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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樣本試卷早前公布，考
生將有2小時回答3條問題，分別關於疫苗
猶豫、香港國安法、大灣區發展。有教育團

體代表批評考評局採用太多官方材料，學生答題時只能單方
面靠背誦和抄寫資料云云。其實這些批評都是無的放矢，理
據完全欠奉，公社科不可以借屍還魂，重複過去通識教育科
教材出現「無王管」的問題。

無可否認，公社科試卷要求程度有所降低，因為學生只需達標而已。但公
社科仍保留一個重要原則，就是需要考生熟識基本概念和時事背景，然後按
照資料作出相應的回應。據樣本試卷顯示， 大部分資料引述香港國安法、
政府新聞稿、《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等文件，應該都是一些出自政
府公布的文件，屬於可信性高的資料。試卷上的資料不應分官不官方，更不
應將資料出自政府便賦予一種「原罪」，硬指是要求學生「唱好」政府政策
或支持政府。只要細心觀察樣本試卷，其實長題目亦容許學生提出相反意
見，例如: 要求考生引用資料，支持「香港青年人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事
業，既充滿機遇，亦具挑戰」的論述。

至於有人批評公社科試卷令學生作答時角度單一，只靠抄寫資料，不利考
核學生高階思維。正如公社科設立目的之一就是減輕學生壓力，試卷題目着
重點和要求可能和以前有所不同。公社科要求學生基於事實作出評論，仍有
一定發揮空間。當然，目前考生仍受考試導向所影響，如果將來評核試卷要
求學生有多元化的思考，學生的能力也會相應提高。相信日後考評局在累積
一定經驗後，會出現更多元化的資料題。

反而值得擔心的是公社科教材是否被教育局有效把關。早前有報道指，香
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透過出版三本具煽動性的兒童讀物及所謂的「講故事活
動」，向兒童灌輸美化暴徒罪犯和仇恨意識，荼毒兒童幼小的心靈。日後公
社科相關教材會否出現上述情況，值得教育局密切關注。

這個「掛羊頭賣狗肉」的所謂專業人士工會，過去一直熱衷於參與本港政
治活動，包括醫管局員工陣線發起的醫護罷工、設立街站為黑暴宣傳及黑暴
堵路違法行動等，明眼人一看就知是如假包換的政治組織，卻卑劣地利用其
「專業身份」專門向小學生灌輸煽動仇恨及鼓吹暴力的思想，用心可謂十分
歹毒。例如:《羊村守衛者》繪本的故事，表面上是描寫「羊咩咩」族群被
狼群入侵，卻將狼群角色用香港警察代入作比喻，明顯有鼓吹仇警的意圖。

早於去年六月，已有團體向教育局舉報該工會三本有問題的兒童繪畫本，時至
今日警方國安處採取拘捕行動才全面下架。教育局理應亡羊補牢，全面檢視現有
政策，防止再出現任何煽動仇恨的有「毒」讀物通過所謂學科讀本流入全港學校
校園。而家長更要提高警惕，一旦發現子女接觸有問題的刊物，應第一時間直接
向校方或家長教師會反映，避免莘莘學子受到一些違法不良刊物所荼毒。

「光時」口號鼓吹「港獨」市民勿挑戰國安法
首宗涉及香港國安法案件之被告唐英傑，早前在法庭被裁

定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等兩項罪名成立。根據

該判詞內容，以後任何人士手持、展示或高叫「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是否必定構成香港國安法第20條下的「煽動分

裂國家」行為？根據唐英傑案的高等法院原訟庭判決， 儘管

展示「光時」口號不一定構成「分裂國家罪」，但為免自招

觸犯香港國安法的嫌疑，任何人士不應以任何形式展示「光

時」口號。

龔靜儀 執業大律師

首先，關於第1項「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
法庭認為需先將犯罪意圖放在一旁，考慮到個
別案件的整體情況後，當「光時」口號展示
時，相關展示的正常及合理影響，會否違反香
港國安法第20條的「分裂國家罪」。 換句話來
說，每宗案件也有其獨特的情況，絕不能一概
而論，不能一刀切去說，公開展示這口號必定
構成「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

