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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修例風波以來，香港教育界出現各種亂象，
杜絕校園內外愈發囂張的「港獨」「黑暴」等極端亂
象迫在眉睫，即時為青少年營造健康的成長空間，是
特區政府和香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
首先要制止和清除那些道德品行惡劣的教師，如一

名香港教師不久前公然宣稱：鴉片戰爭時英國侵略中
國是為了消滅鴉片。這種錯亂瘋狂的史觀、沒有半點道德底線的胡言，
恐怕連英國人自己都想像不出來，卻發生在因鴉片戰爭而歷經百餘年殖
民統治之苦的香港。有些香港教育工作者在課堂上散播極端言論，甚
至慫恿、帶領學生參與違法暴力活動。有通識科教師在網上詛咒維護
社會安寧的香港警察「死全家」，有中學助理校長詛咒警察子女「活
不過7歲」。長期被反對派勢力把持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更公
然以一己之政治觀取代是非、置換對錯，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在所謂「違法達義」和「留案底的人生更精彩」等歪理邪說的蠱惑

下，修例風波中香港不少大中學生走上街頭參與暴力，香港中文大
學、香港理工大學一度變成暴徒的「戰場」和「兵工廠」，10多歲
的少年淪為罪犯……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依照法定程序展開港區國安法
立法的重要關口，反中亂港勢力依然不知收斂，竟在學校煽動聯署和
罷課，繼續將學生作為「馬前卒」和「炮灰」。
教育具有鮮明的主權屬性。香港回歸祖國的歷史性轉折，意味着特

區教育體系和制度設計必須在「一國兩制」框架內持續完善，消除殖
民統治遺毒的同時，切實培養廣大學生對國家和民族的尊重與認同，
為香港與國家儲備人才。然而，香港回歸近23年，教育方面亂象漸
生而為沉痾。教師中的極端言行與暴力教唆屢見不鮮，更有考評局出
題問考生是否同意「1900—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
弊」的荒誕一幕。今日香港青年價值觀之亂、歷史觀之亂、國家觀念
之嚴重缺乏，已經到了必須改變的時刻。
特區政府當切實承擔起基本法所賦予的重要責任與使命，面對沉痾

痼疾，必須要有久久為功的恒心與決心，堅持對香港青少年的國家
觀、歷史觀和價值觀重新「塑形」。
教育是全社會共同的事業，香港未來的建設者應是守法、明理、愛

國的新人，而不是被錯誤觀念毒害的不明是非者。除特區政府之外，
關心香港下一代的各界力量也需要真正行動起來，不能再讓青少年被
荼毒，須切實行動革除教育痼疾，呼籲香港各界齊心革除教育積弊，
為孩子創造一個光明的未來。

立會參選者叫「獨」號唱「獨」歌應DQ
一年來被攬炒派反覆叫喊的「光復香港、時代

革命」口號，以及聚集時所唱的歌曲《願榮光歸

香港》，毫無疑問是指向以暴力手段推翻政權，

其本質就是「港獨」，必將成為港區國安法防

範、制止和懲治的目標。立法會參選者叫囂「港

獨」口號和唱《願榮光歸香港》，根本不符合擁

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的要求，理所當然應該

被DQ參選資格。

龍子明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絕非一般性的政治口
號，所謂的「光復」實際上是「叛亂」，所謂的
「革命」實際上是「顛覆」。去年黑暴期間由攬炒
派創作的《願榮光歸香港》，被「港獨」分子封為
「『港獨』之歌」，更狂妄稱其為「國歌」，攬炒
派在不同的煽暴場合都有傳唱。該歌曲在網上有不
同版本的MV，內容大多都是高舉美國國旗及黑色的
區旗，同時又有大量暴力示威衝擊場面，如黑衣人
攻擊警方及燒警車等，明顯是鼓吹暴力。

對違法暴力起了催化劑作用
過去近一年的事實證明，「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口號及《願榮光歸香港》，對違法暴力起了催
化劑的作用，黑暴攬炒行為令香港進入非常危險境
界，已去到無底線及無法無天的地步。

「港獨」分裂分子搖晃美國旗、英國旗、港英
「龍獅旗」，肆意污損侮辱國旗和國徽。刻意仿效
1989年波羅的海三國出現的「波羅的海之路」人鏈
場面，在香港發起「香港之路」人鏈活動。大批暴
徒打砸燒中資銀行和商店、建制派議員辦事處；用
化學毒粉、汽油彈、鏹水彈、油漆彈、鐳射槍、鎅
刀攻擊警員；「私了」圍毆戕害愛國愛港市民；砸
爛港鐵站、癱瘓機場、堵塞交通；連環策動多宗炸
彈爆炸案，已走向本土恐怖主義。
美國和「台獨」勢力對香港這場暴亂所作絕不限

