起所
謂的「抗
爭」，原來
是在「眾籌

自肥」，更涉嫌借此洗黑錢。警方在調查Tele-
gram煽暴群組「開掛之達人」一案時，發現有
人自去年9月起網上宣稱為幫助潛逃台灣的「義
士」不愁吃穿，利用一個以美國為基地的網上
眾籌平台籌款。「黃絲」踴躍捐款，最少籌得
63萬元，但有人疑將部分捐款轉入名下賬戶當
「私己錢」。警方日前以涉嫌「洗黑錢」罪
名，拘捕一名男子，凍結其45萬元。警方指，
案中涉欺詐成份，仍在追查資金流向，不排除
更多人被捕。
據悉，被捕男子姓梁（32歲），報稱從事網
上生意，與Telegram群組「開掛之達人」管理
人有密切合作關係。「開掛之達人」群組散播
仇恨言論、虛假資訊及煽動暴力等訊息。今年3
月，警方以涉嫌「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傷人罪」
及「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罪」，拘控一名32
歲姓蕭男子。

截取他人視頻扮直播呃「課金」
警方深入調查此案後發現，有人和一名姓梁

男子自去年9月起搞眾籌，據「開掛之達人」當
時在網上宣稱「緊急籌款助義士」並成立「香
港勇武前線基金」，聲稱與去年「七一」衝擊
立法會並逃到台灣的「義士」取得聯絡，對方
稱在台灣無人幫，為令「義士」吃得飽、穿得
暖，呼籲支持者捐款相助，並利用一個以美國
為基地的網上眾籌平台舉辦籌款，短時間已籌
得63萬港元，但當時已有網民質疑眾籌有呃錢
之嫌，又踢爆有人截取他人視頻扮自己直播，
騙取支持者「課金」。

消息稱，去年底支援黑暴搞籌款的「星火同盟」基金，
由於負責人涉嫌將大部分捐款轉入自己一間空殼公司，並
投資保險產品益自己，被警方拘捕及凍結賬戶後，梁有份
搞的眾籌捐款有增加跡象。警方調查發現，有人將眾籌所
得的捐款轉入自己私人銀行戶口，有「眾籌私用」之嫌，
不排除有欺詐成分。
本周三（20日）下午，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網罪科）探員在大埔區拘捕姓梁男子，以及檢獲3部電
腦、兩部手提電話及一部平板電腦，並凍結其銀行戶口約
45萬港元，正追查實際涉款及捐款去向，以確定捐款有否
用於其他目的或私人用途等，不排除更多人被捕。
網罪科警司莫俊傑提醒市民，參與網上眾籌要留意資金
的用處，因互聯網上充斥大量資訊，但有不法之徒透過互
聯網散播虛假信息，欺騙市民並獲取利益，騙徒手法層出
不窮，切勿被騙徒利用同情心而誤墮騙局，有懷疑可致電
防騙易熱線18222。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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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港
獨」組織「香港眾志」趁疫情賣口罩
「播獨」，透過「黃店」食肆供應一
款包裝盒標示「NOT MADE IN
CHINA」（非中國製造）的外科口
罩，海關接獲舉報指，懷疑有關口罩
附有虛假產地及效能聲稱，經調查
後，「香港眾志」一直未能提供證明
該款口罩符合標示聲稱的認證，昨日
搜查「香港眾志」辦公室，拘捕其常
委兼違規口罩採購工作負責人梁延
豐，檢獲935盒涉嫌違反《商品說明
條例》口罩作進一步調查。

據悉，上月初「香港眾志」宣稱在
外國採購逾百萬個口罩，用黃色包裝
盒重新包裝成每盒35個的「自救口
罩」，又稱以成本價100元售予「黃
店」再發售或分發；重新包裝的口罩
盒上印有「NOT MADE IN CHI-
NA」及效能等標示字眼，以及港人戴
面巾或防毒面具等圖像。
海關表示，早前接獲舉報指，有網

上商戶透過餐廳食肆供應一款附有
「NOT MADE IN CHINA」 、
「ASTM Level 1」 、 「BFE≥
95% 」 、 「Fluid Resistance」 及

「PFE≥95%」標示的外科口罩，懷
疑附有虛假產地及效能聲稱。其後，
海關採取試購行動及跟進調查。
昨日海關搜查「香港眾志」位於新蒲
崗的辦公室，檢獲935盒（共32,725個
口罩）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的外
科口罩，市值約93,500元，拘捕「香港
眾志」常委兼違規口罩採購工作負責人
梁延豐，梁暫准保釋外出；由於商戶未
能提供所作標示聲稱的證明，海關呼籲
市民暫時停用該款外科口罩。
「香港眾志」在社交平台發表聲

明，承認被搜查及有成員被捕，又稱

被海關質疑該批口罩產自香港或台
灣，可能不符包裝標示「NOT
MADE IN CHINA」。

「眾志」賣罩涉違例 海關上門拉人

■「香港眾志」重新包裝出售的外科口
罩附有「NOT MADE IN CHINA」字
樣。 海關圖片

■黎智英昨日到高院申請撤銷禁止離港的命令，
最終被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