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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九龍塘宣道小學前教師因失德播

「獨」被「釘牌」後，嗇色園主辦可立

小學常識科教師因「離譜」的教學內容

而成為第二位被取消註冊的教師。事主

被揭發把鴉片戰爭起因歪曲成「英國為

了消滅中國內的鴉片而發起」；在介紹

造紙術課題時，稱古人發明紙張是要「代替龜板、動物骨頭……以防

止動物絕種」。教育局昨日嚴厲批評相關教師無常識、欠理解力、忽

略備課、亂加猜想、敷衍塞責等，嚴重損害學生的學習和發展，並非

出任教員的適當人選；但局方考慮到事主並非有計劃地誤導學生，故

若將來申請非教學工作，局方會作考慮。

歪曲鴉片戰爭歷史 黃師黃師終釘牌
教局嚴批無常識欠備課礙學生學習 非任教員適當人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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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生會圖辦「放映會」宣黑暴 校方嚴正拒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繼中大學生

會近日於校內舉行黑暴展覽，借去年11月
大學被佔領事件炒作及宣揚暴力後，理大
學生會亦意圖在下周於校內舉行所謂「紀
錄片放映會」，歪曲事實為黑暴渲染宣
揚，更計劃向《蘋果日報》作利益輸送，
利用學生會會費於該報頭版刊登聲明。理
大學生會臨時行政委員會透露，校方已嚴
正拒絕有關「放映會」活動，更表明會收
回有關場地使用及管理權，並對相關負責

人作出處分，同時會暫停為學生會收取會
費。
去年11月，黑暴分子先後「佔領」中大

及理大瘋狂縱火破壞，更積存數以千計汽
油彈，令校園淪為黑暴武器庫。事件發生
至今已一年，被攬炒以至「港獨」分子把
持的大學學生會近日動作多多，企圖借
「紀念」為由扭曲歷史、美化黑暴。
理大學生會臨委會昨日於fb披露，該會

原定於本月17日及18日舉辦《紅磚危城》

及《理大圍城》的所謂紀錄片放映會，並
以會費於《蘋果》頭版刊聲明，但校方回
覆該會指，將收回學生會場地使用及管理
權，並對相關負責人作出處分，並暫停代
收該會會費。
臨委會聲稱，此舉是「對學生進行打壓」、

「收緊學生言論自由」，更稱「絕不會盲目接
受，望各方能關注事件」云云。

理大：有責任教學生守法

理大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表示，大學有
責任教導學生遵守校規和法紀，不應參與
任何觸犯法例或校規的活動（包括有損校
譽的行為），校方並不時提醒學生會進行
任何活動時，無論在校內或校外，都須遵
守這些原則。
理大強調，須確保校內設施運用得宜，

並符合大學在教學及科研的核心使命，如
有人使用大學提供的地方進行違規或違法
活動，校方有責任阻止，並有權收回相關
地方及按照校規作追究。至於違法者，更
有可能受到法律懲處。

香港文匯報早前報道，今年4月，有
家長於社交平台上載一段可立小學

小二常識課網上教學影片，揭發有教師公
然扭曲歷史，竟把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起因
說成是「英國為了消滅中國內的鴉片而發
起」。該校校長吳樹東其後發信致歉，承
認涉事老師的講解有誤。

講古人造紙竟為「防動物絕種」
教育局昨日在回應傳媒查詢時進一步
透露，除了鴉片戰爭的教學內容出現嚴重
錯誤外，事主在講述國家四大發明中的造
紙術時，竟將古人研發紙張的目的說成是
代替龜板、動物骨頭等做記錄，旨在「防
止動物絕種」，無稽之極。最過分之處在
於，原來學校已向當事人提供「備課錦
囊」，甚至在其用作教學簡報的電子書上
附上相關資料連結，可獲取正確的資料。

無稽想法教學生 敷衍塞責
教育局認為，涉事教師只要稍為嚴謹
及用心，不難找到正確的歷史資料，但對
方未有認真、詳細閱讀及理解教材及資
料，亦沒有嚴肅準備錄製自學課件的講稿
內容，只憑個人輕率的、甚至完全無稽的
想法來教導學生，敷衍塞責，教育局不能
把學生交給這樣的教師，相信家長及社會

