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 30 周年：
和理傾基本法」論壇

新聞剪輯

日期：2020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14:30 至 17:00
地點：尖沙咀喜來登酒店 3 樓宴會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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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9%9D%9E%E5%BB%BA%E5%88%B6%E6%B4%BE%E6%B8%AC%E8%A
9%A6%E5%8C%97%E4%BA%AC%E5%BA%95%E7%B7%9A%E4%B8%AD%E5%A4%AE%E6%89%8D%E7%AB%8B%E6%B8%AF%E5%AE
%89%E6%B3%95/

42. 教育局局長談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及國家安全法 (政府新聞處)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6/26/P2020062600682p.htm
現場直播 (20200626)
43. [現場]楊潤雄︰課程檢討年內提交報告 將就課程聽取各界意見 (TVB)
http://news.tvb.com/local/5ef59ffb34b031df5e08fed0/%E7%8F%BE%E5%A0%B4%E6%
A5%8A%E6%BD%A4%E9%9B%84%E8%AA%B2%E7%A8%8B%E6%AA%A2%E8%
A8%8E%E5%B9%B4%E5%85%A7%E6%8F%90%E4%BA%A4%E5%A0%B1%E5%91
%8A%E5%B0%87%E5%B0%B1%E8%AA%B2%E7%A8%8B%E8%81%BD%E5%8F%96%
E5%90%84%E7%95%8C%E6%84%8F%E8%A6%8B
44. 【LIVE】基本法 30 周年和理傾論壇（1）(有線新聞)
https://www.facebook.com/icablenews/videos/315828689819940/
45. 【LIVE】基本法 30 周年和理傾論壇（2）(有線新聞)
https://www.facebook.com/icablenews/videos/2941378589324235/
46. 【「基本法 30 周年：和理傾基本法」論壇】現場直播 (RTHK)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v=3047980568610898
47.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見記者】現場直播 (RTHK)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v=272766093993763
48. 【直播】基本法 30 周年：和你傾基本法論壇 梁愛詩與張達明對談 (港人
講地)
https://www.facebook.com/speakouthk/videos/317665102725853/
49. 基本法 30 週年論壇 楊潤雄、劉春華、梁愛詩、張達明出席 (立場新聞)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v=3339762929387275
50. 20200626 「基本法 30 周年：和理傾基本法」論壇 (TMH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2LB7qVTDSk
51.

【#點直播】6 月 26 日 基本法 30 周年 和理傾基本法 (點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CHu9AdLPVg

52. 「直播」「和理傾基本法」論壇傳媒環節 (希望之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Rh1VQy_GCQ

新聞報道 (20200627)
53. 楊潤雄：立國安法後 研循課程向學生講解 (經濟日報)
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681016/%E6%A5%8A%E6%BD%A4%E9%9B%84%EF%
BC%9A%E7%AB%8B%E5%9C%8B%E5%AE%89%E6%B3%95%E5%BE%8C%20%E
7%A0%94%E5%BE%AA%E8%AA%B2%E7%A8%8B%E5%90%91%E5%AD%B8%E7
%94%9F%E8%AC%9B%E8%A7%A3?mtc=70027
54. 楊潤雄：用課程向學生講解國安法 (星島)
https://std.stheadline.com/daily/article/2239357/%E6%97%A5%E5%A0%B1%E6%B8%AF%E8%81%9E-%E6%A5%8A%E6%BD%A4%E9%9B%84%E7%94%A8%E8%AA%B2%E7%A8%8B%E5%90%91%E5%AD%B8%E7%94%9F%
E8%AC%9B%E8%A7%A3%E5%9C%8B%E5%AE%89%E6%B3%95
55. 楊潤雄：研究在課程推國安教育 梁愛詩：要向學生說明革命失敗「會殺
頭」(明報)
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00627/s00001/159319
6095973/%e6%a5%8a%e6%bd%a4%e9%9b%84%e7%a0%94%e7%a9%b6%e5%9c%a8%e8%aa%b2%e7%a8%8b%e6%8e%a8%e5%9c%
8b%e5%ae%89%e6%95%99%e8%82%b2-%e6%a2%81%e6%84%9b%e8%a9%a9%e8%a6%81%e5%90%91%e5%ad%b8%e7%94%9f%e8%aa%aa%e6%98%8e%e9%9d%
a9%e5%91%bd%e5%a4%b1%e6%95%97%e3%80%8c%e6%9c%83%e6%ae%ba%e9%a0
%ad%e3%80%8d
56. 梁愛詩：校園教基本法天經地義 (文滙報)
http://paper.wenweipo.com/2020/06/27/HK2006270001.htm
57. 張達明屈國安法「人治」 梁愛詩強調保障人權 (文滙報)
http://paper.wenweipo.com/2020/06/27/HK2006270009.htm
58. 家長籲政治遠離校園_文滙報
http://paper.wenweipo.com/2020/06/27/HK2006270002.htm
59. 梁愛詩：法律存漏洞 國安立法具迫切性 (大公報)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20/0627/467439.html
60. 鄧飛倡教育局做好教師培訓工作 (大公報)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20/0627/467441.html

