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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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最終

決定取消出事試題。考評局秘書長蘇國

生昨日出席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首

次披露該試題有近四成考生得出「利多

於弊」的不當結論，並承認該數據已支持題目或存在引導性，亦未達到

出題原意。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強調，有關數據反映該試題存在很大問

題，並強調兩局均從專業角度處理事件。委員會最終通過兩項動議，包

括要求考評局公開道歉，嚴懲以至解僱涉事人員，並改善文憑試審題監

督機制。

38%答利多於弊 證試題誤導
17%考生只提利無講弊 委會促考評局道歉兼炒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姬文風

考評局昨披
露竟有38%考
生認為包括侵
華時期的1900
年 至 1945 年

間，日本對中國「利多於
弊」，反映受荒謬試題誤導的
學生不在少數。全國政協副主
席梁振英昨日以「可怕的
38%，驚人的 38%」評論事
件，反駁教協葉建源偷換概念
稱「大部分考生並無被引導」
之說。
「試題問『利弊』，一定有

立場前設，問的對象不是日本
學生，是中國學生，有38%的
中國學生回答『利多於弊』，
代表教育界的葉建源竟然認為
『 大 部 分 考 生 並 無 被 引
導』！」梁振英昨日在個人fb
感嘆，香港的青少年真的被教
協會員徹底洗腦，並表示希望
看看這38%的答卷為什麼覺得
在1900年至1945年間，日本為
中國帶來「利多於弊」。
教評會亦表示，竟有高達

38%考生無視侵略戰爭禍害冷
血地回答「利多於弊」，進一
步確認設題誤導性強，對考生
不利，並強調取消該題是負責
任和科學的做法，以彰顯歷史
出題必須重視史實及相關價值
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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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試題近四成考生回答「利多於弊」，考評局初步認為有考生或被資料誤導。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停課多月，
全港中三至中五學生明日（27日）迎來復
課，而在學界沉寂一時的所謂「關注組」
卻借機再搞事。「香港培正中學罷課關注
組」昨聲稱，國歌法明天提交立法會審
議，當天「學校將容許同學罷課」云云。
不過，培正校方隨即發聲明踢爆「關注
組」造假，強調若學生缺席上學，必須呈
交家長信由家長代為請假，那是學校一貫
做法。
「香港培正中學罷課關注組」昨日於fb
發帖，指明日復課時，國歌法條例草案亦
會呈交立法會，又聲言「與校方商討後，
學校容許同學罷課」。據帖文指，學生需
於當日7時50分前回校，並向訓導處呈交
註明「校外罷課」的家長信，而當日校內
沒有舉辦任何活動。
另帖文又提到，該校「民主牆」範圍較
以前擴大，又煞有介事地呼籲「請同學尊

重並珍惜我們還享有的言論自由」云云。

家長：校方為何允擴「民主牆」
上述呈交家長信過程，其實只是一般學

校請假程序，「關注組」稱學校「容許罷
課」之說，被質疑旨在混淆視聽，煽動更
多學生參與其中。
香港文匯報昨就「容許罷課」事宜向培

正查詢，校方隨後於校網發聲明，踢爆
「關注組」造假。聲明強調「校方並沒有
容許學生罷課」，只是表示若缺席上學，
學生必須依一貫做法呈交家長信，由家長
代為請假。而被踢爆造假後，「關注組」
隨即在 fb發「澄清」，指「誤解校方意
思」，對表達不當引發誤會表歉意。
有家長群組指，培正校方雖已澄清沒有

容許學生罷課，卻未有澄清該「關注組」
是否學校組織，認為校方應採取法律行
動，與此等利用學校名譽的組織畫清界

線。家長又表示，從「關注組」說法可
見，校方允許其擴大「民主牆」，質疑校
方為何允許此等政治組織存在，「說好的
政治不入校園呢？」

訛稱校方准罷課「培正關注組」造假

▶「關注組」被指扭曲學校原意，聲稱學生遞
交家長信後，校方即會「容許」學生於校外罷
課。 「香港培正中學罷課關注組」fb截圖

▲培正中學發聲明澄清無容許罷課。

針對該冷血試題的實際禍害，香港文匯
報早前率先報道，有考生直言受題目

資料影響，在應考當刻「為分數着想」，
被迫扭曲是非回答日本侵華「利多於
弊」，至昨日考評局進一步揭示更全面的
數據。
蘇國生在立法會上指出，在考評局委員

會就取消試題作專業決定時，該局評核發
展部已初步檢視涉事的卷一2c分題近5,000
名考生的答案，發現約38%人結論是「利
多於弊」，57%考生回答「弊多於利」，
另有近5%考生沒有表示立場。