也會贊同。
局方強調，有關個案經教育局詳細及

嚴謹的調查程序，包括審視了學校的報告
及教師向學校的解釋申述，亦給予了申述
機會，對方亦有尋求法律顧問的協助。最
終教育局裁定當事人並非出任教員的適合
及適當人選，決定取消其教員註冊，以保
障學生的福祉、維護教師的專業，及維持
社會大眾對香港教育的信心。
根據現行條例，被取消教師註冊者未

經常任秘書長書面准許，不得進入或逗留
在任何學校，今次個案卻似乎有商量餘
地。發言人解釋，當事人因嚴重缺乏擔任
教師的基本能力及態度，不能讓他獨自帶
領學生學習，不過，如果擔當資訊科技或
多媒體支援、舉辦或支援學校的課外活動
等非教學工作而要進入學校，教育局會因
應其學歷、經驗、學校的監管及其他相關
因素，充分考慮其申請。

消息：常識科主任涉疏忽收譴責信
可立小學的辦學團體嗇色園表示，有

關教師已於上學期離職，辦學團體暫時未
掌握更多資訊，不便置評事件。另有消息
指出，教育局認為可立小學的常識科科主
任於此事疏忽監察，以「明顯失職」發出
譴責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嗇色園主
辦可立小學有常識科教師不止一次出現嚴重
教學錯誤而被教育局「釘牌」，教協副會長
葉建源昨日就盲撐事主，聲稱對方授課時只
是「稍稍說錯」，又以事主「應聘時並非教
常識科」「事後已道歉、更正」等等理由試
圖為問題教師開脫。有教育界人士反駁，教
師一旦接受了教育工作就要盡力做好，而備
課絕非兒戲，做好查證是份內之事，且教育
局透露的詳情充分反映當事人的能力和態度
均有嚴重問題，對學生構成深遠影響，並非
一句道歉就能了事，並狠批葉建源為包庇失
德教師歪理連連，令教界蒙羞。
根據教育局資料，當事人於教學材料齊備

的情況下，講出「古人研發紙張的目的，是
要代替龜板、動物骨頭等做記錄，以防止動
物絕種」等無稽之談，縱然說法荒謬至此，
葉建源昨日仍主動為對方護航，稱事件「會
令教師非常擔心稍稍說錯都會有嚴重影
響」，又稱「該教師應聘時並非任教常識
科」「為何不給機會因應他的強項而讓他發
揮」，更聲稱會協助對方上訴。
葉建源更聲稱找到「證據」證明對方「其
實是根據教育局負責的教育電視內容任

教」，才會出現上述的「造紙術」荒謬說
法。惟其所謂「證據」，居然只是教育電視
（ETV）節目中的一句對白：「若是每天都
捉烏龜去刻字，那烏龜豈不是很快就絕
種？」單憑一句對白就當是「根據」，更視
之為當事人的「免責聲明」，葉建源的「邏
輯」確實讓人大開眼界。

教局批「釘牌師」欠理解教材能力
教育局發言人昨晚特別回應葉建源的言

論，指電視片段中主持人只是以幽默的口吻
說出上述對白，這種戲劇性及過場的演繹在
電視短片並不罕見，而且節目並無如該教師
所言，直指紙張的發明是為了「防止動物絕
種」；一般人若能觀看完整片段，都應該理解
這種戲劇性及過場的演繹，而不能歪曲成為
推卸責任，甚至狡辯的理由。
發言人批評該教師對相關內容未有仔細理

解，胡亂演繹，反映他不但欠缺學科的基本
知識和常識，還欠缺理解教材內容的能力。

何漢權：教師失言非小事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

問時反駁葉建源的滿口歪理，「這明顯是不

可原諒的錯誤，葉建源居然可以掛住『教育
專業』『教界代表』名義而如此包庇，簡直
荒謬！」他又反駁所謂該教師「應聘時並非
任教常識科」的說法不負責任。
至於葉建源稱問題教師「已道歉」「應給
予機會」的說法，何漢權強調教師失言並非
小事，「教錯隨時影響學生一世」，而其涉
及不止一次的荒謬錯誤，充分顯示對方能力
與態度均有明顯問題，「再畀機會？誰去保
證學生不再受傷害？」

