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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向公民科教師詳述特首憲制地位
透過現場和視像形式上課 澄清謬誤正視聽

協助他們了解該科的部分主題，如國家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關係，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權力和職能，及特區
的政治體制。林鄭月娥昨日透過現場和視像形式兌現承諾，其課堂分 5 大部分，從古到今詳細講述了特區行政長
官的憲制地位，並就所謂「香港是殖民地」、「香港是三權分立」、「中央虧欠港人普選特首」、「設
立香港國安法是干預香港特區事務」等謬誤逐一澄清，以正視聽。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籲老師着重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在發表施政報告時透露，要「現身說法」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老師上一堂課，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林鄭
月娥在昨日網課後回答了現場教師的提
問。被問到擔任特首的苦與樂，她感嘆
自己這一屆任期特別苦，尤其在前年修
例風波期間，不知道將有什麼事發生，
也非常擔心有人命傷亡，令她當時非常
焦慮，但她亦強調，身為特首可善用權
力為香港解決問題，即使是看似較小的
問題亦感滿足，例如今年施政報告提出
研究以白石角的教育大學運動中心用地
為基礎興建新的港鐵站，及將運動中心
在教大校址附近重置，滿足教大學生需
求同時，亦可以為白石角居民提供交通
便利，達至多贏。

勇於用權力 為港多做事

●林鄭月娥昨日透過網上課程
林鄭月娥昨日透過網上課程，
，為公民科教師講解基本
法規定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憲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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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分5大部分 課後設問答環節
經過 2019 年的黑暴混亂，林鄭月娥表示她
深刻體會到「一國兩制」在港要貫徹落實，有
大量工作要做，當中包括教育這一環，趁今年
中四級推出公民科，其中兩大主題均與「一國
兩制」有關，故現身說法。昨日的課堂題目為
「按《基本法》規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憲制地位」，分為「回顧歷史」、「特區憲
制秩序」、「行政長官憲制地位、職能及產生
辦法」、「解答香港政治體制為何：以行政長
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個人分享和實
踐：如何完善《基本法》中行政長官的憲制地
位」5部分，課後設問答環節。
她在講課開始時即強調香港自古以來都是中
國的一部分，因為 3 條不平等條約，令本港落
入英國管治百餘年。她提到，中國於 1971 年
恢復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即提出要將香港和
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中刪除，「要解決香
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
問題，幾時解決亦是由中國決定」，而聯合國
接受此看法，於絕大比數下通過刪除。
「我記得好細個讀書，學到『香港是英國殖
民地』，其實如果真正了解歷史，這個說法並
不準確，」她表示，當時國家的情況跟現在的
富強水平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但國家當年

對主權都一樣堅定，絕不妥協，何況是今天
呢？」在此背景下，就能理解為何有人鼓吹國
家分裂、「香港獨立」、「民族自決」時，會
引起全國人民的反彈。
林鄭月娥引述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的說
話，包括「港人治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
港人來治理香港，以及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
對香港有利無害。「這兩段說話，大家記起
2019年下半年，因修例風波而引起一連串的社
會暴亂，就應該深有感受」。
她指出，過去令中央擔心的情況不止於此，
2003 年的反對基本法 23 條本地立法、2012 年
反國教、2014 年非法「佔中」、2016 年旺角
暴亂，以至「香港民族黨」崛起等，引爆2019
年的黑暴事件，令中央必須果斷出手，實施香
港國安法及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在上述背景
下，中央兩大舉措是完全符合『一國兩制』的
初心和原則」，合憲合法，不容置疑，「所有
認為設立香港國安法是『干預香港特區事
務』、『違反基本法精神』、『破壞一國兩
制』的，都是謬論。」
對坊間憂慮「一國兩制」在「五十年不變」
後何去何從，林鄭月娥指出，經過中央兩大舉
措，香港已重回正軌，只要把握好「一國」和
「兩制」的憲制關係，「可能根本就唔需要
變……只要佢不變形、不走樣，相信可歷久常