「光時」口號含分裂意思無爭議
判詞直指， 就「光時」口號的意思及「煽動

他人分裂國家」的意思時，法庭須考慮的，包
括了以下兩個問題：

(1) 2020年7月1日之「光時」口號展示，
是否足以構成「港獨」的意思（指將香港特區
從中國分裂出去）？及

(2) 於2020年7月1日之「光時」口號展示
時，考慮到本案的整體情況後，相關展示的正
常及合理影響，是否達至違反香港國安法第20
條的「分裂國家罪」。

之後法庭強調其關注點，不是「光時」口

號是否只有一個意思， 而是當口號與整體情況
一起考慮時，是否足以構成「煽動他人分裂國
家」。

此外，不容爭議的是根據三位專家證人（包
括控方及辯方傳召的專家）之證供，本案涉及
的2020年7月1日「光時」口號，整體來說，起
碼包含了控方專家證人所言的「將香港特區從
中華人民共和國分裂出去」之意思。如此一
來，法庭無須解決控方專家證人與辯方專家證
人作出結論的分歧。

原訟庭認為，事發當日的口號，是具有「港
獨」的意思，辯方兩位專家證人也從來沒有爭
議。

勿以任何形式展示「光時」口號
法庭亦裁定控辯雙方的專家證人均正確地強

調，於解釋 2020年7月1日的「光時」口號意
思時，「語境」（即包括事件的起因、存在及
發生等前後關係）的重要性。

在「語境」的基礎上，法庭考慮了以下各
點：

(1) 2020年7月1日，該「光時」口號是印在
一支旗上；在所有關鍵時刻， 被告駕駛掛有該
支旗的電單車，於繁忙道路上行駛，將旗直接
地面向公眾。

(2) 當天，香港島有示威抗議活動。根據控方
第一證人（譚姓女警司）的證供，那些抗議活
動是反對香港國安法的，因為有關活動發起人
之前曾經作出申請舉辦相關抗議活動，申請結
果被拒。

(3) 在過了東區海底隧道之後，被告選擇的行
駛途徑包括了東區走廊、中環及灣仔繞道、 干
諾道西、金鐘道及軒尼詩道等香港島要道。

(4) 在行經軒尼詩道時，被告並非只沿單一方
向行駛，而是先沿着軒尼詩道東行前往銅鑼
灣，再轉入駱克道西行，直至到達謝斐道，才
再次轉為向東行的方向。

(5) 在展示那支旗期間，被告曾多次蓄意在警
方檢查線前沒有將電單車停下，此舉反映其明
顯及公然藐視有合法授權去維護香港法律及秩
序的執法者之合法指示。

(6) 7月1日的意義是明顯的，這天是香港特

區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周年紀念日。
(7) 2020年7月1日是香港國安法正式生效翌

日，該法關乎處理國家安全問題，包括「分裂
國家」。

最後，法庭根據案發時的實際情況，加上案件
的「語境」，考慮案發當日被告展示旗幟的正常
及合理影響， 法庭最終毫無困難地達到以下結
論： 2020年的7月1日「光時」口號，是能夠傳
遞「將香港特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及
「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的意思。

綜合來說，根據唐英傑案的高等法院原訟庭
判決，儘管展示「光時」口號不一定構成「分
裂國家罪」，法庭在考慮被告是否罪成時，還
會考慮到個別案件的實際情況、「語境」等，
從而考慮控方能否在毫無合理疑點的情況下，
證明案發時的「光時」口號，是否傳遞了「將
香港特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出去」及「煽
動他人分裂國家」兩方面的意思。

當然，為免自招觸犯香港國安法的嫌疑，任
何人士還是不要以任何形式展示「光時」口
號。

自上周末以來，美國同時派出三
路人馬到亞洲訪問，一是常務副國
務卿舍曼訪問日本、韓國、蒙古和
中國，二是國防部長奧斯汀訪問新
加坡、越南和菲律賓，三是國務卿
布林肯訪問印度和科威特。拜登政
府的「三劍客」看似訪問地點不
同，但實際主要目標是針對中國，
推進美國的反華攻擊、遏制和圍堵
戰略。