梁美芬批葉「是非不分」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形容，涉事教師
的錯誤有如「數學老師連1+1都加錯」，並批
評對方無資格教學，而事件不單反映當事人
的教學問題，學校沒有監管亦須問責，又批
評葉建源身為「教育界代表」，卻不理是非對
錯，事事只幫犯錯的教師。

梁振英質問「是否教協會員」
另外，前特首梁振英昨日在其個人face-

book發表帖文，表示歡迎教育局取消「鴉片
煙老師」的註冊，並質問對方是不是教協會
員，要求葉建源回應。

教協歪理庇「釘牌師」教界批荒謬蒙羞
■香港文匯報早前報道，可立小學劣師篡改歷史教壞細路。

■嗇色園主辦
可立小學一名
常識科教師早
前被揭發歪曲
鴉片戰爭起
因，被教育局
取消教師註
冊。 該校

網站圖片

■理大拒絕理大學生會在校內舉行所謂「紀錄片
放映會」。圖為去年底一批暴徒於理大校園內用
巨型彈叉射火彈。 資料圖片

英國想以禁煙為理由派兵攻打中國。為
什麼他們要這麼做呢？就是由於英國發現
中國當時很多人吸煙，吸食煙草，這個問
題相當嚴重，所以他們為了消滅這些叫做
「鴉片」的物品，就發動了這場戰爭。

謬誤

A10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文 澄

20202020年年44月月3030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0年4月30日（星期四）

2020年4月30日（星期四）

鴉片戰爭的開端，源於英國人向

清朝兜售鴉片毒害國人。有小學家

長近日揭發一名常識科教師竟在課

堂杜撰「新篇中史」，把戰爭起因

講成「英國發現相當多中國人吸食

煙草……為消滅鴉片才發動戰

爭」，直斥對方本末倒置，教壞學

生。有資深中史科教師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直指有關說法毫無歷

史事實根據，涉事教師不論有心或

無意，均已明顯違反教師專業操

守，籲涉事學校務必嚴肅處理，以

正視聽。校方昨晚發通告致歉，但

未交代如何跟進涉事老師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綜合報道

無考生發燒禁入試場 開考5天首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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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師篡改歷史教壞細路
妄稱「英國為消滅鴉片發動戰爭」涉違操守 家長震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中學文憑試（DSE）
昨日舉行英文科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約4.99萬名
考生應考，亦是開考5日以來首次沒有考生因發燒或急
性呼吸道感染徵狀而不獲准進入試場。今年試題以「探
險」為主題，涉及巴西雨林及太空體驗營相關內容，有
資深英文科教師指整體程度較去年淺，相信考生能掌握
答題方向。有考生則覺得，本年聆聽卷難度不大，但由
於英語口試取消，擔心或影響自己成績。

26人事先「請病假」
據考評局數據，昨日英文聆聽卷共設有250個禮堂或
課室試場，及239個特別試場；有26名考生事先向公開
考試資訊中心報告因生病而缺席，8人因身體不適而需
在考試期間離場，但沒有人因發燒或急性呼吸道感染徵
狀而不准進試場，為開考5天來首次。
今年英文聆聽卷分為A部及B部，均以「探險」為主
題。前者考核考生的聆聽能力，內容為兩名學生瀏覽巴
西雨林網站資料，考生需回答填充、配對、選擇等題
目；後者則要求考生代入太空體驗營職員角色，透過整
合聆聽及書面資料，以短句、文章形式作答。
廠商會中學英文科主任鄧美儀表示，本年題目適合中

六生程度，與去年相比屬較淺；聆聽錄音語速適中，相
信考生能掌握答題方向及要求。她提到，A部題型與往
年相若，該部Task 4仍屬難度最高的題目，要求學生聆
聽歷史學家介紹有聲書後作答。