新，繼續引領香港發展」，惟她亦補充，
「一國兩制」仍有地方需要完善。

特首地位高於行政立法司法機關
其後，林鄭月娥解釋了行政長官的「雙負
責」、「雙首長」制度，強調行政長官是整個
特區的首長，地位高於行政、立法、司法機
關，但各方會互相配合和制約。至於行政長官
的產生辦法，「近年好多所謂『民主人士』講
到好似行政長官非一人一票選出來，就係中央
『欠咗我哋』，這個概念也是錯的。」
她直言，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主導體制並
非新創，回歸前的港督任命從無經過選舉或諮
詢；相反，中央一直很有誠意在港推動民主發
展，否則不會於短短 20 多年間，先後 3 次於行
政長官選舉注入民主成分，「第一次是失敗
的，第二次成功將選舉委員會人數由 800 人增
至 1,200 人」，至於第三次，港人本來有機會
於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可惜被立法會推
翻。
最後，林鄭月娥重申教育的重要性，假如無
法令廣大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了解憲制關
係、國家觀念，問題會陸續有來，故希望透過
公眾和學校教育，令市民更掌握基本法精髓，
於日常生活中理解「一國」和「兩制」的關
係，這也是大家需要共同承擔的責任。

中學校長倡課堂內容製成文稿簡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首
次為全港公民科老師作大型線上及線下講課，有參與
教師認為意義重大，有助教師進一步確立公民科的相
關教學內容，期望行政長官未來可提供更多類似機
會，讓教育界更多認識其日常工作，繼而與學生分
享。有中學校長認為，今次課堂內容很有系統，期望
教育局可多行一步，將相關內容製作成文稿或簡報，
方便教師日後採用，結合現有教材。

創知中學組織老師聽講課直播
創知中學昨日組織校內老師們一起聽取講課直播。
校長黃晶榕於課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形容
今次講課內容未必很新鮮，但很有系統，認為對教育
界帶來了正面影響，惜校內不少老師因有其他工作而
未能全程參與講課，「而且好多時當下聽是明白，但
之後要取材用作教學，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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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知中學昨日組織校內老師們一起聽取講課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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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議教育局可考慮多下工
夫，例如考慮於今次講課片段加
入字幕，或將相關內容製作成文
稿或簡報，方便老師使用，又期
望今次只是個開始，希望日後更
多官員能夠效法行政長官，就不
同教育界的專業課題，例如國民
●黃晶榕
教育、教師操守、資訊素養等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辦更多講座，與教育界多交流意
見。
對林鄭月娥寄語教育界應重視
價值觀，黃晶榕表示認同，但認
為那需要社會更多持份者配合，
「始終考試唔考，大學收生、人
才聘用唔關注（價值觀）的話，
大家就未必花時間去培養」，而
且價值觀亦要有標準，須確保學 ●黃麗燕
校之間都是提倡正確的價值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任教公民科的創知中學副校長黃麗燕表示，雖然按
現有教學進度，中四級公民科關於「一國兩制」的部
分已近尾聲，「但始於第一年學界都是摸着石頭過
河 ， 今 次聽 課有 助老 師更 清晰 所教 的內 容是 否正
確」，對日後長遠教學亦有幫助。
她直言，本身會期望特首「講多少少自己經歷」，
舉例如特首上京述職，「好多時同學聽到這部分，都
會問到實際的述職其實會講些什麼，假如特首可以多
講 這些 實際 例子 ， 相 信可 以進 一步 豐富 老師 的教
學。」

