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港高中通識課本以往缺乏監管，質素參差

為人詬病，直至教育局推出「專業諮詢服務」

讓出版社自願送審，情況才被扭轉。不過，近

日有家長群組揭發，連已納入送審制度並入選

教育局「適用書目表」的初中「生活與社會

科」課本亦疑似出事，包括內容滲入了吹捧「學民思潮」及「佔中」始作俑

者戴耀廷的歪理、抹黑內地等錯誤內容。教育局指已聯絡學校，校方會成立

專責小組跟進事件；至於教科書部分內容出現偏差，局方會要求出版商修

正，同時重新檢視該教科書系列的其他部分。

教材送審「漏網」「適用書」竟揚暴
美化「學民」違法 吹捧戴耀廷歪理 教局促修正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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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去信學校 籲為學生內外「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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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中小
學將於下星
期展開新學
年，由於疫
情持續，學
生仍需留家

網上學習，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去信中小學及
幼稚園校長和老師，為教育界打氣，並呼籲教師
要以身作則，鼓勵學生認清事實與分析不同觀
點，提醒學生以和平、理性和合法方式表達意
見，尊重不同看法，學校亦須幫助學生從小培養
國民身份認同和守法意識。他強調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特區的憲制責任，亦是
所有市民，包括學校教職員和學生的共同義務。
楊潤雄在給中小學校長及老師的信中提到，教
育界於過去一個學年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由社
會事件到冠狀病毒病爆發的衝擊，讓學界反思現

時的學與教範式能否回應社會變化，以及如何加
強價值觀教育，裝備青少年。
信中指，學生未能回校上課期間，其社交和情

意發展特別需要關顧，網上流傳的疫情資訊，可
能會令學生產生焦慮和壓力，故鼓勵學校制定整
套策略，加強價值觀教育，促進學生對生命和學
習持正面態度，亦要教導他們分析媒體資訊，辨
別真偽，不應隨意轉發未經查證的訊息。
新學年伊始，楊潤雄指學校固然要做好校園防

疫，但學生的心靈「防疫」也同樣重要。他相信學
校會致力為學生提供安全有序、和平關愛的環境讓
學生專心學習。

學校須助學生培養國民身份認同
他認為在現有的價值觀教育基礎上，學校應加

強學生的「同理心」，例如學懂易地而處；教師
亦要以身作則，鼓勵學生認清事實與分析不同觀

點，提醒學生以和平、理性和合法的方式表達自
己意見，並尊重不同看法，養成「嚴以律己，寬
以待人」的生活態度。
同時，楊潤雄認為學校須幫助學生從小培養

國民身份認同和守法意識，在校園遵循校規，
在社會遵守法律，成為負責任的良好公民和國
民。他指教育局早前已發出通告，提示教職員
和學生認識、了解及遵守香港國安法；他強調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特區的憲制
責任，亦是所有市民，包括學校教職員和學生
的共同義務。
至於在給幼稚園校長和老師的信中，楊潤雄提

到校方可透過故事、兒歌等活動，幫助學生感受
自己國家的傳統文化，及教導他們孝順父母、友
愛兄弟等美德，並逐步建立作為中國人的身份。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下，同學暫時需要留在家

中學習，楊潤雄亦在fb發帖指，政府昨日公布了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以期在全港層面切斷隱形傳
播鏈，他希望校長、師生和家長同心抗疫，積極
參與檢測計劃，相信愈多人參與計劃，成效就會
愈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成班幕後大佬「叫
人衝」，成日話會有
「家長」提供呢樣支援
嗰樣支援，但當血氣方
剛嘅年輕人走去衝然後

瀨咗嘢後，呢班人就一句「關人」
囉！同啲「黑暴」行得好埋嘅音樂人
霍朗齊日前喺facebook發帖踢爆，有
大台掛名律師錢收足、Hea做嘢，話
自己提醒佢去監獄探「手足」，就被
鬧干預工作，又爆料另一個黨嘅律師
冇關心某個「手足」令佢被通緝好
耐，仲要有精神健康症狀嘅「手足」
被最少15隊「家長」遺棄。雖然佢
冇開名，但睇嚟都知被利用完嘅「手
足」日子唔好過喎。
霍朗齊日前喺 facebook發帖話，
「我真係要××啲喺大台掛名律師，
你哋真係好大嘅氣焰，連我都怕咗你
地（哋）。」佢話自己只不過提醒嗰
個人去監獄幫個忙探小朋友，就被話
「我唔鍾意人哋干預我哋嘅工作，你
有本事就過嚟簽文件轉律師，香港唔
係得你哋一個手足出事。」
霍朗齊鬧返佢哋「錢就收足、嘢就

