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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近日在平和安靜
的立法會會議廳裏，公布了
2020施政報告，為香港的發展
前路描畫了方向。這種難得的氣
氛已經許久未見，以往數次施政
報告的發布，都因為有些嘩眾取
寵的反對派議員頻頻「發言」而被打斷甚至一度
中止，今次香港市民終於可以聽到一場連貫流暢
的施政報告，這正是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帶來的新
氣象，也象徵着香港社會逐漸回歸理性、回歸正
軌。
在經歷了一年多的社會動盪和疫情衝擊之後，

香港經濟民生發展面臨巨大挑戰，各界市民都翹
首以盼特區政府的新措施、新政策，期待能夠早
日紓解民困、振興經濟。而香港的發展離不開國
家的支持，如何在國家日新月異的建設中找到撬
動香港經濟的支點，也成為本次報告的重點。

特首開宗明義地提到，中央在「一國兩制」下
大力支持香港發展，為香港經濟發展注入新動
力，而香港也可以繼續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
長」的作用，積極參與國內國際雙循環，更好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報告並詳列支持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的政策舉措。
然而，融入國家發展最根本的就是確保人流暢

通，但香港封關至今，新增確診遲遲未能清零，
導致和內地人員往來幾近斷絕，在此情況下，鼓
勵港人融入國家發展就變成一句「空談」，是看
得見摸不着的「鏡花水月」。從該角度而言，施
政報告中給出的抗疫答案未能讓筆者認同。
特區政府各項工作的當務之急，應該是拿出更

加積極進取的態度，推出各項更嚴格更有效的抗
疫措施，大力普及全民檢測乃至強制檢測，發現
社區隱形傳播鏈，查出源源不斷的無源頭確診個
案的來源，有針對性地做好防控，及早結束疫情
反反覆覆的局面，爭取早日和內地通關，讓香港
真正融入國家發展的大潮中去。

通識科改革讓教育回歸專業
通識科開科初衷本是良好，有助培養學生慎思明辨，提升多角度思考

的能力。然而，推行至今出現異化，逐漸偏離開設科目的原意。今次教

育局下定決心，對通識科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從課程、考評等方面着

手，讓科目重回正軌，有助挽回社會的信心。

黃錦良 教聯會主席

新高中課程推行後，通識教育科列為必修必考的
核心科目，惟過去多年，圍繞通識科的爭議不斷。
日前，教育局公布通識科未來改革方向，當中包括
維持必修必考、公開試只設及格與不及格、重整及
刪減一半課程內容及課時，取消「獨立專題探
究」，以及增加國情教育的元素等。

拆牆鬆綁減輕學生壓力
在一系列的通識科改革措施中，最大的改動是重

整及刪減一半課程內容及課時。當局將原有250小
時課時減約100多小時，並刪去部分課題。通識科
涉獵範圍過於廣泛，一直為人詬病。教師需要在
168小時的課時教授六大單元，學生對各個課題的
認識流於蜻蜓點水。面對高中通識科課程廣而深，
學生承受的學習壓力可想而知。再者，在現有的

高中課程架構，過於偏重核心科目，大部分高中生
的文憑試報考選科一般減至1至2個，報讀選修科的
空間大不如前，以致涉獵的知識面比較狹窄。

今次的改動，相信有助拆牆鬆綁，減輕學生的學習
壓力，同時釋放更多空間，按個人興趣和能力修讀選
修科，值得欣賞。至於考評方面，當局建議取消獨立
專題探究，以及將文憑試通識科評級改為「及格」和
「不及格」，亦有助減輕應試壓力，並可以深化學習
知識，反而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加強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除了課程和考評外，當局宣布通識教科書須要送

審並納入適用書目表。目前通識教科書質素良莠不
齊，過去被揭發內容存在問題，包括資料錯漏、取
材粗疏、陳述偏頗和不符事實等，容易誤導師生，

使其錯誤理解有關概念，影響教學成效。如今當局
提出通識科課本要經審批，改革方向正確，可以提
升教材的準確性及中立性，既保障了學生利益，同
時可以減輕教師預備教材的壓力。

「謀殺通識科」論言過其實
事實上，過去有教科書及校本教材採用偏頗的觀

點表述內地政治和司法體制，使學生對內地失去信
心。今次通識科改革特別提到要培養學生的正面價
值觀、積極態度及國民身份認同，學習國家發展、
憲法、基本法和法治，並提供內地考察機會，讓學
生親身認識國情和國家發展。筆者認為，此舉能夠
彌補目前課程有關教育的缺失，而學生有機會到內
地考察，亦較教師單方面向學生介紹更為到位，加
深對祖國的認識，增加國民身份認同感。至於法治