布林肯、奧斯汀和舍曼一路上釋
放了很多信息，從中可以看出美國
當局在以所謂的對華「競爭、合
作、對抗」戰略為底線，不斷玩弄
對華兩面手法，一方面毫無根據地
指責污衊中國、威脅中國，進行挑
撥離間和拉幫結派，企圖強化地區
反華聯盟，另一方面又表示美國不
尋求與中國對抗，致力於與中國建
立建設性和穩定的關係，提出要構
建防止中美衝突的「護欄」，甚至
願意在一些方面與中國合作。

故意掀起新一波反華風浪
美方這些信息是矛盾的，前後不

一的，令人費解的。更值得關注的
是，美國在說一套做一套，有時公
開表態似乎不難聽，但實際做的很
糟糕，如布林肯周三在新德里刻意
會見了達賴喇嘛的一位高級代表，
這表明美國當局不僅在涉台、涉
港、涉疆問題上粗暴干涉中國，企
圖製造中國分裂，又企圖在涉藏問
題上掀起新的反華風浪。

即便是這三人公開發表的包含有

些不難聽的話語裏，其實也充滿了
火藥味，一些所謂不尋求對抗和願
意合作的話，都是有設置前提，他
們這樣說顯然是為了掩飾美國當局
真實的對華心態與戰略。美國對華
採取兩面手法，目的在於欺騙美國
輿論、地區輿論和世界輿論。但關
鍵不在於美方說了什麼，而在於做
了什麼和正在做什麼，世界上沒有
傻瓜，華盛頓不要自作聰明，以為
可以欺騙蒙蔽中國和世界。

美國的對華戰略已非常明確的，
即把中國當作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
對手甚至敵手，但在策略上則不斷
變換手法。舍曼訪華是華盛頓當局
發起新一輪對華攻勢中的重要一
步。華盛頓在外圍不斷施加壓力的
同時，試圖派舍曼到中國試探交
涉，進行正面攻擊，並試圖取得突
破。

拜登上任後基本延續了特朗普瘋
狂的反華政策，並加入了構築反華
地區與國際同盟的新招。拜登當局
首先從東北亞開始發動反華同盟攻
勢，美國國務卿和防長在今年3月雙
雙訪問日本和韓國，千方百計進行
威逼拉攏，4月和5月又先後把日韓
領導人優先請到白宮進行戰略對表
和協同密談，之後拜登親自出馬，
轉向歐洲，拉攏七國集團、北約集
團成員和歐盟國家，並企圖通過美
俄首腦會晤穩住俄羅斯。

在這之後，拜登當局又殺出回馬
槍，在亞洲地區發起新的反華攻
勢，企圖通過進一步的游說、蠱

惑、煽動和對華污衊攻擊，擰緊反
華和圍堵中國的螺絲。華盛頓這樣
做是十分危險的，中國不吃這一
套。

舍曼來華之前，中國就對美方發
出了明確的警告信息。舍曼放正心
術訪華，與中方討論改善中美關
係，中方對此是歡迎的，但若企圖
打馬虎眼，試探中方底線和進行外
交欺騙表演，那是不行的，中方對
美方的所謂「競爭、合作和對抗」
戰略與策略的本質看得清清楚楚。

中方送美兩清單表明立場
舍曼訪華期間，中美雙方進行了

坦率、深入和務實的對話，中方再
次嚴正地向美方強調了中國對美關
係的一貫立場和負責任態度，奉勸
美方改正錯誤，不要對中國戰略誤
判。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天津會見
舍曼時，對管控中美矛盾分歧劃出
了三條底線；副外長謝鋒在會談時
給舍曼提交了兩份清單，一是美方
對中美關係必須糾正的錯誤，二是
中方在中美關係中關切的重點問
題。

這兩份清單是對美方的重大考
驗，美方必須認真反思研究，作出
理性回應，否則美方的所有花言巧
語都將被證明不過是一種輿論欺
騙。美方的外圍施壓對中國起不到
任何作用，亞洲國家也不會輕易在
中美之間選擇緊跟美國隊，因為這
不符合它們的切身利益。

美國不能用兩面手法玩弄中美關係
馬煦 資深媒體國際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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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夏寶龍主任提出告別劏房和籠屋後，社會各界再次聚焦
房屋問題，提出如何做到告別劏房和籠屋的成果及指標。特
首指要靠全社會齊心覓地，引起了一系列探討，如有人提出
善用郊野公園邊緣地帶、祖堂地等等。