考生：B1少作答提示稍難
至於B部則按難度分B1及B2兩部分；若選擇作答

B1，最高可獲第4級成績。鄧美儀表示，本年B1部分
的難度較以往稍微提升，「以往會多些作答提示，並會
有填表類題目；惟今年以短文、短答為主。」至於B2
部分，雖然艱深字詞不多，但她留意到不少考生只能勉
強答完。
鄧美儀又提到，由於疫情令考試一再延期，考生能否

在此期間自律地「操卷」，將成為保持考試狀態的關
鍵。
考生傅同學表示，本年聆聽卷難度不高，雖然出現較

為罕見的選擇題，但仍能從容面對。她預計，整科成績
「坐5望星」，惟認為若非取消了英語口試，自己成績
或更佳。對於提升校本評核分數比重的做法，她認為學
生在中四五的英語水平尚未訓練好，以此計分模式取代
口試，「是剝削了考生的表現機會。」

小學家長陳女士近日在網上爆料，指香
港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小二常識課網

絡授課視頻中，教師在講到《香港特別行政
區成立》這一課時，竟公然歪曲歷史，將第
一次鴉片戰爭的起因說成是「英國以禁煙為
由派兵攻打中國」，令家長震驚，直斥老師
公然誤導學生，敦促校方和教育局嚴懲相關
教師。
陳女士表示，昨日與孩子一起觀看小二常
識科的網課視頻，發現授課教師講到鴉片戰爭
的起因時，竟描述「英國想以禁煙為理由派兵
攻打中國。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呢？就是由於
英國發現中國當時很多人吸煙，吸食煙草，這
個問題相當嚴重，所以他們為了消滅這些叫做
『鴉片』的物品，就發動了這場戰爭。」
而眾所周知，真實的歷史是「英國為了扭
轉對華貿易逆差，向中國走私鴉片獲取暴
利，為打開中國市場大門，英國藉口1839
年6月林則徐於虎門銷煙，而發動侵略戰
爭。」陳女士嚴重質疑相關教師的專業操
守，蓄意篡改歷史，顛倒黑白，要求校長對
相關教師做出處分。

案例只選內地負面新聞
陳女士還指出，課程配套教材《朗文常識

童看歷史2C》一書當中，在介紹內地關於
民生新聞報道時，只選用年代久遠的北京霧
霾和雲南地溝油等負面新聞，缺乏正面案
例，反映教材編寫者對內地缺乏了解；還讓
學生搜集內地旅客與香港市民發生衝突的新
聞報道，並向全班分析匯報，有刻意放大兩
地矛盾之嫌。
「相關教師在介紹國旗和國徽時照本宣
科，難以讓學生有深刻印象，而關於內地的
負面新聞，則讓學生選擇用『六何法』進行
深度分析。」陳女士表示，小二的學生還沒
有足夠的分析能力，難以作答，質疑相關偏
頗的教材和教育方法，是否想引導學生產生
「仇中」思想。
陳女士認為，現時政治已經滲透校園，
「黃」和「藍」的政見影響學生的校園生

活。校方應謹慎選擇教材，加強對教師的監
管，推行國民教育，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
同感。相關教師應在課本案例基礎上，補充
更多內地當下發展概況，令學生對國家有一
個更全面的認識。
陳女士還指出，教育局面對家長的投訴，
每次都以「官僚」態度回覆，表示以私隱為
由，不公佈相關投訴的處理詳情，令懲處缺
乏阻嚇性。

何漢權斥傷害民族情感
資深中史課教師、國史教育中心校長何漢

權指出，「講歷史理應將事實放首位，然後
再論道理、對錯、感受……涉事教師在毫無
事實根據下信口開河，不論是有心或無意，
都已干犯了教師專業操守。」他批評，鴉片

戰爭源於英國人向清朝傾銷鴉片，毒害國民
同時以此換取白銀，直斥涉事教師不但教壞
學生，進一步而言更是傷害民族情感。
何漢權強調，為人師表，一言一行都對學
生影響深遠，呼籲校方應嚴肅處理，還事實
一個真相，絕不能不了了之。