教育，經歷過去一年社會事件後，顯得更為重要。
整個高中通識科改革，朝着正確的方向邁進，惟

有教育團體指有關改動形同「謀殺通識科」，甚至形
容是國教科「借屍還魂」。筆者對於有關論述不敢苟
同，今次改動只是糾正過去通識科異化的地方，並未
影響其必修必考的地位，更不涉及改動課程架構。再
者，過去課程大多談「兩制」的差異，但卻忽略了
「一國」的原則，令學生對國家的概念模糊，今次改
革加強國情教育的元素，乃是應有之義。
當然，面對今次大幅改革通識科，師生一時間不

免有所疑慮，例如課程如何刪減、教科書如何配合
出版、文憑試評級改變對大學收生要求的影響，以
至學校重新規劃人手的安排等，教育局均需要小心
處理細節，主動了解學界落實的情況，提供相關的
支援，使通識科改革能夠順利推行。

昨日，有兩宗新聞都與懲教署有關。
一是黃之鋒竟然可以在扣押候判期間，接受德國

媒體書面訪問，並乘機攻擊內地。按懲教署一貫做
法，已判囚和還押的犯人都不可接受採訪的。

被扣押的犯人，凡有進出懲教署的書信都會被審
查，今次德國媒體能成功「突圍」，究竟是因為人
為疏忽，抑或其他原因？是否有「黃絲」懲教署職
員知法犯法？
香港是法治之區，有高官、富豪被法庭裁定罪成

入獄，從來沒有機會接受書面採訪（若有的話，肯
定有媒體爭相去做）。為何黃之鋒咁好彩，有「特
別照顧」？
也可能是攬炒派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利用議員身

份「公務探訪」，然後乘機協助黃之鋒完成書面採
訪。
究竟是什麼原因，筆者很想知道，希望當局徹

查，向公眾交代真相，還懲教署一個清白。
另一宗新聞是，「長毛」梁國雄對在囚男士要剪

髮的規定，上訴至終審法院，昨日獲裁定終極得

直。終審法院的大法官們把懲教署行之有效多年的
規定，一紙裁決便給廢了。今天在囚人男士可以留
長髮，那麼日後是否可以要求穿裙？

不要以為筆者開玩笑，對一些性小眾和易服癖人
士，他們可能視之為極重要的人權呢！倘若他們像
「長毛」一樣，能獲法律援助申請司法覆核，把官
司打至終審法院，那些視香港為「人權烏托邦」的
終院大老爺們，是否也照判申請人得直呢？

對於終審法院今次判決，社會各界要求司法改革
的決心更堅定。中央、香港各界多次呼籲香港司法
要改革，但香港的法官依然故我。11月17日國務
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呼籲香港司法要改革的
話音剛落，翌日，高等法院周家明法官便來個「人
權法高於一切」的判決，把防暴警員執勤時不顯示
編號視為「抵觸人權法」；如今終審法院又完美示
範如何把香港視為「人權烏托邦」。
張曉明曾點讚前終審法院大法官烈顯倫今年9月

3日的文章，烈官文章的中英文標題，其實有點不
同。中文：「是時候緊急改革了」；英文：For

Hong Kong's sake, the judiciary
must regain Beijing's trust。若筆
者來譯，會譯為：「為香港好，司
法必須重獲北京的信任」。中英文標題的歧義，哪
個更顯司法改革的緊迫性？哪個更顯烈官的心意？
《南華早報》刊登烈官文章時，有一小段的引

言：「How did it come about that Beijing has
developed such mistrust of the Hong Kong judi-
ciary? The courts have put a slant on the Basic
Law, by applying obscure norms and values
from overseas which are totally unsuited to
Hong Kong’s circumstances.」
筆者試譯為：「北京如何對香港司法機構產生了

這種不信任感，這是怎麼產生的呢？法院通過採用
完全不適合香港情況的、來自海外的晦澀規範和價
值觀，曲解基本法。」
烈官文章獲張曉明公開點讚，其弦外之音，筆者

愚魯，沒有香港法官們聰明，相信法官們一定聽得
懂，除非他們不願花時間去聽。

為何黃之鋒梁國雄「咁好彩」？
馮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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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紅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活力青年
智庫總監