於聲援，而是參與了從策劃、造勢、組織乃至實施
的全過程。在內外勾結、互相配合下，暴徒有預
謀、有計劃、有組織、有部署，一波又一波地推動
顛覆性的暴亂。香港的「港獨」及分裂勢力與美國
反華勢力及「台獨」勾結，妄圖通過癱瘓特區政府

管治、製造香港亂局，來牽制國家發展大局，進而
將「顏色革命」滲透到中國內地。

不讓「港獨」分子蒙混過關參加選舉
去年區議會選舉，不少以「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為選舉政綱，以及在競選活動中高唱《願榮
光歸香港》的參選者，竟然成功入閘，徹底顛覆
了區議會性質。今年區議會一換屆，有關人等就
利用區議會平台大肆播「獨」。不少攬炒派區議
員本身就是黑暴分子，涉嫌干犯襲警、刑毀、阻
差辦公等多項罪名。在攬炒派利用區議員身份發
起的多宗違法遊行集會中，不乏有人高舉「港
獨」旗幟、高唱「港獨」歌，叫囂「港獨」是唯
一出路，有關遊行集會更往往演變成堵路、嚴重
暴力等違法行為，而這些攬炒派區議員則公然為

違法行為護航。
直到目前，有少數校長、教師仍然容許，甚或主

導學生在校內高唱《願榮光歸香港》歌曲，高喊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揮舞美國旗、英
國旗、港英「龍獅旗」，無疑是無情、無理、無
法，陷學生於不義。
鑒於「光復、革命」的口號及《願榮光歸香港》

都有赤裸裸的「港獨」本質，攬炒派並作為競選綱
領，危害國家安全，妄圖製造社會混亂，這不能不
是港區國安法防範、制止和懲治的一個目標。特區
政府也應對「港獨」口號和其歌曲進行有效規管，
宣布其為非法，避免其繼續荼毒學生推他們走違法
暴力的道路。面臨9月立法會選舉，特區政府應認
清問題的嚴重性，不讓有關人等蒙混過關參加選
舉。

港區國安法尚未頒布就產生震懾作用，多
位攬炒派「大佬」態度突然轉變。政界中人
指出，亂港頭目「雞飛狗走」的真實原因，
是港區國安立法的震懾力。筆者認為，只有
極少數人是港區國安法要懲治的對象，港區
國安法的用意之一就是要讓這少數人害怕，
對法律產生敬畏之心，然後不敢胡作非為，
這絕對是好事。
被西方反華勢力稱為「鐵娘子」的陳方安

生突然軟化，發表聲明稱自己已年屆80
歲，決定「從公民及政治工作退下來」，過
「較平靜生活」。「港獨」之父李柱銘亦稱
「港獨」主張太浪漫，好危險，他從來不同
意，又說不支持暴力，最不喜歡鼓勵別人
「搞攬炒」但自己不出頭。
攬炒派大佬和鼓吹「違法達義」的禍首，

他們在港區國安法面前縮沙並非個別情況。
早在港區國安法立法的消息傳出之時，戴耀
廷就直言自己會「收聲」、「唔講踩界嘅
嘢」。黑暴「攬炒」黑手黎智英雖然口口聲
聲說自己會「堅守到底」，但就不斷向法院
申請更改保釋條件，申報取消他離開香港的
禁令，意欲逃之夭夭。一眾攬炒派立法會議

員，早前在國歌法本地立法表決時，絕大部
分都不敢投反對票，攬炒派策動的所謂「罷
工罷課公投」慘淡收場。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從世界歷史進程

看，一個文明國家或地區的崛起，離不開對
法律的敬畏。新加坡雖建國不足50年，但
其憑藉良好法治和公民對法律的敬畏，一躍
成為世界公認的法治國家。正如造就羅馬的
輝煌和覆滅的原因之一，是嚴明的法律和法
律形同虛設一樣，法治的嚴明和法律形同虛
設也是造就香港的輝煌與可能令香港由盛轉
衰的重要原因。正如柏拉圖指出：「當法律
被置於某個其他權威下而沒有它自己的權
威，我的看法是國家的垮台就不遠了。」
自去年6月以來，黑暴勢力對法律極度蔑

視，肆無忌憚踐踏法治，破壞社會秩序，打
砸燒搶公私財物，危害民眾生命安全，嚴重
損害香港營商環境和國際形象。他們的惡行
不僅導致遊客卻步，百業凋零，經濟損失達
上千億，而且嚴重打擊了投資者對香港的信
心，顛覆了人們對香港的美好印象，令香港
的聲譽一落千丈。黑暴勢力對法律的蔑視和
踐踏，令香港法治有崩潰之虞。