61. 楊潤雄：支援學校推動國歌及國安教育 (大公報)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20/0627/467437.html
62. 楊潤雄：將全面推行國安教育 (香港商報)
https://www.hkcd.com/content/2020-06/27/content_1199510.html
63. 梁愛詩：教師要令學生明白無違法達義 張達明批國安立法黑箱作業(HK01)
https://www.hk01.com/%E6%94%BF%E6%83%85/490978/%E6%A2%81%E6%84%9B
%E8%A9%A9%E6%95%99%E5%B8%AB%E8%A6%81%E4%BB%A4%E5%AD%B8%E7%94%9F%
E6%98%8E%E7%99%BD%E7%84%A1%E9%81%95%E6%B3%95%E9%81%94%E7%
BE%A9%E5%BC%B5%E9%81%94%E6%98%8E%E6%89%B9%E5%9C%8B%E5%AE%89%E
7%AB%8B%E6%B3%95%E9%BB%91%E7%AE%B1%E4%BD%9C%E6%A5%AD?itm
_source=universal_search&itm_campaign=hk01&itm_content=all&itm_medium=web
64. 質疑諮詢僅「走程序」 港人不知內容怎有信心 法律學者張達明轟國安立
法黑箱作業 (成報)
http://edhonwah.wisenews.net/wisecampus/tool.do?wp_dispatch=confirm-view&docids=news:25ci^202006270368440(S:382893147)&menu-id=&on-what=selected&fromlist&display-style=all&tooldisplay=true
65. 「國安條文強硬 港 no say」 譚惠珠指法例諮詢中 料一公佈即實施
(蘋果)
https://hk.appledaily.com/local/20200627/YZU5M7HOQKFGHDQOYGTGALERZY/
66. 譚惠珠：國安問題香港 No say 學者憂內地定義闊 難保障人權自由 (信報)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politics/article/2505042/%E8%AD%9A%E6%83%A0%
E7%8F%A0%EF%BC%9A%E5%9C%8B%E5%AE%89%E5%95%8F%E9%A1%8C%E9
%A6%99%E6%B8%AFNo+say++
67. 國安法草案 譚惠珠料下周通過 (經濟日報)
https://paper.hket.com/article/2681017/%E5%9C%8B%E5%AE%89%E6%B3%95%E8%8
D%89%E6%A1%88%20%E8%AD%9A%E6%83%A0%E7%8F%A0%E6%96%99%E4%
B8%8B%E5%91%A8%E9%80%9A%E9%81%8E?mtc=70016
http://edhonwah.wisenews.net/wisecampus/tool.do?wp_dispatch=confirm-view&docids=news:275l^202006270374473(S:382893147)&menu-id=&on-what=selected&fromlist&display-style=all&tooldisplay=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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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林曉君