鄧家彪批洗學生腦
工聯會新界東辦事處總幹事鄧家彪對事件

表示憤怒，質疑有人利用職權歪曲歷史，洗
學生腦，「小學二年級學生年紀小，老師講
就會信……這種洗腦方式比鴉片更毒。」他
要求校方及教育局務必嚴查，公開事件全
貌，追究到底。
有關「教學」片段亦引起網民極大迴響，
紛紛批評涉事教師教壞學生。其中網民

「Cecilia Wong」諷刺指：「歷史係事實！
呢啲唔係事實嘅嘢應該叫小說囉」；「Mo-
ny Miu」表示：「有無搞錯呀……真係林則
徐都俾佢哋激到彈起」；「Lcal Stephen」
則呼籲「大家有時間寫封電郵去教育局，或
者畀個校長，了解下呢段歷史幾時改寫
嘅？」

校方稱會改善處理教材機制
該校校長吳樹東晚上發通告回應事件，確
認影片部分內容不正確，校方已即時跟進重
新整理有關教材。他又指負責老師明白講解
的內容資料有誤，學校向各位衷心致歉，承
諾會採取措施優化現行處理教學材料的機
制，確保學生能夠接收正確的知識。不過，
通告未交代如何跟進涉事老師問題。

真相
鴉片戰爭是英國為了扭轉對華貿易逆差，向中國走

私鴉片獲取暴利，為打開中國市場大門，英國藉口
1839年6月林則徐於虎門銷煙，而發動侵略戰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幫助
全港中小幼學生及其家長紓困，政府
早前宣佈向每名學生提供3,500元津
貼，並在3月底開始發放。不過，不少
家長近日反映仍未收到款項，教育局
昨日回覆立法會指，到今共收到的84.2

萬份申請，當中58%已發放津貼。民
建聯議員張國鈞對津貼派發情況表示
關注，促請局方體諒疫情下不少家庭
面臨財政壓力，加快處理程序。
張國鈞昨引述教育局回覆立法會教
育事務委員會資料顯示，截至4月29

日，局方收到84.2萬份津貼申請，其
中58%已發放，而於1月25日停課前
遞交申請，則除非資料有誤，基本上
已全數發放，局方並承諾會於5月底前
完成派發所有已提交申請的津貼款
項。

張國鈞促加快處理
張國鈞表示，希望教育局能體諒疫

情已對不少家庭帶來財政壓力，能加
快相關處理程序，讓所有學童於復課
前可收到津貼作開課之用。另外，他
又指今次申請中有多達11萬份因資料
不全或填寫有誤，需要教育局作進一
步跟進，認為數字相當多，或顯示申
請程序中出現某些問題，容易令人出
錯。他期望局方從速與相關家長聯
絡，修正問題後盡快發放津貼。

僅58%學生收到津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8名美
國參眾兩院議員日前聯署公開信，要求國
務卿蓬佩奧全面執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又稱美國必須在應對中央危害香港
「自治」方面發揮領導作用。「香港眾
志」秘書長黃之鋒立刻對公開信「表示支
持」。外交部駐港公署嚴厲批駁公開信顛
倒黑白、是非不分，公然歪曲基本法、包
庇反中亂港分子，暴露了美方打「香港
牌」遏制中國發展的企圖，若美方執意通
過實施所謂「法案」干預香港事務、破壞
香港繁榮穩定，中方必將採取堅決有力反
制措施。
駐港公署發言人表示，針對美一些議員
借發公開信對香港事務大放厥詞，公然歪
曲基本法、包庇縱容反中亂港分子、破壞
香港法治，甚至叫囂實施「香港人權與民
主法案」，赤裸裸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
政，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表示強烈譴責
和堅決反對。

