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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介明：教師勿綁學生上政治戰車

家長揭通識新教材續抹黑內地
2020年9月7日（星期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本港教界
「黃師」問題嚴重，多次揭發有所謂教師利
用課堂荼毒學生，灌輸激進政治思想。香港
大學前副校長程介明昨日於電台節目表示，
教師不應向學生宣示政治見解，要學生參加
目前的政治鬥爭是不合理、不公道。
程介明在港台節目《舊日的足跡》表示，
教師有政治立場在所難免，但社會不應要求
老師作政治表態，教師亦不應將學生當成宣
示自己政治見解嘅對象，「不能將學生綁在
政治鬥爭的戰車上面」，任何情況都不能向
學生散播仇恨種子。

批有彈無讚誤人子弟 用偏頗數據離間兩地感情

高中通識科課本多年來無王管問題嚴重，縱然教育局早前已完

斥家長帶孩子遊行不負責任

成通識書專業諮詢服務，惟「漏網之魚」仍不時出現。有家長群

他又引述報章指有家長覺得「帶小朋友遊
行可培養勇敢」，直斥有關行為不負責任，
強調成年人不應將小朋友當成自己財產。
至於通識科爭議，程介明認為通識科的考
評存在問題，而考評局需為此負責。「社會
已經撕裂，還出一些熱門的爭辯問題，這是
不應該的。」他認為只有已經成熟的社會問
題，學生才可以冷靜回顧，「要學生參加現
在的政治鬥爭是不公道的，何況還要他們去
作答。」
他提到過去一屆文憑試一條「利多於弊」
的冷血試題，「學生到頭來要去猜測評卷員
想法，會如何畀分，這對學生並不公道。」
程介明評論過去一段時間的社會事件，
「用『違法達義』嚟去貫穿幾個月以來嘅所有
社會行動，即表示有比法律更高的政治原因而
違法，即意味政治超越法律，這是香港人最唔
想見到的事情。」他感嘆「法律服務政治目
的」絕非港人樂見，遺憾現況正是如此。
另一方面，香港因疫情暫停面授課堂多
時，程介明坦言教界在「面授」與「學生健
康」之間的確有掙扎，但強調不少教師均盡
心盡力地落實停課不停學，值得讚許，又建
議教界可研究每日讓不同學生分批回校上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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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亦有家長質問：「只有貶沒有褒，哪會有正確認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有家長群組昨日上載由雅集出版社出版的《通識教
育系列》部分內容，書本封面印上「2020 年修訂

版」字眼，惟書中多處地方出現偏頗、抹黑內地的資
料，或對學生構成負面影響。
其中在「公共衞生」單元，有內容談及器官買賣的問
題，無憑無據下宣稱「內地黑市器官買賣問題依然猖
獗」，又引述一位無名無姓的所謂「本港醫生言論」，
宣稱「不少北上換腎的港人出現多種併發症，甚至手術
出錯，需回港善後」云云。

誇大食品問題 漫畫涉
「洗腦」

養育身教恩情留思憶
帶笑相依夫君聚天家

蔡李蘭（蔡當根夫人）

■漫畫顯示中國政府為發展而不顧自然生態，
提供的資訊一面倒。
網上圖片

腦」問題。在一幅畫有「可持續發展」字眼的跑道上，
田徑選手需要經過象徵「酸雨」、「生活廢物」、「霧
霾」、「水污染」的不同欄架，有選手因此被摔得臉青
鼻腫，諷刺國家邁向可持續發展「困難重重」，卻完全
忽視中國在發展中所作出的正面措施，明顯有違通識科
的持平本意。
除了通識科教材，初中「生活與社會科」的教材問題亦
備受關注。有家長早前爆料，指某中學採用的「新世紀生
活與社會」（基礎部分）有失實指控，當中有漫畫居然老
作警員可自行裁決監禁疑犯，並以此引導學生思考「這位
警察的做法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明顯在抹黑警方形象。
針對上述通識書，不少家長狠批書本錯誤百出。網名
「Amy Woo」一針見血地道出，「通識課本必須與時
並進，刊登最新嘅資訊，現在的課本往往用幾年前的數
據，老師亦不作更新補充，自然變得偏頗」；「Jiang
Dai」反問，
「只有貶沒有褒那（哪）會有正確認識？」
「Albert Lau」則批評，「誤人子弟，垃圾教材，荼
毒百姓，禍害人民！」