國安法草案 譚惠珠料下周通過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昨指，「港區國安法」草案已經在香港完成諮詢，預料全國人大常委會很大機會下周二（30日）
通過有關草案。

同頁之其他新聞
移民查詢飈3倍 「準歐盟國」黑山受捧
楊潤雄：立國安法後 研循課程向學生講
解
明天及七一反國安法遊行 警反對
帶寵物「出國」 委託移民公司較省時

她又強調，港區國安法不會是無牙老虎，否則「不如唔好立法」。
NEA促公開具體條文
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NEA）發聲明，強烈要求人大常委會作決定前，公開草案具體條文，讓各界有機會表達更全面的意
見，亦有助新聞工作者作準確深入報道及分析，協會已向人大常委譚耀宗反映。香港記者協會則要求人大常委會撤銷立法，
如果必須進行，應該首先展開公開和廣泛的諮詢。
多名民主派議員批評，人大常委會沒有就港區國安法公開諮詢港人意見，草案全文至今仍然未公開，民選議員亦沒有機會表
達意見，質疑中央害怕反對聲音，認為港區國安法會破壞香港的高度自治，又認為駐港國家安全公署與特區執法和司法機關
建立協作機制，嚴重影響香港司法獨立。
譚惠珠昨在電台節目表示，港區國安法草案已在香港完成多場諮詢，預料全國人大常委會很大機會下周二（30日）通過有關
草案。
譚惠珠表示，投票後，港府需要刊憲後港區國安法才生效，強調「可以同步進行，令投票時間及刊憲時間好近」。譚又透
露，是次常委會有近10名港區人大代表，以及全體基委會委員列席。

梁愛詩

昨日的一個基本法30周年論壇上，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
指出，內地《國安法》提及，維護國家安全，應尊重和保障
人權，依法保護公民權利和自由等，而港區國安法的草案說明中亦有類似內容，提及依法保護香港居民包括言論、新聞、集
會、遊行等權利和自由。

梁愛詩 ：港人權利續受保障
梁認為，立法後，會按照香港法例執行，香港人的權利及自由繼續受到保障，希望港人相信香港法律制度的完善。
出席同一論壇的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關注，港區國安法對「國家安全」的定義，擔心與2015年內地通過的《國安
法》一樣，他指，內地對國安定義涵蓋範圍包羅萬有，恐令本港人權和制度無法獲得保障。張達明續指，港區國安法非由香
港自行立法，加上中央對特定案件有管轄權，擔心是否可由香港法院全權處理。
文章編號: 202006270374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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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草案 譚惠珠料下周通過
 政治版 2020/06/27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昨指，「港區國安法」草案已經在香港完成諮詢，
預料全國人大常委會很大機會下周二（30日）通過有關草案。
她又強調，港區國安法不會是無牙老虎，否則「不如唔好立法」。
NEA促公開具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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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立國安法後 研循課程向學生講解
 港聞版 2020/06/27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出席一個關於基本法論壇後表示，待「港區國安法」立法
後，教育局將研究以何方式，透過課程向學生介紹當中的重要條文、理念及影
響等，暫計劃按目前教授憲法及基本法的方式，滲入不同科目推行，但與
...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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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國安法

譚惠珠：國安問題香港No say
學者憂內地定義闊 難保障人權自由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全國人大常委會周日（28日）召開一連3日會議，議程雖未提及「香港國安法」，
然而，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周五接受電台訪問時形容國安法「好有可能性喺
今次通過」，認為中央通過立法、敲定草案後，才會公布條文。而基本法委員會前

中環商地王招標 估值劈達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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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析 | 信報投資分析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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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梁愛詩就指出，國安法按香港法律執行，人權及自由依然受保障，希望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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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課程向學⽣講解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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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善德基⾦會主辦基本法論壇，左起：梁愛詩、張達明、楊潤雄及基⾦會主席董吳玲玲。