Hea做」，仲唔開名鬧另外一個「某
黨律師」，「如果唔係你冇比（畀）
啲關心個小朋友，佢就唔會俾通緝咁
耐，小事都變大事。」
網民「CC Wong」附和：「大台

律師被人詬病都唔係第一日既（嘅）
事，佢地（哋）點對手足，他朝香港
人點對佢地（哋），唔好以為冇人

知。」「Juksing Zang」就估計係「公民
黨」。不過，實際佢指緊乜人就冇人知啦。
除咗呢個，霍朗齊仲提到仲有啲人叫佢將個

高效能精神健康症狀嘅「手足」畀其他「家
長」湊，佢就爆出，「個小朋友已經被最少
15隊『家長』遺棄，佢仲可以去邊？」可見
啲人係點對待「手足」咯，開心就關心下，唔
啱心水就放棄？都要勸下啲「手足」下次都要
醒醒定定，唔好為唔知乜人賣命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與美國駐
港總領事館關係密切、在中文大學扎根多
年的港美中心，近年被揭發借「學術交
流」為名作政治滲透，包括操弄大學通識
課程，及疑受反華組織資助舉辦「佔中」
及其他涉嫌洗腦活動。中心真面目曝光
後，中大早前已經與其劃清界線，並強調
中心已經遷離該校。近日，該中心更確認
會正式關閉，多名「掛名」出任董事的本
港大學校長亦已經辭任。
港美中心於1994年成立，早年的確進
行了不少兩地學術交流活動，但隨着美
國近年對中國的敵視升溫，該平台被質
疑已變質為反中亂港工具。在2014年違
法「佔中」前，港美中心被揭發曾多次
獲得美國官方國家民主基金會（NED）
旗下「美國國際事務民主研究所

（NDI）」資助，支持「佔中」搞手舉
辦多項造勢活動，更以辯論賽、工作坊
等幌子，針對大學生進行洗腦。

《大公報》揭向學生灌輸反華思維
《大公報》早前亦報道指，港美中心近

年多次參與針對香港學生的洗腦活動，包
括透過安插「交流學者」到本港多所大
學，試圖操弄大學通識課程，向學生灌輸
美式反華思維；透過網絡遊戲及學習項
目，將洗腦對象瞄準中小學教師以至年輕
學生，被質疑是去年大批年輕人被煽動參
與違法黑暴的「黑手」之一。
即使婦女活動也難逃該中心的魔掌，

2013年開始，中心曾資助香港非政府組
織在港舉行內地婦女培訓營，而NDI人
員特別在培訓內容加入大量激進「抗

爭」元素，鼓動學員學習中東地區的婦
女「企出嚟推翻政權」，被指是試圖利
用香港顛覆內地。
在被揭破真面目後，近月港美中心變
得低調，網頁也已停用。中大在5月便
發聲明與其劃清界線，強調中心只是租
用中大校園作辦公場所，並即將搬離。
至7月底，中大更新聲明內容，指中心
已經停止運作及搬離該校。
《蘋果日報》昨日報道了港美中心關
閉的消息，並引述中心在美董事、美國
南加州大學學者Eric Heikkila指，中心
倒閉是因為「電子通訊科技進步」下，
兩地大學之間更容易建立直接聯繫，中
心角色便變得較不重要，亦難以維持營
運，疫情更令情況加速惡化，而中心未
來亦不會重開。

6大學校長已離任
香港文匯報翻查資料，港大、中大、

科大、城大、浸大及嶺大等6名本港大
學校長，曾在港美中心網頁停用前列入
其董事名單；而記者昨日亦進行查冊檢
視中心董事資料，發現6名校長均已離
任。嶺大及城大在回覆媒體時表示，多
名大學校長一起應邀擔任中心非受薪董
事，並不參與其日常運作，而隨着獲通
知中心將停止運作，亦一起辭任。
不過，多名美方人員仍然位列港美中

心最新董事名單中，包括美國駐港領事
館公共事務科主管Jacqueline Deley、香
港美國商會主席Tara Joseph，以及兩名
報稱「退休美國外交事務人員」Richard
Stites及Lloyd Neighbors。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9月新學年
即將開始，在疫情下，荃灣商會朱昌幼稚園
昨日率先以線上模式舉行開學禮，包括為家
長準備介紹學校課室布置，模仿家長親身
至學校遊覽的影片，亦介紹即將為小朋友
們教授新知識的老師，更設置老師與家長
的對話互動環節。即使是線上，也希望能
拉近距離，特殊的新學年由此展開。
疫情下辦開學禮是第一次，荃灣商會朱昌
幼稚園提前用一整日時間籌備。校長林翠玲
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講述疫情下開學面對
的挑戰，該校現時分別使用通訊軟件與家長
溝通，並透過電子教學平台上載老師拍攝的
教學短片，但疫下停止面對面開學迎新指導，
校方較難指導家長下載軟件及展示相關步驟，

家長亦無法即時發問。

校長嘆疫下難指導言行
在教學方面，林翠玲表示，雖然網上課

程尚能教授知識性內容，但無法教授幼兒
如何提高自理能力、自律、日常規範及禮
貌等。她舉例，今年的網上開學禮，學校
會要求孩子在家中身穿校服參加，而視像
所見有些小朋友穿着校服站在沙發上動來
動去，這種情況，老師不在身邊無法進行
正確指導，光靠語言遠遠不夠。
在拍片方面，影片長短根據教學大綱決