■漫畫所提及的問題食品亦屬早年的新聞，無助學生認
識最新的國情發展。
網上圖片

教局：跨部門研增學生守法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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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本港教界去年倍受黑
暴事件影響，有學生參與違法活動被捕，如何引導他們
重回正軌，是教界一大重責。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特
別支援）陳展桓昨日於教育局網頁《局中人語》撰文，
表示局方已促請學校加強跟進與支援有關學生，亦已聯
同警務處、懲教署等舉辦跨部門研討會，關於如何加強
學生的守法意識，以及明白犯罪要付出沉重代價。
文章題為《關顧學生 重回正軌》，提及 2019/20 學
年社會事件為教界帶來前所未見的衝擊和挑戰。根據警
方公布，因涉嫌參與違法行為而被捕的學生，佔整體拘
捕人數約四成，最近陸續出現遭檢控及定罪的學生個
案，情況令人痛心和憂慮。
教育局本年 6 月已向公營及直資中學發通函，促請學
校為有需要接受訓育輔導的學生，加強學校層面的跟進
工作和相關支援，教導涉嫌觸犯法例甚至被法庭判處刑
責的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和正面思維，為個別學生制定和

訃 告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 永遠名譽會長 陳樹標 先生

痛於公曆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日（星期四），壽終於瑪嘉烈醫院，享壽
八十歲，遺體奉移九龍紅磡世界殯儀館治喪。
謹擇公曆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三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在該館景行
堂設靈，並於晚上七時開始悼念儀式，翌日九月十四日（星期一）上午
九時三十分大殮，隨即辭靈送別，上午十一時正於九龍鑽石山火葬場舉
行火葬禮，擇吉奉安於粉嶺蓬瀛仙館。
陳樹標永遠名譽會長一生熱愛祖國，關心國事、港事，熱心會務，服務
社群，敬恭桑梓，貢獻殊偉，德高望重，深為社會各界人士敬佩，今溘
然長逝，咸表哀悼，敬希各界友好屆時蒞臨同參悼念儀式，藉表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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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個人化的跟進方案，引導他們重回正軌。
文中又提到，教育局上月底聯同警務處、懲教署，以
及社會福利署委託營辦「社區支援服務計劃」的香港遊
樂場協會，透過網上平台為全港中學舉辦跨部門研討
會，讓學校同工加深認識相關的法律知識及處理程序，
並了解如何協助有需要學生。
懲教署代表亦於會上介紹一系列活動，如教育講座、
面晤在囚者及探訪體驗等，讓學生親身領悟奉公守法的
重要。其中「思囚之路」安排學生參與模擬聆訊，並在
監獄實境體驗囚犯生活，從而令他們明白犯罪要付出的
沉重代價。
陳展桓又提到，為鞏固學生明白守規自律的重要性，
教育局已重新編寫高小及初中適用的教案，供同工進行
成長課使用，讓學生從遊戲規則、家規及班規等活動，
討論及反思規則的效用和不守規則的影響。研討會的相
關資料已上載至教育局網頁，供學校同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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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相伴下祥和辭世，安息主懷，在世九十四載。母親蕙質蘭心，身教言
教，讓兒女在充滿愛及尊重的家庭長大，成為樂觀積極的人。為此，兒孫

們滿心感恩。

該單元又以漫畫形式誇大所謂「內地食品問題」，煞
■雅集出版社今年新出版的通識教材被指出現偏頗
有介事描繪有男子疑於餐館用膳後食物中毒昏倒桌上，
資料。
網上圖片
鄰座客人見狀大驚，立刻取出所謂「探測器」檢查食
物，桌上食物則分別被標籤為「瘦肉精豬」、「孔雀石
綠魚」、「電子廢料菜」等。惟上述提及的問題食品均
屬早年的新聞，提供資訊亦一面倒，明顯有偏頗之嫌。
「能源科技與環境」單元亦有出現相似的漫畫「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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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港與內地人民感情的內容，當中不少涉及過時、偏頗的數據及
 論述。有家長斥：「誤人子弟，垃圾教材，荼毒百姓，禍害人

聞

聞

組昨日揭發，今年新修訂的通識科教材繼續出現抹黑內地、離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