當然持續創造土地是需要的，穩定、持續、有序的土地供
應也是需要的。可是，土地供應是房屋供應的其中一個因素
而已。香港租金貴、樓價貴，籠屋和劏房的出現是供不應求造成的表象而
已。增加土地供應是一個思考方面，如何消滅籠屋和劏房的存在又是另一個
思考方向。

每次討論房屋議題，很多人會將新加坡的組屋視為學習榜樣，期望香港的
房屋市場也以置業為主。置業是每個香港市民的期望，但不是一時半刻可以
辦到的事。政府不應提高市民置業期望，反而更應做好期望管理。在房屋政
策上，首要處理市民的居住問題，而非置業問題。習主席也一再強調國家的
房策方針是：「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公屋輪候時間長，籠屋和劏房湧現，歸根究底是市面的住屋供應不足。過
去十年的香港房策，從沒將住屋及置業需求分開處理，反而過度着眼處理置
業問題，更把輪候公屋與置業掛鈎。綠置居、租置計劃等，已經吸引了為數
不少有置業需求，但沒有迫切住屋需要的市民，湧進公屋輪候名單內，一再
延長公屋輪候時間。

糾正房屋政策，政府需要先處理市民住屋需要，之後才鋪好市民置業階
梯。市民先要有一個安定居所，之後才拾級而上置業。在覓地同時，更應將
市民住屋及置業需要分開處理。糾正房策才可告別劏房和籠屋，否則再多的
土地也無補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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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汶羽 觀塘區議員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早前在香港國安法實施
一周年研討會發表的講話一針見
血，指示了特區政府應嚴格落實香
港國安法，堅決將反中亂港分子排
除在特區管治架構外。他更提出未
來要確保選出管治能力強的堅定愛
國者，必須符合「五個善於」的要
求，對特區管治者提出高標準及要
求，同時亦是回應港人對未來管治
者的期望。

修例風波自2019年起衝擊香港，
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原意在
完善法制、彰顯公義。可惜的是，
香港反對派及激進勢力藉此機會，
推動各種激進抗爭，圖謀發起港版
「顏色革命」。在特區政府多次表
明修例工作已徹底停止後，激進分
子繼續以反修例為由，將暴力不斷
升級，衝擊香港法治基石，甚至公

然鼓吹「港獨」，嚴重挑戰國家主
權和「一國兩制」原則底線。香港
國安法的出現就如定海神針，一舉
將亂象掃清，讓香港告別動盪不安
的局面，社會逐步回復安定。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開啟由
亂變治的新里程。夏寶龍主任的講
話中，對全面有效落實「愛國者治
港」作出五點更清晰的闡述，包括
立場堅定、有擔當作為、為民愛
民、有感召力及責任心。香港即將
迎來三場選舉，這五點要求正好向
有志加入特區政府的人士發出重要
信息，在「一國兩制」下不論持何
種政治立場或觀點，都可以自由地
生活、工作，都可以依法行使自己
的權利。但最重要的是，進入特區
政府管治架構的人都必須是愛國愛
港者，絕不容許任何一個反中亂港
分子通過任何途徑和方式混進特區

管治架構。
香 港 歷 經 社 會 事

件、疫情衝擊，市民
均渴望一個穩定和平的社會環境。
加上香港本身面臨的各種矛盾及問
題，大家都熱切期望未來以愛國者
為主的政府，能着力解決土地、房
屋等積累已久的問題。夏寶龍主任
點出，當「一國兩制」在港深深植
根之時，香港必將迎來更繁榮的經
濟、更和諧安寧的社會，劏房、
「籠屋」等惡劣居住環境將不再
有，令廣大市民重拾對香港的期盼
和憧憬。

冀望特區政府繼續深化實施香港
國安法，做好候選人資格的審查工
作，並加強指導及管理學校、大專
院校、傳媒等機構，推動社會全面
了解國家安全的重要性，與市民共
同建設更美好繁榮的香港。

落實「愛國者治港」安定社會民心
陳紹雄工程師 JP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前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