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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
文匯報日前報道，有家長發現一份小
六中文科模擬試卷練習有題目要求學
生在「謾罵」、「指斥」、「譴責」
及「訓示」等詞語中4選 1，以配上
「警方使用過度武力」句子，並批評
有人涉嫌向小學生灌輸仇警意識。昨
日，再有家長爆料指，該練習由名創
教育出版，並獲深井天主教小學選
用，其中還有其他題目將政治議題帶
入校園。名創教育昨日回覆指，會回
收有關教材，並表示編輯部日後亦會
多加注意。教育局則表示會要求學校
提交報告，嚴肅跟進事件，並重申學
校是學習的地方，任何人不應利用學
校作為表達政治訴求的場地。

家長爆深井天主教小學選用
被揭發的偏頗教材的涉事題目稱
「議員們一致__ __警方使用過度武
力，並要求有關官員為事件負責」，
要求同學在「謾罵」、「指斥」、
「譴責」、「訓示」之中選擇其一作
答，被批評向學界滲透激進「仇警」
意識。「點新聞」昨日引述有家長進
一步爆料指，該題出自名創教育出版
的《HKAT應試系列 中文科模擬試卷
6年級》，深井天主教小學亦有選用。
該家長還指，有關練習中還有其他選

擇題提到「有官員明言政府將會削減長
者生活津貼，以鼓勵他們繼續貢獻社
會，社會各界對此表示強烈不滿，並計
劃發起遊行，抗議政府做法」，要求學
生解釋題目說明什麼，包括「市民極度
痛恨那位官員」、「市民發起遊行的原
因」、「長者也有能力貢獻社會」、
「政府十分關顧長者的需要」。家長質
疑該練習肆意將政治將帶入校園，質疑
學校未有盡責監管教材質素，對學童造
成不良影響。

名創教育：將全面回收教材
名創教育在回覆「點新聞」查詢時

指，將全面回收有關教材，編輯部日
後亦會注意，減少同類事件發生。教
育局則表示，已即時聯絡有關學校了
解詳情，並要求學校提交報告，會嚴
肅跟進事件。
局方指出，涉事的補充練習並非局

方適用書目表內教材，而補充練習亦
非必要，學校應完善日常教學以協助

學生汲取知識，不宜依賴補充練習作
不必要的操練，以免增加學生壓力。

教局：不應利用學校表達政治訴求
教育局重申，教師必須秉持專業精

神，嚴謹選取教材，避免偏頗內容或
錯誤資料誤導學生，而學校管理層亦
有監察責任，確保所選教材符合課程
宗旨和目標，強調學校是學生學習的
地方，任何人不應利用學校作為表達
政治訴求的場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國歌條
例》於上周四（4日）立法會三讀通過，
並將於本周五（12日）刊憲落實。教育
局局長楊潤雄昨日表示，會研究在課程不
同部分加強國歌教育，同時會檢視資源及
老師培訓等方面以配合需要。他強調教師
應該協助學生認識及尊重國歌，如有老師
表現出不尊重國歌並進而影響到學生，已
違背其教育專業，局方會按嚴重程度跟
進，一旦情況變得「好大件事」，校方可
考慮報警處理。

透過不同科目續推國歌教育
《國歌條例》即將刊憲，楊潤雄昨日接
受電台訪問及其後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
目前在不同科目中，例如音樂科、小學的
常識科、中學中國歷史科等都可以教授國
歌中不同的內容，包括奏唱的模式、應有
的態度、禮儀、其歷史和背後的精神等，
這些都可以在不同的科目中進行，未來仍
是透過不同科目繼續進行相關教育工作。
他續說，教育局會檢視會否在課程內容

或教與學資源中，多提供一些資訊和在課
程架構中再提出一些重點，以配合學習需
要。
被問及教育局會否就如何處理校園內違

反國歌法的情況向學校發出指引，楊潤雄
表示，很難用通告形式將所有情況都羅列
出來，他相信學校會本着教育原則繼續努
力去教導學生，並期望老師可以教導學生
尊重國歌，若老師表現出不尊重國歌而影
響了學生，則屬違反教師專業，局方會視
乎每宗事件的嚴重程度和背後原因再作出
決定，但必定會跟進事件。
針對一旦有學生在校內作出侮辱國歌的

