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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版教材藏「毒」官校照用
內容多抹黑政府煽「抗命」家長質疑「根本鼓勵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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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懾於香港國安法
而解散的「港獨」組織「香港眾志」前秘書長黃
之鋒，去年報名參選南區區議會海怡西選區，被
選舉主任指他主張「民主自決理念」，不符基本
法和《區議會條例》規定，裁定其提名無效。黃
事後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法庭釐清選舉主任的法
定權力並推翻選舉主任的決定。高等法院法官周
家明昨頒下判詞指，黃之鋒如要挑戰該決定，應
該提出選舉呈請。由於他選擇了錯誤的法律程
序，故此拒絕其覆核申請，並下令黃需向政府支
付訟費。

疑免誤傷隊友未提選舉呈請

本案申請人為黃之鋒，答辯人為律政司司長
和海怡西選區選舉主任蔡亮。有消息指，黃之
鋒為免覆核一旦得直會傷及當選的「自己
人」，故未依一般程序申請選舉呈請，而選擇
司法覆核。
法官周家明在判詞中明確指出，過往已有一系

列案例說明，若要質疑選舉，只能用選舉呈請，
而非司法覆核。他又引用多項案例，包括2012年
競逐特首的何俊仁以司法覆核質疑梁振英的當選
資格，結果不獲法庭受理，箇中原則可適用於區
議會；何俊仁在2013年就時任特首梁振英大宅僭
建，提出選舉呈請敗訴後，上訴到特區終審法院
亦被拒。

官：質疑選舉主任即質疑選舉
周官在判詞中反駁代表黃之鋒的大律師吳靄儀

提出的論點。吳根據《區議會條例》第四十九
（二）條「選出民選議員的選舉，只可藉根據第
五十條提出的選舉呈請予以質疑」，稱本案「並
非質疑選舉」，條例亦無排除可以就選舉主任的
決定，提出司法覆核。周官明言不接受其說法，
指根據《區議會條例》第四十九（三）條「選舉
（election）包括提名程序及選舉主任或任何助理
選舉主任的決定」，申請人對選舉主任提出質
疑，即是「對選舉提出質疑」。
針對吳靄儀聲稱，《區議會條例》第四十九條

「只可藉基於指明理由提出的選舉呈請而質疑選
舉」屬「違憲」，亦「違反」基本法第三十五條
「市民有權向法院提出訴訟」、選舉權、選民在公
開、公正選舉的投票權、言論自由，以及「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周官反駁道，拒絕申請人
的司法覆核申請，並非侵犯申請人向法庭訴訟的權
利。他仍可藉選舉呈請，挑戰選舉主任決定。
黃之鋒昨在取得判決書後於庭外聲稱，對結果

感到非常失望及遺憾。對法官要求他承擔律政司
司長和選舉主任的兩名代表大律師的訟費，他稱
對方其中一名代表是資深大律師余若海，訟費相
當高昂，現時不獲批法援，故會與律師團隊商討
及研究是否提出上訴。

黃之鋒錯提覆核挑戰選舉主任 官拒申請：須付政府訟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美國《時
代雜誌》（TIME）日前公布由編輯挑選的
「年度百大人物」，已潛逃的「港獨」分
子、前「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入圍，
並被獲列入「先驅」一欄。「末代總督」彭
定康則在該刊網站撰寫的簡介，形容羅冠聰
為年輕一代的「典型勇敢代表」，更稱其
「反對北京粉碎香港開放社會的法治和自
由」，「犧牲自己的自由為人民爭取民
主。」多名香港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批評，美國媒體為政治而服務，公
然鼓吹和美化暴力，將誤導年輕一代，並狠
批彭定康唱衰「一國兩制」立心不良，惟恐
天下不亂。
美國《時代雜誌》日前公布由編輯挑選的
年度百大人物，羅冠聰入圍並獲列入「先
驅」（pioneers）一欄。羅冠聰在社交平台
專頁發表感言，聲稱他的貢獻大概是在於
「『天時地利人和』之下，走出一條前人尚
未探索的路」，又聲言「對我個人而言，上

榜也許是過譽了；但作為對『香港民主運
動』的肯定，則是恰如其分」。

彭定康趁機唱衰「一國兩制」
「末代總督」彭定康特意在該刊網站為羅

冠聰撰寫簡介，形容羅冠聰為「香港年輕一
代領袖」，以及「年輕一代的典型勇敢代
表」，更聲稱羅冠聰「反對北京粉碎香港開
放社會的法治和自由」。
他又形容羅冠聰與前「香港眾志」秘書長

黃之鋒都跟隨其他「港獨」分子如民主黨創黨
主席李柱銘、立法會前議員吳靄儀、壹傳媒創
辦人黎智英與天主教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等人
的腳步，「犧牲自己的自由為人民爭取民
主」，更呼籲大家為羅冠聰等人「發聲」。

盧瑞安：羅只是外力棋子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表示，現在以美

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政治立場都在抹黑中國、
「反華」和鼓吹暴力，所以是次美國利用其