斥歪曲基本法 踐踏國際關係
發言人說，公開信顛倒黑白、不分是

非，對黎智英、李柱銘等禍國亂港分子組
織、參與非法集會、藐視和破壞香港法治
秩序視而不見，對反對派議員濫用權力、
癱瘓立法會運作、搞「政治攬炒」的罪惡
行徑避而不談，卻打着「和平抗議」、
「法定特權」的幌子，公然為反中亂港分
子張目撐腰、包庇開脫罪責，大肆歪曲基
本法，妄圖以高度自治權否認中央全面管
治權，甚至倒打一耙，將侵蝕香港高度自
治、違背基本法的髒水潑向中央政府。其
本質就是想把香港變成獨立、半獨立的政
治實體，打「香港牌」遏制中國發展，再
次充分暴露包括美一些政客在內的外部勢
力是長期威脅香港同胞安居樂業、破壞香
港繁榮穩定、損害中國國家主權安全的禍
源亂根。
發言人指出，美反華勢力企圖借所謂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以自身國內法
干涉別國內政，威脅出台制裁措施，是對
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嚴重踐踏，
是對廣大香港同胞共同和根本利益的嚴重
損害，也是對包括美方在內國際持份者在
港利益的公然破壞。這種損人害己的勾當
是非法的、徒勞的，必將遭到包括香港同
胞在內14億中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一致
唾棄。
發言人強調，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
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
移。如果美方執意通過實施所謂「法案」
干預香港事務、破壞香港繁榮穩定，中方
必將採取堅決有力反制措施。

■當時該教師正講到《香港特別行政
區成立》這一課。 網上影片截圖

▶鄧美儀表示，今年卷三程度較去年淺。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攝

▲ 傅同學（左）指取消口試剝削了學生展示
能力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攝

■昨日舉行文憑試英文科卷三考試。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攝

■■ 可立小學教師公然歪曲可立小學教師公然歪曲
歷史歷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設計圖片

本港昨日再多23人確診新冠肺炎，是
9 月尾以來最多，其中本地不明源頭個
案就有 6 宗，其中有多名的士司機確
診，確診者活動足跡遍及多區，衞生防
護中心明言，本港有機會出現第四波疫
情。

近期疫情再度反覆， 本地不明源頭個
案增加，更凸顯實施強制檢測的必要性
和迫切性。《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已
賦予政府實施強制檢測的權力，政府提
出研究強制檢測也過了一個多月，應該
展現更大擔當、更積極作為，在最短時
間內落實強制檢測防堵疫情，早日擺脫
疫情的惡性循環。

本港新冠疫情有再度惡化跡象，加上
小學和幼稚園爆發集體上呼吸道感染，
政府決定暫停幼稚園及幼兒中心面授課
堂兩星期，顯示冬季來臨，本港的防疫
壓力持續增加，社會憂慮有增無減。

年初疫情爆發以來，政府一直為確
診者居所附近的居民、的士司機和院
舍職員等高風險群組進行檢測，9 月初
更在中央幫助下實施普及社區檢測，
但所有這些都是自願性質，換言之只
要有隱性傳染者不自覺接受檢測，都
會 造 成 防 疫 漏 洞 ， 令 病 毒 殘 留 社 區
中。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早已指出，
全港每 5 個有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只有
1 人自願檢測，意味會有混在感冒患者
中的新冠感染者繼續在社區播毒，情
況非常不理想。

自 9 月起，多名專家均提出應該推行
強制檢測。食衞局局長陳肇始亦最早在

10月初透露，政府正研究強制檢測的法
律框架，但至今已研究一個多月，仍未
見推出具體措施，慢三拍的防疫手法，
顯然跟不上疫情的急速變化，不利有效
控疫。本港現行法例第599A章《預防及
控制疾病條例》已經賦予衞生主任權力
強制市民進行檢測。條例列明，衞生主
任如有理由懷疑任何人是傳染病接觸者
或受指明傳染病感染或受污染，可規定
該人接受醫學監察、醫學檢驗或測試。
政府只需提出條例的執行細則即可實施
強制檢測。

第四波疫情山雨欲來，市民的健康安
全再面臨威脅，政府防疫措施備受關
注。政府應清楚向市民交代，為何一直
研究的強制檢疫遲遲未有結果？是權力
受限，還是檢測能力、人手依然不足？
還是有其他難言之隱？