（星島 ⽇ 報 報 道 ） 全 國 ⼈ ⼤常委會明⽇起⼀連三⽇舉⾏會議，預料繼續審
議《港區國 安 法 》 草 案 。 教 育 局局⻑楊潤雄昨表⽰，待《港區國安法》訂立
後，會將條 文 內 容 、 理 念 等 加 入學校課程，⾄於以甚麼⽅式融入課程，他稱暫
時傾向以現 時 教 授 《 基 本 法 》 、憲法的形式處理，混合在中⼩學不同課程內，
當局會在法 例 通 過 後 再 作 詳 細 考慮。另外，對於有學校教職員參與反國安法聯
署，他表⽰ 根 據 學 校 的 回 應 ， 「似乎曾有其事」，已要求校⽅嚴肅跟進及提交
報告。
教育局 局 ⻑ 楊 潤 雄 昨 出 席 「基本法三⼗周年：和理傾基本法」論壇後表
⽰，訂立《 港 區 國 安 法 》 對 國 家和香港都是⼗分重要的⼯作，在立法後，當局
將條文內容 和 理 念 加 入 學 校 課 程中，「我們會在課程裏看看⽤甚麼⽅式，並視
乎內容向學 ⽣ 介 紹 ， 令 他 們 能 更深入了解國家安全法的重要性、其背後的理念
及對他們的 影 響 。 」
對於條 文 以 甚 麼 ⽅ 式 或 融 入哪個科⽬，楊潤雄表⽰，初步料與現時教授憲
法、《基本 法 》 或 《 國 歌 法 》 的⽅式相同，透過不同科⽬去做，當局會在法例
通過後再作 詳 細 考 慮 。
被問到 美 國 參 議 院 通 過 了 《香港⾃治法案》，可能會制裁執⾏新法例的官
員，他強調 國 家 安 全 對 任 何 國 家都⼗分重要，亦是每⼀個政府很重視及⾸要的
⼯作，每⼀ 名 香 港 市 ⺠ 都 有 責 任⽀持國家安全的立法⼯作。
提到香 港 培 正 中 學 ⼀ 批 師 ⽣及校友，早前參與反對《港區國安法》聯署，
其中⼀名聯 署 ⼈ ， 與 學 校 副 校 ⻑同名。楊潤雄表⽰已收到有關投訴，已轉介予
學校，要求 學 校 嚴 肅 跟 進 及 提 交報告；初步獲學校回應「似乎學校亦表⽰這事
情曾經發⽣ 」 ， 但 詳 情 會 待 校 ⽅完成調查報告，再作跟進。
他指出 ， 教 師 聯 同 學 ⽣ 參 加與學校名稱相關的聯署活動，⽽學校已公開表
⽰有關活動 與 學 校 無 關 ， 擔 ⼼ 相關的聯署會令⼈誤解學校參與其中，令學⽣或
其他⼈會感 受 到 壓 ⼒ 。
《基本 法 》 委 員 會 前 副 主 任梁愛詩在同⼀場合提到，早前有歷史科教師向
其請教，在 課 堂 提 及 「 ⾰ 命 」 會否違反《港區國安法》，她說贊成批判式教
育，「但凡 事 要 有 個 底 」 ， 教 師應向學⽣解釋他們對國家有責任，如對政權有
不滿時發動 ⾰ 命 ， ⼀ 旦 失 敗 「 會被⼈殺頭」，令學⽣明⽩沒有「違法達義」，
必須承擔後 果 。
與會者 香 港 ⼤ 學 法 律 學 院 ⾸席講師張達明指，內地《國安法》有效性不⽌
以刑法禁⽌ ⼤ 眾 ⾏ 為 ， ⽽ 是 着 重防⽌問題出現，並在意識形態和教育上花⼯
夫。他指⾃ ⼰ 不 敢 肯 定 這 套 教 育⽅式會否套⽤在香港，但相信這⽅式若放在港
使⽤，校⻑ 與 老 師 都 會 感 到 陌 ⽣，與學⽣討論有關議題時，只能有正⾯的聲