媒體力量讓羅冠聰上榜美國《時代雜誌》年
度百大人物根本不足為奇，因為他們就是想
欺騙全世界人民，隱瞞真相，達到其政治目
的，「羅冠聰只是其中一枚棋子，美國傳媒
也只是服從政治需要。」
他並批評，彭定康背書式般吹噓羅冠聰是

「年輕一代的典型勇敢代表」，擺明是支持
亂港分子。至於彭定康唱衰「一國兩制」方
面，他指現時美英聯手抹黑中國「沒有民
主」，目的是在渲染黑暴。

顏寶玲批彭唯恐天下不亂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玲批評，羅冠聰是

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前夕「着草」逃跑到英國
的，其心虛表現不需多言。而羅現在還在遠
程煽動一些誤信他們理念的人上街以身試
法。這種誤導香港年輕人、損害香港未來的
做法，才是真正需要批判和唾棄。
她並批評，彭定康一向「不甘寂寞」，唯

恐天下不亂，在香港任何時候都迫切插一手，

急切表態、煽動誤導年輕人。修例風波以來，
彭定康上躥下跳，顛倒黑白，用各種方式唆
使香港年輕人充當「黑暴」「攬炒」勢力謀
取政治私利的炮灰，煽動對抗保護市民生命
財產安全的香港警員，挑撥特區與中央關
係，為香港「反中亂港」勢力撐腰打氣。
顏寶玲指出，彭定康吹捧羅冠聰的言論，

是企圖繼續誤導香港年輕人，搞亂香港。有
理智的香港人應該清醒，認清其真面目，不
要被其言論迷惑。彭定康亦應擺正位置，尊
重事實，立即停止以任何理由干預香港事
務。

蔡毅：美媒圖「反中亂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批評，羅冠聰的

「感言」根本是在美化暴力，並指出羅冠聰
被選上榜的意義就是縱容暴力和犯罪，質疑
美國媒體的政治立場是想「反中亂港」，以
錯誤訊息來掩蓋「港獨」分子的暴行，誤導
及荼毒年輕一代，「所謂的爭取民主自由都

是美國抹黑中國的藉口。」
他指出，彭定康明確支持羅冠聰，更鼓吹
逃犯是「勇敢代表」，唱衰「一國兩制」，
稱「反對北京粉碎香港開放社會的法治和自
由」，呼籲世界「支持亂港分子」，明顯是
唯恐香港不亂。

■羅冠聰在fb貼出自己入圍美國《時代雜
誌》「年度百大人物」。 羅冠聰fb截圖

羅冠聰上TIME榜 政界批美化「獨人」

坊間屢次揭發通識科「毒」教材，令人擔心莘
莘學子慘遭荼毒。有家長群組昨日發現，屯

門官中使用《明名高中通識教育 單元二：今日香
港》課本，內容偏頗主觀，如其中一個答題練習
中，先提出「香港市民今年對特區政治現況的滿意
程度呈下降趨勢」的觀點，更在論據、結論中給予
多重暗示，從而引導學生認同該觀點。
書中又「旁徵博引」，引用「茉莉花革命」、
「阿拉伯之春」等涉及違法激進暴力奪權的事例，
印證所謂「非制度化社會政治參與」是一個「百
搭」的概念，暗示學生可使用該概念作答任何類近
問題，起到「洗腦」效果。

家長查詢被要求確認身份
有家長稱，屯門官中使用的該教材為2018年第
一版，但「這套教材2019年應該有新版」，質疑
校方為何「捨新取舊」。該家長甚至表示，曾致電
學校進行查詢，惟該校副校長需確認其為該校家
長，才能給予回應。他要求教育局就此「狗血教
材」出來澄清及回應。
另一份網上流傳「毒」教材，被指出自培道中學

中四級通識書課本，在「青少年的權利和責任」部
分，稱青少年被判罪名成立後會「接受較寬鬆的刑

罰」，其中9歲或以下的孩童「毋須附上任何刑事
責任」，10歲至20歲兒童及青少年除在特定情況
下，「不得被判處監禁。」
該份教材更試圖美化已解散的「香港眾志」黃之

鋒、羅冠聰等人發起的所謂「社會運動」，讚揚他
們「需要付出更多時間和經歷」，「亦面對更多困
難」云云，試圖以他們為「榜樣」，鼓勵學生投身
「政治運動」，隻字不提他們因此可能觸犯的法例。

網民：美化「社運」鼓勵犯法
這些「毒」教材均引來不少家長關注，紛紛留言

狠批。網民「郭安發」質疑課本內容似乎有意淡化
犯罪的後果，並批評道：「根本就系（係）鼓勵犯
法！」「Cecilia Wong」建議，「公開黑教材，學
校名字。教局休想姑息養奸！」「Sarah Tong」則
認為，「這些政治topic（議題），根本不應放入
中學課程！」
另外，網上流傳數張攝於街道的照片，其中有橫

額、海報印上涉及理大事件而被控告的教師羅曉峰
的頭像。有網民質疑其所屬的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仍然繼續其教席，是「姑息養奸、全心包庇」。
香港文匯報向林護中學查詢是否仍保留其教席，