《菜根譚》裏說：「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未有無所畏懼而
不亡者也。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於一
時，畏史官於後世。」這是告訴我們人要有
敬畏之心。曾國藩也說過，自己平生有「三
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法者，
天下之公器也。」在當代社會，敬畏法律當
放在首位。敬畏法律是尊法敬法，把法律當
作紅線、不可逾越，當作底線、不可觸碰。
對於止暴制亂仍未完成的香港社會而言，樹
立法律敬畏意識是一堂「必修課」。心有敬
畏，行有所止，手握戒尺，動有所慮。敬畏
是內心的法律約束，戒尺是外在法律警戒，
港區國安法就有助香港社會樹立對法律的敬
畏意識。
國安法使反對派產生敬畏之心是好事，亂

港頭目失去了昔日呼風喚雨的能力，調整策
略，縮沙轉軚，企圖逃避法律的制裁。但對
於不懂回頭是岸的反中亂港政客，等待他們
的，只能是法律的嚴懲。一直受亂港政客蠱
惑從事違法暴力活動的年輕人開始「知
驚」，開始反思憂慮自身前途，他們是時候
幡然省悟重回正道了。

國安法使反對派產生敬畏之心是好事
楊華勇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全國工商聯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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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紫祥 博士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中央政府為香港特區制定的國安法
已公布了摘要，社會焦點集中於討論

抓人、再到中央駐港國安公署的運作等事。
是的，上述事項是重要的，但是，不要忘記，港區

國安法不是僅僅用來懲治抵觸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
動，懲治只是治標，更重要的事應該是防範，防範才
能治本。治標也許先行，然後也一定得有治本的防範工作，兩者相輔
而行，而目前香港社會則只偏重於懲治的討論。
如何防範？首要任務應該是教育，教育的內容必須嚴格遵從國家安

全法。舉個例子，過去不少人提起通識教育已經被部分教師利用來傳
播「港獨」思想、「反中」思想，這肯定會抵觸國家安全。有些建制
派中人看到這種現象，建議取消通識教育，這是錯誤的。實際上，通
識教育是好東西，是愛國教育的一部分。
香港教育局應該派人到新加坡學習，新加坡政府當年就是在新加坡

獨立之後推出通識教育這個課程，是必修科，也是會考必考課，大學
入學的計算項目，在新加坡，這個課程的正式名稱是「理解與寫
作」，課程名稱與香港的通識教育不一樣，但是課程基本上也是圍繞
時事及新加坡政府的政策，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前途等等，當年推出這
個課程時，新加坡剛剛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於是這個課程就成了最
重要的愛國教育。與香港最大的不同是，新加坡政府不容許教師自己
決定教學內容，教學內容百分百由新加坡教育部決定。除了這門「理
解與寫作」之外，實際上，新加坡所有的中小學，除了國際學校之
外，所有的課程的課本全是由新加坡教育部編寫，全國統一教材。
站在維護國家安全的角度，香港的確不能允許有人利用教育傳播危

害國家安全的思想，教育是百年大計，是着眼於防範的維護國家安全
最重要的第一步。
除了教育之外，整個香港特區的政府結構、公務員及法定機構人員

的行為，也應該嚴格的遵守港區國安法，這也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
一環。特區政府的施政，是必須通過公務員、法定機構人員去執行，
不容公務員、法定機構人員以「政治中立」為借口而實際上是專門破
壞、阻止政府政策的執行，整個特區政府的體系結構、公務員及法定
機構人員的聘用、解僱、操守行為準則，都必須徹底檢討，以防範特
區政府內部製造內亂，而影響了國家安全。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
所有的公務員、法定機構人員都不應該有罷工的權利。何謂「政
府」？「政府」就是由一群問責官員，再加上公務員、法定機構而組
成，這些人罷工，「政府」還是完整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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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國安法極大機會在
這次的人大常委會會議中

通過，並於回歸日在本港刊憲實施。今次
國安法由中央出手立法，除了反映過去一
年香港的亂局已經嚴重觸碰中央對港政策的
底線，更突顯出中央依然極為重視香港的角
色，不會容許這個「親生兒」繼續被外國勢
力破壞下去。而在去年6月爆發反修例暴動
至今年5月之間，據報道已有3,600名學生
及超過100位大中小學教職員被捕，可見教
育在這次的風波中的確出現了問題。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日前表示，將在法例