無視侵華史違考題原意
同時，有約17%考生完全無視日本侵華
數千萬人命喪生的天大禍害，在答案中只
提及「利」處，另 78%作答時有提及
「弊」處。蘇國生引述委員會指，有關數

據足夠支持，考生於過程間或被錯誤引
導。
他強調，該分題原意是希望學生回答

1930年至1940年代日本侵華造成的大量傷
亡，但實際上竟有 38%人答「利多於
弊」，跟預計有所偏差，認為從結果看來
「更加相信題目是有誤導」。

建制派批資料偏頗支持取消
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均表明試題存在

問題，並支持將之取消。經民聯議員梁
美芬批評題目提供資料偏頗，「除非好
叻，不然考生一定跟佢嘅資料答，受其
誤導。」

為分數跟出題方向作答情緒受困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則表示，接獲多位考

生和家長投訴，即使明知試題及資料提供

具引導性，但為求得分亦只能迫於無奈按
「利多於弊」方向作答，「答完情緒困
擾，好唔開心，覺得被良心指責。」
不過，部分攬炒派議員竟稱，考評局取

消試題是所謂「政治決定」，是教育局
「大石砸死蟹」，令考評局「跪低」云
云。楊潤雄嚴正反駁：「考評局作為專業
評估機構，委員會經過十幾個鐘考慮和討
論而作出的決定，你哋懷疑佢哋無盡到其
專業責任，只因『教育局局長一句』，就
把專業拋諸腦後？」
他在會後補充，相信不同黨派的議員，

都認同日本侵華讓國家經歷了艱辛的苦
難，現在有近四成考生竟回答這段期間
「利多於弊」的不當角度，「大家撫心自
問，那條題目是否有誤導性，資料是否不

齊備，所以學生們才會作出這樣的答
案？」
楊潤雄表示，將成立工作小組檢視試題

問題，詳情包括人選仍有待商議。教育局
副秘書長康陳翠華補充，考評局將派兩人
參與該工作小組，同時會有業界參與。
考評局亦會進行內部檢討，檢視問題所

在，及會向教育局提交報告，局方會作出
核實並給予意見。
教育事務委員會則通過兩項動議，包括

支持取消題目及敦促嚴肅調查事件，嚴懲
以解僱涉事專業失德人員，並改善現時文
憑試擬題和審題監督機制，避免同類事件
再發生；促請考評局就事件冒犯了因日本
侵華受傷害的人民，及令考生受困擾公開
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香港各界撐國安立法聯合陣
線」上周六（23日）在全港多區
擺街站、收集市民聯署支持全國
人大會議審議港區國安法。其間3
名身懷菜刀的中四學生，到「九
龍社團聯會」設在牛頭角下邨的
街站，與一名持不同政見的女義
工爭執，並企圖拔刀施襲，幸義
工及時拉動防狼器驚動附近巡警
制止，3名被告昨被押上觀塘裁判
法院提堂，控以一項串謀蓄意傷
人罪，各人暫時毋須答辯，並被

拒絕保釋，須還柙到7月3日再
訊，以待警方作進一步調查。
3名被告依次為姓郭（15歲）

男學生、魯澤琛（16歲）及姓呂
（15歲）男學生，全部就讀九龍
區一間中學四年級。
3人被控周六（23日）在牛頭
角下邨貴顯樓外行人天橋，有意
圖而串謀非法及惡意傷害事主何
麗英。
控方申請3名被告暫時毋須答