定，視乎主題大致約20到25分鐘，大部
分老師不善於剪輯影片，遇到差錯，往往
從頭再來，一條片拍攝兩個小時是常事。

「疫下功課，應靈活處理。」林翠玲
說，學校會讓學生平時透過網上平板電腦
寫字完成作業，亦因有家長認為應有紙質
版功課，校方亦會提供電子版「教材
包」，家長可以自行打印，也可前往學校
領取，按教學進度，家長平均兩星期需要
返校一次。「教材包」中包括勞作、圖
畫、手工等需要的學習用品。

此外，她還介紹故事性學習模式，老師
通過布偶及手偶講述故事，吸引小朋友注
意力，教會他們知識和道理，避免在電腦
前死板翻讀故事書。
林翠玲又表示，校方支持並鼓勵大眾

參與「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讓教師及
家長都安心，為早日能恢復面授作好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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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園線上開學禮
「帶」家長參觀校園

有家長群近日流傳屯門香海正覺蓮社佛教
梁植偉中學使用的初中「生活與社會

科」課本有問題，該課本為明報教育出版有
限公司出版。發帖家長批評當中的內容「提供
很多公民黨的觀點」、「介紹賣國賊黃某的學
民思潮」、「讓學生去學習戴妖的政治理
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課本以顯要篇幅介
紹由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出道」時
創立的「學民思潮」，課本引用了黃之鋒的文
章，將搞事行為美化為「以社會行動介入政府
施政」，而另一篇新聞資料則提到「學民」成
員在升旗禮觀禮期間示威「被保安等強行抬
走」，而「學民」聲稱此舉是「違反基本法及
國際人權公約保障巿民言論及示威的權利」云

云，但課本只引用了「學民」的單一觀點。
課本又要求學生觀看「佔中」始作俑者、

前港大副教授戴耀廷的影片，讓學生寫出影片
提及「法治理念」的4個層次。眾所周知，其
中一個層次為「以法達義」，後又被戴耀廷扭
曲為「違法達義」，為培養黑暴兵團種下禍
根。

借題抹黑內地「專制」
課本的漫畫題則醜化中央政府，標題為

「特首要『愛國愛港』？」身穿唐裝、胸口劃
上中國國旗的人，拿起不同種類的鞋子，旁邊
的「香港市民」則需要在「特首參選人試鞋
區」台階上試着僅有的一隻鞋，曲折地企圖製
造內地專制獨裁的形象。

據了解，課本於2014年出版，2019年重印
兼訂正，並收錄在教育局「適用書目表」中。
當有關問題課本在家長群引起熱議後，昨晚有
消息指「學校會暫時取消這兩本書，憂心家長
稍微放心」。

校方：設專責組跟進
屯門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在學校

網站回應事件時指，就有家長關注該校新學年
中一級「生活與社會科」教科書內容，校方極
為關注，並即時成立專責小組跟進；該校除了
參照教育局適用書目表之外，將再次檢視書

籍，以確保教學質素。該校又強調，學校在政
治及社會議題上一直保持中立。
教育局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得悉

事件後已即時聯絡學校了解詳情，校方非常關
注事件，並會成立專責小組作出跟進。教育局
重申，教師須審慎選取及使用合適的教學材
料，同時需透過有效的教學策略，讓學生掌握
恰當的知識和技能，並培育正面的價值觀和態
度；學校管理層亦有責任監察，以確保所選用
的教材符合課程宗旨和目標，避免任何失實資
料誤導學生，局方會嚴肅跟進事件及要求學校
提交報告。

發言人補充，據初步了解，有關工作紙並
非教科書的內容，並沒有送交教育局審批。至
於教科書的資料回應題，屬多年前編寫，未能
配合社會事件的發展，內容出現偏差，有需要
作出改善，局方會要求出版商作出修正，同時
重新檢視該教科書系列的其他部分。
問題課本在網上引來極大迴響，「Gamlin

Chen」指「難怪咁多反社會青年，原來教材
一早已進入學校進行青幼年洗腦」；「Kelly
Chan」揶揄戴耀廷「一個主張違法達義，又
曾因misconduct而被解雇（僱）嘅法律系副
教授，教學生法治四層次真係諷刺」。

■書中被指宣傳「學民思潮」「以社會行動介
入政府施政」的主張。 fb圖片

■書本以漫畫抹黑中央政府，企圖製造內
地專制獨裁的形象。 fb圖片

■圖中的初中「生活與社會科」課本內容被
指有問題，教育局要求出版商修正。fb圖片

■荃灣商會朱昌幼稚園以線上模式舉行
開學禮。 受訪者供圖

■幼稚園疫下開學，老師獨自準備網上
教學內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 攝

■楊潤雄去
信中小學及
幼稚園的校
長和老師，
為教育界打
氣。 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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