近日香港新冠疫情趨嚴重，持
續多日出現逾80宗以上確診個
案，不少屬社區無源頭確診個
案。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昨表
示，現在香港當務之急是要做全
民檢測，並呼籲香港民眾這麼
做。在此，強烈促請特區政府要痛下決心，盡快
推行強制性全民檢測，同時要更嚴格管控輸入個
案。
香港要走出疫情的困境，希望盡快進行較大規

模社區檢測，並能定出時間表和具體措施。香港
恢復常態，才能確保經濟發展，但疫情的持續反
覆和不斷惡化，只會令一切宏圖變成遠期計劃，
無法盡快施行，有礙政策施行和重建疫後經濟的
步伐。

特區政府應借鑒內地成功抗疫經驗，盡快制定
有效計劃，下決心進行強制性全民檢測，盡快完
全截斷輸入和隱形傳播鏈。只有全民檢測，才能
找出隱形患者，才能達到「清零」，才能更有效
截斷病毒傳播鏈。另強烈希望特區政府立即加強
對輸入個案管控的力度，包括收緊豁免政策，
並嚴格要求入境人士必須安裝「安心出行」手機
程式，以便進行防疫追蹤。

持續近一年的反覆疫情已令香港市民感到十分
疲憊，「張弛有度」策略令防控政策不斷轉變，
市民和商界均無所適從，變相拖延或阻礙了經濟
民生盡快恢復正常的速度。
在此亦希望，全體香港市民主動積極去做核酸

檢測，全力配合特區政府的舉措，團結一致共克
時艱，明確理念，這是為了自己的健康，也是為
了他人的健康。

最後再次強烈希望特區政府能聆聽社會的訴
求，盡快實施更嚴格的抗疫防控措施，更有效地
保障市民的健康。香港疫情要控制，全民檢測是
根本。

落
實
強
制
全
民
檢
測
讓
香
港
早
日
復
常

莊紫祥博士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
會長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基金會主席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改革高中通識教育科，教育
局迅即公布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包括加強憲
法、基本法及法治教育。通識長期被反對派騎劫操
縱，教師、教材都存在嚴重問題，已淪為對學生
「洗腦」、培養反中亂港暴徒的工具，在反修例風
波中，其危害暴露無遺，不僅摧毀香港的下一代，
更影響到「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特區政府痛下
決心、有擔當敢作為改革通識科，有助教育回歸專
業，引導香港年輕人重建正確的國家民族觀念、尊
重法治、珍惜穩定，這才是香港所幸、眾望所歸。
通識科教育由2009年開始授課，初衷是為了擴

闊學生視野，只可惜通識科教師充斥不少披着教育
工作者外衣、實質誤人之弟的別有用心之徒；通識
科教材「無王管」，任由「黃教材」「毒教材」進
入課堂，導致通識科亂象橫生。
例如，有中學的通識教材使用所謂「中央未履行

承諾」阻礙所謂「真普選」等有違基本法的謬論；
美化違法「佔中」，稱學生「公民抗命」、罷課

「佔領」有「正面作用」，「佔中」學生行為「獲
得讚賞」，「參與暴亂是推動社會進步的行動」云
云；有學校曾邀請違法「佔中」禍首戴耀廷演講，
作為通識教育項目；有學校曾經在通識課堂上播放
「港獨」分子馮敬恩的訪問片段，片段中馮敬恩揚
言「香港應該考慮城邦制或『港獨』」，公然宣
「獨」；還有大量通識教科書抹黑特區政府和內地
制度，毒化本港與內地關係，誤導學生對特區政府
和內地產生敵視仇視。
更令人擔憂和震驚的是，有惡毒詛咒警員的教師

佔據通識科職位，編寫通識科教材，甚至擔任考評
局通識教育科目委員會主席。一方面國民教育被污
名化為「洗腦」教育，愛國愛港教材、報章長期被
學校冷待，甚至拒之校門外；另一方面大量宣
「獨」縱暴的通識教材、教師在院校大行其道，學
生不被誤導走上歪路才怪。去年的反修例風波，警
方逮捕的暴徒中有四成是學生，年齡最小者只有12
歲，這與包括通識科在內的教育積弊有莫大關係。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本港教育
專業撥亂反正，避免失去一代又一
代年輕人，首先要從通識科着手，
社會上要求改革通識科的呼籲不絕於耳。全國政協
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就指出，通識教育「徹底失
敗」，是導致年輕人出問題的重要因素。本港教育
界人士紛紛表示，此次改革回應了業界及廣大市民
多年來的訴求，有助教育回歸專業，將激進政治勢
力從學校教育中剔除，對香港教育史有「歷史性的
影響」。
通識科教育改革刻不容緩。教育局表明，改革後