通過後向學生介紹港區國安法重要性和條
文等。筆者以為教育的重要性從來不在於
只推銷某一特定的政策或法案，理應從根
本開始做起，為我們的下一代建立一套正

確的國家觀、法治觀、價值觀。從去年的
修例風波引發的一連串暴亂可以看出，香
港不少年輕一代對於國家嚴重缺乏信任，
才會使一條原本修補法律漏洞的條例被妖
魔化成為所謂的「送中惡法」。歸根究
底，香港教育在教材、師資培訓都出現了
各種各樣的問題，在這一段疫情停課期間
更是表露無遺。

首先從教材上而言，不少家長向媒體爆料
其子女的教材，小至幼稚園大至中學都出現
不同程度的仇中甚至反中問題。立法會教育
事務委員會議定要討論幼稚園、中小學教科
書及教材編制，其實對於香港全港超過800
間中小學的教材要進行審視，基本上是費時
失事。更重點的是，即使在教材上如何正確
編寫，到了課堂上老師的「口傳心授」，也

可以變了模樣。
因此必要從整頓教師團隊的

國民教育開始，教師對於國家存在不信
任，往往源於自身對於內地的了解程度可
能還停留在某些本地反中媒體報道之上。
筆者認為，與教師的培訓首先必先曉之以
理，國安法也好、國民教育也好，都是中
央對於香港的一番好意，我們作為教師就
要跟下一代講清楚香港與國家的關係，好
好認祖歸宗！繼而由教育局組織更多前線
教師在教學時間當中參與內地交流活動，
一方面不以增加教師工作量為先，同時希
望真正加強教師對內地的了解，以此才能
讓學生接受真正的國民教育。愛國在任何
國家都是理直氣壯的，不應成為少數派，
更不可能成為「原罪」！

國安法出台是推進國民教育之時
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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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美國總統的公開信
特朗普總統大鑒：
美國正值艱難時期，世界各地、包括香港

在內的善心人都衷心希望您能引領美國重回
正軌。
您一直把施政的重心放在美國經濟上，但

恕我直言，為您效力的美國國務院最近之表
現堪憂。為了打擊中國，蓬佩奧時常扭曲描
述香港的局勢，對任何一方，特別是站在美
國立場而言，均是損人不利己的行為。他的
言行也暴露了對法律細節和香港實際狀況的
愚昧無知，您因而一再被他誤導。例如在本
年4月18 日，香港15名反對派人士被控組
織、宣揚或參與2019年的一眾非法集會，
蓬佩奧不加思索就把此事怪罪於北京及香港
特區政府，並指責北京「違背在《中英聯合
聲明》中所作出的承諾」，但他無法提供任
何證據。
在6月26日，蓬佩奧針對人大即將頒布港

區國安法，宣布對中國官員及其家屬實施制
裁。他聲稱這些官員「從事或串謀損害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中賦予香港之高

度自治」。然而，《中英聯合聲明》從未提
及過國家安全，此事再一次證明他對這一點
全不知情，而事實上聯合聲明刻意不把國防
事務納入在內。理由十分明顯，就如美國一
樣，中國憲法視國防為國家事務，而《中英
聯合聲明》對此也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和美國一樣，香港也需要必要的法律工具全
面保護自己，不容心術不良者加以破壞。蓬佩
奧顯然沒有向您解釋清楚上述情況，讓您處於
被動，您現在看穿他的心計，為時未晚。

蓬佩奧對中國之恨明顯發自內心，他也因
而無法正確判斷。正如您所知，蓬佩奧在5
月27日向美國國會表示：香港不再享有自
治，並會影響到香港與美國的特殊貿易地
位。然而，在香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規定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依然保持
不變，其獨立的司法體系以及一流的法律和
金融體系也沒有任何改變，並且中國正在全
力保護「一國兩制」，阻止暴徒破壞這個制
度。既然蓬佩奧會蒙蔽國會，他當然也會欺
騙您。

蓬佩奧的所作所為傷害國家利益。過去十
年來，美國對香港的貿易順差高居所有貿易
夥伴之首，從2009年到2018年間，美國與
香港商品貿易順差總額達到2,970億美元。
2019年，由於貿易關係緊張的原因，美國
的貿易順差從2018年的314億美元略有下
降至294億美元。如果繼續讓蓬佩奧為所欲
為，香港1,300家美資公司及其僱員的利益
都會大受影響。

此時此刻，民意調查顯示民主黨總統競選
人拜登的支持度已經領先您14%，您需要一
位更稱職的國務卿。蓬佩奧對您無益、無利
於國、無濟於世，美國外交政策迫切需要回
歸理性，現在就應請他走人。

資深大律師兼法律教授
江樂士

2020年6月28日
（作者為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文版

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
內容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