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指出，如果做
不到「基本清零」狀態，經濟不可能復
甦，香港應該以「基本清零」為目標。
面對新一波疫情風險，梁卓偉認為本港
防疫策略應更「精準」，加大檢測、追
蹤是關鍵。

內地成功控疫，大規模強制檢測是不
二途徑，內地已為本港提供了示範，本
港應該認真借鏡。以本港現在的檢測能
力，應可落實強制檢測；即使一時不
行，也應對的士司機、學校等高風險人
群先行先試。事在人為，辦法總比困難
多。政府不應再畏首畏尾，而要坐言起
行，盡快落實強制檢測，為重振經濟紓
解民生創造必要條件。

展現擔當作為 落實強制檢測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作出關於香港特區立法會

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特區政府根據決定依法宣
布4人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此次人大決定具有
堅實法律基礎，嚴格遵循法治原則，合乎憲法與
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完全不存在「繞過法治、違
反程序公義」的問題。此次人大決定還為本港完
善基本法第 104 條本地立法提供進一步法律支
撐，令本港從政者履行效忠憲制責任的法律規範
更完備，是完善「一國兩制」、維護香港憲制秩
序的又一重要立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
機關，根據憲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的有
關規定，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基本法 104
條的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第六屆立法會
繼續履行職責的決定等法律法規，就本港立法會
議員的資格問題作出決定，是正當行使法定職
權，合憲合法，具有不容挑戰的法律權威和憲制
決定權。這一點相信任何人都沒有異議。

人大決定中提及的「依法認定」立法會議員
「擁護」和「效忠」的法定要求和條件，涉及本
港多條與立法會議員資格有關的法例，如基本法
第104條有關宣誓的要求、宣誓後違反誓言的法
律後果；基本法第79條也列明多種喪失立法會議
員資格的情況；香港國安法第35條指明，任何人
經法院判決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即喪失參選立
法會資格，已宣誓就任的也會喪失資格；《立法
會條例》、《選管會規例》也有相應規定，授權
立法會秘書處、選舉主任擁有認定是否真誠宣誓
或違誓的法定權力。

根據基本法第104條，立法會議員必須擁護基
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並依法作出宣誓；2016年
11 月7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 104 條作
出法律解釋。在第七屆立法會提名期間，選舉主

任按照基本法第104條及其法律解釋和《立法會
條例》等法律的相關規定，依法裁定楊岳橋等4
人提名無效，不具備參選資格。立法會延任一
年，但此4人是否仍具立法會議員資格存疑。由
於本港目前沒有本地法例可讓特區政府自行處理
該問題，在面臨可能遇到司法挑戰的情況下，特
區政府從憲制層面尋求人大常委會作出一錘定音
的指引，符合本港既有的憲制慣例，更可以堵塞
本港法律的漏洞。

因此，經人大授權、特區政府「依法認定」取
消楊岳橋等4人的議員資格依法有據，並非如坊
間某些人士所指的，「由特首、行政機關說了
算」、「另立程序」。這些說法違背事實，不尊
重本港憲制秩序，只是為了誤導公眾、抹黑人大
決定。

這次人大決定與基本法第104條和全國人大常
委會有關解釋，以及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精神一脈
相承，都是對「一國兩制」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
健全和完善，對確保香港架構中從政者履行對國
家和特區效忠的憲制責任，在制度上劃定了底
線、立下了規矩，也為香港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
有關解釋和決定完善基本法第104條本地立法工
作，進一步提供了法律支撐。正如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長栗戰書強調，決定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堅
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依法維護國家
安全、維護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的又一重要立法。

此次人大決定，為規範和處理本港立法會議員
資格問題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特區政府也表
明會盡快按照決定梳理完善相關本地法律，確保
本港公職人員符合「效忠」的法定條件和要求，維
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大局穩定，確保「一
國兩制」全面準確落實，保障香港繁榮穩定。

人大決定法律基礎堅實 進一步完善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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