辯，將案押後至7月3日再訊，以
待警方進一步調查，包括翻查現

場閉路電視影片、進行指模比對
及分析三人的手機記錄等。另外
姓呂被告因須接受認人手續，將
在本月29日再度應訊。
根據控方指控，魯和呂當日下

午疑因政見分歧問題先跟女事主
發生爭執，其後離去。及後兩名
被告再夥同郭折返現場。郭和魯
當場被警員制服，並在身上各搜
出一把菜刀，其後呂在附近落
網，呂向警方表示已將菜刀棄於
附近一個垃圾桶內。3人經警誡下
承認想用菜刀嚇事主。

攜刀指嚇街站義工 3學生被拒保釋

■九龍社團聯會當日在牛頭角下邨擺街站遇襲，事發後警員到場調
查。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港
獨」組織「香港眾志」涉賣違反《商品
說明條例》外科口罩有新發展，海關繼
上周五拘捕「香港眾志」常委兼負責違
規口罩採購工作的梁延豐後，昨日再拘
捕「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案件被
捕者增至兩人。海關表示，案件仍在調
查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被捕的「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

朗，20歲，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
例》，已暫准保釋候查；鄭被捕後，
「香港眾志」即發聲明誣衊海關拘捕
行動屬「政治打壓」云云，企圖轉移
視線，掩飾「香港眾志」出售違規口
罩的事實。
海關昨日表示，對於有人惡意誣衊海

關對案中所採取的執法行動為「政治打
壓」，海關強烈譴責有關失實指控。
海關強調自今年1月起已展開「守護

者」行動，以確保市面出售的防疫產品
符合法例規定，並就涉嫌違規產品採取
即時公佈的方式提醒市民，以保障公眾
利益。海關會繼續有關行動，如發現任
何涉嫌違規情况，必定果斷執法。
根據資料，上月初「香港眾志」在疫

情不斷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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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
經調查後，「香港眾志」因一直未能提
供證明該款口罩符合標示聲稱的認證，
上周五(22日)搜查「香港眾志」辦公
室，拘捕梁延豐，檢獲935盒涉嫌違反
《商品說明條例》的口罩作進一步調
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年10月
31日萬聖節，一批示威者聚集在港鐵太
子站附近紀念所謂的「太子8．31事件」
兩個月，警方於驅散行動中在附近深水
埗白楊街拘捕多人，其中一名20歲年輕
廚師被帶回警署搜查，檢獲一支內含8毫
升易燃液體的汽油彈和一把鐵鎚。
他早前承認非法集結、在公眾地方管有

攻擊性武器等三罪，昨在西九龍裁判法院
量刑。主任裁判官羅德泉最終判處被告監
禁12個月。
已被還柙近7個月的男被告張晉劻（20

歲），本月11日已在庭上承認一項參與非
法集結、一項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
器，以及一項管有工具意圖摧毀財產罪。
控罪指他去年10月31日在白楊街參與非

法集結、藏有一把鐵鎚及一支載有8毫升
易燃液體的玻璃樽。
辯方代表大律師鄒學林求情指，被告背

景報告正面，沒有不良嗜好，過往曾參與
合法遊行，本案行為不符被告性格，案中
被告除涉案鐵鎚外，其他物品均是由其他
在場人給予，顯示他並非有預謀犯案，望
法庭念在被告初犯、年輕及有悔意，已明
白須以合法方式表達意見，應給予機會從
輕發落，讓他早日重投社會、與家人重
聚。
主任裁判官羅德泉判刑時指，被告未

夠21歲，在《公安條例》下判刑選項只
有判入更生中心或判監；考慮到被告已
還柙近7個月，若判入更生中心，不可扣
減刑期，對他構成頗大不公，故判監是

唯一選擇。羅官續指，三罪中的非法集
結罪，以入獄12個月作量刑起點，認罪
可減刑至8個月；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
器罪，以18個月作量刑起點，認罪可減
至12個月；而管有工具意圖摧毀財產一
罪，以6個月作起點，認罪減至4個月。
所有刑期同期執行，即被告最終需入獄
12個月。

萬聖節非法集結案 藏鐵鎚廚師囚一年

「眾志」賣違規罩案
副主席鄭家朗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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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男
廚師認萬
聖節深水
埗藏汽油
彈及鎚仔
判 囚 12
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