的科目重視培養學習基本法、法治及憲法，亦會提
供學生赴內地考察的機會，這正是彌補本港教育的
薄弱環節。提升學生的德育及公民教育，增強青少
年的國家民族向心力，是本港教育的責任和義務，
也是教育專業的核心，教育重回正軌，確保「一國
兩制」後繼有人，保障「一國兩制」落實不變形、
不走樣。

改革通識科 為教育撥亂反正
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主席

11月24日至25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對
日本進行了正式訪問，與日本首相菅義偉以及外相
茂木敏充、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和前首相福田康
夫、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等分別進行了會見會
談。這是中日關係令人關注的大事，標誌着中日關
係經過艱苦努力，正向着正軌方向不斷邁進並持續
改善，意義非凡。

美不斷拉攏日本抗衡制衡中國
王毅訪日有三大背景：
一是今年以來中國和日本都遭受了突如其來的新

冠肺炎疫情的嚴重衝擊，兩國共同抗疫，攜手合
作，互相幫助，共克時艱，譜寫了「山川異域、風
月同天」的友好佳話，目前兩國都在積極推進復工
復產，推動經濟復甦，雙方需要加強和深化抗疫及
各領域的合作。

二是當前國際局勢正在深刻變革，地區局勢複雜
多變，一方面互利合作的呼聲增強，中日兩國都積
極推動了RCEP協定的正式簽署，另一方面各種不
確定不穩定甚或干擾因素也在增多，導致地區反覆
出現「樹欲靜而風不止」的歪風，兩國需要加強戰
略溝通，增進互信共識。

三是安倍辭職後菅義偉出任日本新首相，菅義偉政
府的外交政策與走向逐漸明朗化，在對華關係上不斷

釋放信號，雙方都希望加強高層接觸了解，保持中日
關係繼續沿着和平友好、合作共贏的正確軌道穩定運
行，兩國外長實現疫情背景下和菅義偉上任後的首次
面對面交流，既十分及時，也很有意義。
中日兩國都是有重要地區和國際影響力的大國，

屬於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近年來中日關係總
體上是平穩的，向好的，但也不可否認，中日之間
依然存在着矛盾分歧，乃至島嶼爭端。

中日關係雖是雙邊關係，但不時受到外部因素的
嚴重干擾影響和諸多牽制。美國不斷拉攏日本抗
衡、制衡中國，日本國內輿論也不平靜，疑華甚至
反華的聲音主張不時出現，給中日關係蒙上陰影。
近一段時間，日方一些來歷不明的漁船反覆頻繁進
入釣魚島敏感海域，中方不得不作出必要反應。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是互相永遠搬不走的鄰居，

這一格局決定了中日兩國必須保持定力和主見，堅
持睦鄰友好，立足於鞏固和深化友好合作，任何三
心二意都只會帶來負面後果，並被居心叵測的外來
勢力所利用。

重啟對話交流開展多領域合作
中日兩國要切實增強互信。歷史早已證明，中國

對日本從無非分之想，根本不存在什麼安全威脅。
2022年將迎來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50年

來，中日合作不斷豐富，兩國的合作領域已拓展到
全方位，合作的基礎尤其是經貿合作的勢頭不斷鞏
固深化，合作的條件也更加寬鬆成熟。RCEP給中
日深化互利共贏合作創造了更好的條件，中日韓自
貿區的建成預示着中日合作如魚得水，中國表示將
積極考慮日本主導推進的CPTPP將給中日合作帶
來更加寬廣的領域和更大潛力。
王毅外長11月24日在東京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

舉行會談時表示，中日兩國是長期合作夥伴，雙方
要克服疫情影響，逐步重啟兩國各部門對話交流，
繼續開展抗疫合作，擴大經貿投資、服務貿易、節
能環保、電子商務、醫療康養、防災減災、數字經
濟、綠色發展、地方交流、氣候變化等領域互利合
作。
茂木敏充外相表示，希望重啟議會、經貿、外交

部門磋商和安全對話，擴大兩國旅遊觀光、醫療保
健、節能環保、農產品貿易、氣候變化等領域合
作，進一步加強兩國青少年和文體交流。
東京奧運會和北京冬奧會是中日兩國將要舉辦的

盛會，雙方互相支持，將讓奧運之光在東北亞上空
變得更加絢麗多彩。
保持中日關係的平穩發展，關鍵是要落實好兩國

領導人達成的共識，管控好分歧，讓中日關係始終
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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