行為，楊潤雄強調，學校首要的工作始終是教導學
生，但若學生行為已影響學校運作或破壞同學之間
的關係，又或影響到其他人，學校自覺無法處理
時，可以尋求警方等的幫助。這和以往學校處理很
多違規事件，如盜竊、學生衝突等一樣，可按實際
情況及嚴重程度作決定，國歌法的處理亦可依從相
同原則。
在談到國家安全教育時，楊潤雄表示不僅要在學

校推展，整個社會都需要認識國安法對香港的重要
性，局方擬製作資料、材料，讓學生認識國安法條
例、法例精神等，以免青年人誤墮法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
教授周永新日前以《「攬炒」為
何？》為題在《明報》撰文指出，提
出「攬炒」者有自己的主張，但暴力
「攬炒」不能表達市民意願，企圖用
「攬炒」與中央和特區政府「決一死
戰」、對抗港區國安法亦不可行。他
質疑推動「攬炒」的人沒有考慮後
果，說得「壯烈」，但這做法並不符
合香港人福祉。
周永新在文中指，6月初，整體而
言有緩和的趨勢。正當市民想着生活
很快可以回復正常時，不見了一段時
間的集會遊行再次出現，黑衣人也藉
機破壞；但更使港人憂心的，是過去
兩三個月來，「攬炒」之聲突然冒出
來。在立法會9月換屆選舉之前，政
治爭拗似乎勢所難免，社會將經歷另

一輪震盪，安寧日子遙不可及。

暴力「攬炒」不能表達市民意願
他表示，提出「攬炒」者有他們的

主張和看法：或以「攬炒」為手段，
企圖在社會製造混亂以達到他們的目
的；或利用「攬炒」迫使當權者接受
他們的要求；或以「攬炒」威嚇對手
知難而退。他就觀察所得，認為從市
民的角度，使用暴力「攬炒」不能表
達市民意願。
周永新分析，倘「攬炒」是要求特

區政府回應「五大訴求」，則無論反
對者如何衝擊政府，也難動搖政府
「止暴制亂」的決心，隨着警隊加強
裝備，及警察近日採取的防範行動，
去年見到的暴力場面應不會再發生；
若「攬炒」是指使用暴力、一些比先
前更具殺傷力的暴力，迫使政府成立

獨立調查委員會，或把特首拉下台，
這樣的「攬炒」不會成功，更無法得
到市民的支持。「對於暴力和破壞，
市民是厭倦了！更不想暴力在疫情之
外擾亂他們的生活。」
他續說，若「攬炒」是指「泛民」

試圖藉着9月立法會換屆選舉一舉奪
取立法會過半數議席，從而控制立法
會的立法和審批政府財政的權力，進
一步迫使中央政府答允推行「真普
選」的話，這樣的「攬炒」可形容為
要將對手「逼埋牆」，硬碰硬的與中
央和特區政府「決一死戰」，「這種
『攬炒』的手段，可行嗎？倡議者有
沒有想過，『攬炒』之後，香港是怎
樣的局面？」
周永新直言：「中央政府會容忍

『泛民』在立法會中把持大局嗎？權
力是中央授予的，中央政府願意看到

『泛民』癱瘓立法程序、不喜歡的
『惡法』就不通過、不合他們心意的
《財政預算案》就否決嗎？這並非原
則的問題，是權力的來源和行使的問
題。」

「攬炒」變相破壞「一國兩制」
他指出，若「攬炒」是指通過與外

國聯繫，甚至鼓吹「港人自決」來反
對全國人大通過港區國安法立法決
定，明顯有對抗中央政府的意味，也
是不服國家訂下的法律，是變相的破
壞「一國兩制」、摧毀「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
周永新強調，維護國家安全和領土

完整，這不單是特區政府的責任，也
是港人作為中國公民應有的義務，而
以「攬炒」作為爭取的手段，推動
「攬炒」者，「可有考慮『攬炒』的
殺傷力所造成的後果？『攬着一起墮
崖』說得壯烈，但是否符合港人的福
祉？」