林鄭月娥表示，自己於今年 7 月至 8
月曾逐一到訪八大，其中在教大聽到學
生參加體育活動要乘校巴到中大旁的白
石角運動中心上課，後來她想起白石角
居民對增建港鐵站亦有需求，故提出於
白石角相關地段興建鐵路站，同時重置
教大運動中心，成就多贏方案，「作為
行政長官，可統籌甚至號召幾個部門一
起協作，是給我很大滿足感……既然有
權力，也要勇於去用，為香港多做
事。」
在談到香港的行政與立法關係時，林
鄭月娥強調要各司其職、互相配合、互
相制衡，「理想關係就是要在這幾個元
素中取得平衡，唔好日日制衡，亦唔好
只有配合，忘記要代表市民質詢。」
她形容，過去一年特區政府與立法會
關係良好，破紀錄通過 46 條法案，包
括全面禁止電子煙、開徵垃圾收費、引
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等重要法案，「這種
關係唔係要令我哋（政府官員）舒服
點，而是有助香港可以向前邁進。」
最後，林鄭月娥強調公民科的設立很
重要，又呼籲老師着重培養學生正確價
值觀，「我哋做人要有啲底線、有啲價
值觀，尤其是中國人，中華文化源遠流
長，中國人好重視家教、好重視美
德」，但近年或受社交媒體等因素影
響，擔憂新一代慢慢不重視一些中國人
傳統價值，望老師們日後多加培育。

楊潤雄：冀培育具國家觀念新一代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在fb感謝林鄭月
娥親身講課，認為反映了行政長官對公
民科的重視、對教師的關心與支持。他
強調，特區政府期望與教育界攜手合
作，培育學生有識見和承擔精神，並具
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的新一
代。

50教師睇戲識國情 教局人員領總結分享
們身處不同的城市，深耕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
的領域，他們的生活組成了內
宇）教育局早前已為公民科
地大環境的「萬花筒」，教師
教師安排了睇戲識國情的增
透過光影的變幻體會國家的發
益培訓，透過講述當代內地
展及社會生活的真實樣貌。
年輕人追尋夢想、堅守崗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在回覆香
位、獻身醫療文物研究等多
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公民科
元面貌的紀錄片《變化中的
三大主題均與國情相關，旨在
中國．生活因你而火熱》，
讓學生全面認識國家最新發展
藉光與影之間，香港教師體
的概況和取得的顯著成就，局
會內地小市民的日常生活，
方會配合課程需要，安排不同
以小見大，透過小日常透視
類型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包
大國發展格局。
括國情電影欣賞。
教育局於本月中舉行《變化
中的中國．生活因你而火熱》
《變化中的中國》觸動人心
電影欣賞會活動，為 50 名公 ●《變化中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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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科教師帶來身臨其境的教學 火熱
教育局指出，是次《變化中
火熱》
》海報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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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並由教育局課程人員在
的中國．生活因你而火熱》紀
觀影後帶領總結分享。
錄片呈現了內地社會實況、歷
該 紀 錄 片 於 2019 年 底 首
史背景、人民生活等，能立體
映，曾獲選為「2019 年度中
而多角度增進教師對國情的認
國最具影響力十大紀錄片」，
識，觸動人心。電影放映後分
內容跟蹤拍攝 6名內地年輕人
享的內容包括各人物所帶出的
的工作和生活，包括邊送外賣
正面生活與工作態度，以及國
●《變化中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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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生計邊實現打拳夢想的
家近年在不同領域所取得的成
火熱》
火熱
》劇照
劇照。
。
「外賣拳王」張方勇；24 小
就背後是眾人的堅持與付出，
時在崗執勤的基層民警張震男；教學法新穎受
均與課程宗旨和內容息息相關。
學生歡迎的歷史教師魏祺；在邊疆荒漠堅守的
局方建議教師可以舉辦類似活動，配合適切
石窟壁畫研究者李佛；為醫療獻身一天喝不上
的學與教策略，讓學生掌握課程的學習重點，
一口水的產科醫生韓楊，以及想成為中國民營
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包括堅毅、責
企業發射第一顆火箭第一人的創業者舒暢。他
任感、國民身份認同與承擔精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