惟截稿前未獲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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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學校課程檢
討專責小組」近日向教育局提交檢討報告，其中
對價值觀教育提出多項建議，致力提升學生的公
民意識和社會責任感，有別有用心者卻肆意扭曲
其原意。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竟連學生
應學習知法守法的尋常建議，都說成「洗腦教
育」，引來網民廣泛批評。有教育界人士認為，
今次報告已經回應不少社會訴求，個別政客的無
理政治炒作，根本不值一提。
黃之鋒昨日在個人facebook引用了檢討報告有

關加強價值觀教育的內容，針對文中兩句「熱愛
和平和尊重法治，強調守法、公眾和共同利益，
以及能合乎道德地運用資訊科技」及「中國傳統
道德和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宣稱這是「洗腦
教育」、「思想改造」、「難以想像未來學生要
學習（這些）」云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有關的檢討報告，其中
建議教育局應更新2008年公布的《德育及公民
教育課程架構》，闡明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應
達至的學習成果，以加深他們對國家的認識，
學會尊重不同意見，熱愛和平和尊重法治；強
調守法、公眾和共同利益及分辨資訊真確性的

重要，以及於轉發和詮釋資訊時，能合乎道德
地運用資訊科技。
報告並建議局方編製更多「生活事件」示例和教

材，以支援教師培育學生與中國傳統道德和中華文
化有關的普世核心價值，例如關愛生命、堅毅精
神、抗逆力、尊重他人、同理心、包容別人、責任
感、家庭價值、孝順、仁慈；處理具爭議性的課
題，例如欺凌、青少年懷孕、性別議題、網絡罪行
的能力，藉着貫穿和滲透於不同範疇的價值觀教
育，達至培育正面價值觀和態度的最終目的。

何漢權冀教局闡明細節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今次報告已經回應不少社會訴求，亦算踏出
了重要一步，又強調學校教導學生正確價值觀、知
法守法、認識中國文化歷史等均合情合理，期望教
育局未來可進一步闡明相關細節及指引。至於黃之
鋒的一番「偉論」，何漢權認為這不值一提。他特
別提到，今次檢討某程度是給了通識科「最後機
會」，假如將來該科仍然是「一潭死水」，繼續教
出一些所謂「政治神童」，日後實有必要重新考慮
該科的「必修必考」地位應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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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學校課程檢
討專責小組」前日就包括高中通識科、價值觀教
育等的發展方向提交報告，認為通識科應維持現
行最高5**級的安排。民建聯及教聯會昨都對有關
決定表示失望。其中教聯會重申，局方應考慮將
通識科評級簡化為「不達標」、「達標」、「達標
並表現優異」三個等級；民建聯直指該科政治化
問題嚴重，倡局方認真考慮取消其必修地位，讓
學校和學生可根據自身的情況作出最好的選擇。

批檢討報告未提欠缺監管
民建聯聲明指，現行通識科潛在師資質素參差、
校本教材偏頗及過分側重政治化議題等問題，不宜
一刀切作為高中必修科，對專責小組建議維持必修
必考地位，以及維持現行評級安排表示失望。
就通識科教材問題，民建聯支持小組提出教科

書送審，認為可確保內容準確；惟對於校本教材
偏頗，小組僅稱會支援學校加強自我檢視和問責
機制，民建聯批評報告未有觸及欠缺監管和投訴
教材渠道的問題，令人失望。至於確保通識科教
師具有正確價值觀、國家觀念、品格和行為方
面，民建聯認為報告所列措施過於消極，對別有
用心的偏頗教師毫無阻嚇力，敦促教育局必須採

取更積極措施，解決問題。
教聯會聲明則指，大致贊同專責小組提出改善
優化學校課程的理念和方向，惟香港教育環境近
年急速變化，對學校課程有不少新需求，形容報
告建議未能恰當切合目前社會發展情況，予人脫
節觀感。為此，該會期望教育局及課程發展議會
應檢視目前中小學課程的不足，包括國安教育、
憲法及基本法教育等方面。
至於通識科方面，教聯會認同小組將獨立專題
探究轉為延伸和選修部分，相信此舉可減輕學生
學習壓力，並騰出時間學習其他課程內容，尤其
是要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有更深的認識，以
及了解香港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該會亦贊同通識
教科書應納入現行的課本送審機制，確保教材內
容沒有曲解「一國兩制」內涵和基本法。

籲教局檢視擬題審題機制
不過，教聯會質疑報告沒有觸及改革通識科評

級，建議當局可參考應用學習科現行的三級評分
制，將通識科的評級簡化為「不達標」、「達標」，
以及「達標並表現優異」三個等級。該會又呼籲教
育局盡快檢視擬題及審題機制，從而確保試卷質
素，避免通識科及歷史科試題不恰當事件重現。

通識科評級不簡化 民建聯教聯會失望

◀◀▲▲課本課本
美化黃之美化黃之
鋒等人參鋒等人參
與政治活與政治活
動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屯門官立屯門官立
中學未轉用中學未轉用
20192019 年 新年新
版教材版教材，，仍仍
使用使用 20182018
年舊版年舊版，，被被
質 疑 為 何質 疑 為 何
「「 捨 新 取捨 新 取
舊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