名創教育煽仇警 政治議題帶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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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新：煽「攬炒」不符港人福祉

「黃工會」香
港言語治

療師總工會近日
以反修例風波發生「一周
年」為由，推出所謂兒童繪本《羊村守衛
者》，目標對象是4歲或以上的兒童。這個
所謂「專業團體」在facebook稱，該會的
「理事」在工作場所接到不少年輕的學生想
借繪本「解釋香港過往一年嚟面對緊嘅一切
苦難」，又煞有介事稱為「捍衛」廣東話，
故該繪本以粵語書寫。
繪本的故事，表面上是描寫「羊咩咩」族
群被狼群入侵，原先的語言、閱讀的書本、
生活習慣都被迫改變，也失去了自由，故奮
起保衛家園。故事本來平平無奇，但在最後
兩頁，作者卻突然將「羊村守衛戰」與修例
風波掛鈎。

借題鼓吹仇視新來港者

文中大肆引述錯誤不
實的訊息誤導年幼的讀者，
包括：「『中國』以『一國兩制』同埋『假
普選』等假象對香港實行『溫水煮蛙』式嘅
統治」、「政府企圖進行文化同語言『清
洗』，強推『洗腦教育』」、「強化政治審
查，製造『白色恐怖』」，又將利民措施如
港深廣高鐵香港段實行「一地兩檢」形容為
「模糊兩地邊界嘅措施」。
不單如此，繪本更別有用心地提到本地資

源短缺，「每日150個單程證配額嘅審批
權，亦容許每日大約 2.8 萬跨境學童來
港」，似在煽動孩童仇視來港家庭團聚的新
來港人士及跨境學童。

同時，該書更
美化黑暴，將黑衣
魔暴力強闖立法會大樓寫成「進入」立法
會，又稱黑衣魔當時發表的是「抗爭宣
言」，卻隻字未提他們搗亂後立法會遭受嚴
重破壞的情況，更一面倒譴責警察「暴
力」，完全無視黑暴向警察擲汽油彈、攻擊
性武器的現實。

詳列捐款細節「掠水」
該工會facebook更特意宣揚「（繪本）

黃店有得攞」，而圖書封面後的第二頁

亦詳細列出捐款予該會的細節，說到底
又是「黃」人以圖書包裝的「掠水」行
徑。
關注「問題教材」的民間團體「救救孩
子」發起人之一的柯朝暉指出，該繪本的內
容涉及散布反國家及「港獨」意識，而且寫
明是針對4歲或以上的孩子，相信在企圖向
小孩子「洗腦」，向他們灌輸仇視國家的錯
誤觀念，對孩子的遺害甚深，理應下架，並
呼籲家長留意，不要讓這本有害讀物進入校

園或家中。

市民批扮專業荼毒孩童
網民「Civic Hon Da」就質疑出版的單

位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是「4人工會」，
毫無代表性。「Mary Kate」亦批評這個所
謂「工會」，是「扮專業騎劫業界」。有
巿民則批評有人借孩童讀物荼毒孩童，非
常恐怖，應該予以舉報，以保障兒童免受
荼毒。

◀名創教育中文科六年級模擬試卷。 網上圖片

▲家長質疑練習題將政治帶入校園，對學童造成不良影響。 網上圖片

■楊潤雄表示，會研究在課程不同部分
加強國歌教育。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黃繪本洗童腦 揚黑魔煽仇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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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治療師工會灌輸仇恨 團體批遺禍深促下架

「黃師」、「黃教材」無孔不入，遺禍校園的情

況嚴重，有別有用心者更以所謂「專業團體」名義

推出兒童繪本。該繪本主題為「羊咩咩守衛家園」，內容則是在

美化反修例暴徒的惡行，例如以「抗爭者」形容黑暴，將大肆強

闖及破壞立法會大樓被說成「進入立法會」，更煽動仇視新來港

人士或跨境學童。有關注「問題教材」的團體批評繪本刻意向稚

童灌輸「港獨」、仇恨的錯誤觀念，旨在「洗腦」，遺害甚深，

家長及教育界應予以抵制，將該書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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