⾳。他擔⼼ 下 ⼀ 代 學 ⽣ 無 法 從 多⾓度思考，老師亦無法糾正學⽣錯誤思維。
另外， 對 於 本 報 昨 獨 家 披 露學校課程檢討專責⼩組已完成相研究，最快九
⽉提交報告 。 楊 潤 雄 表 ⽰ 專 責 ⼩組會在下半年提交報告，⾄於通識教育科是否
刪減單元， 他 未 收 到 相 關 報 告 ，無法評論，但相信建議會包括去年公眾諮詢期
間，提及不 同 科 ⽬ 包 括 通 識 教 育科刪減課程內容，增加學⽣的學習空間，吸收
更多其他的 知 識 。 ⾄ 於 政 府 會 否採納，他表⽰收到報告後，會審視專責⼩組提
出的專業研 究 結 果 ， 並 繼 續 聽 取社會上不同⼈⼠的意⾒後再作決定。

楊潤雄

⽤課程向學⽣講解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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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全國人大常委會下周日至周二開會，料審議「港區國安法」。教育局長楊潤雄昨
說，港區國安法立法後，局方會研究如何在課程推行國家安全教育，讓學生了解該法的影響、
重要條文等，暫擬以《憲法》及《基本法》教育的推行方式推展。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
明說，有教師聯署反對港區國安法遭批評，但大學校長聯署支持立法卻無被追究，擔心日後若
教師所為與政權看法不一，會被視作「違反專業」，並出現針對教師言論的「文革式批鬥」。
楊：暫擬按基本法教育方式推
楊潤雄昨在有關基本法的論壇致辭，稱憲法及基本法教育包括促進師生認識國歌法及國家安全
教育，局方會全力支援學校推動相關教育，讓學生全面認識國情。他在論壇後表示，港區國安
法立法後，局方會研究在課程以什麼方式及內容，向學生介紹該法，讓他們理解國安法的重

總編輯信箱

要、影響、部分重要條文等，暫擬以憲法及基本法教育推行方式，推展國安教育。
根據《中學教育課程指引》，初中基本法教育可滲入中史、歷史、地理及生活與社會科，3年
內有51課時教授基本法。至於小學，常識科會教授基本法憲制背景及一國兩制等內容。
張達明： 「異見」教師或視違反專業
學生無法多角度思考

___

最近香港培正中學副校長疑參與聯署反對港區國安法，教育局要求學校跟進及交報告。出席論
壇的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說，大學校長聯署支持港區國安法，沒被當局批評專業失
德，但有教師反對立法時，卻被指將政治帶入校園。他擔心日後倘教師所為與政權看法不一，
或被視為「違反專業」，令學校無法訓練學生多角度思考，並出現針對教師言論的「文革式批
鬥」。

最高瀏覽量要聞文章
1

更正欄

譚惠珠：法工委已在港蒐意見 稱「可接觸的
人都有接觸」 張達明批黑箱立法 - 20200627

2

美參院通過《香港自治法案》 金融機構助損
自治者可被制裁 - 20200627

3

楊潤雄：研究在課程推國安教育 梁愛詩：要
向學生說明革命失敗「會殺頭」 - 20200627

4

拒批周日七一反立法遊行 警：社會氣氛不穩 20200627

5

海外升學查詢增兩成 專家：多了問哪國可移
民 - 20200627

張達明說，內地的國家安全法規定公民有責任舉報涉危害國安的線索或行為，又指內地國安教

6

兩傳媒協會函人大促公開條文諮詢 - 20200627

育會教學生留意家人有否危害國安行為，如子女留意爸爸上網瀏覽內容，繼而舉報。他關注本

明報即時新聞

港國家安全教育會否跟隨內地做法。

413,019 讚好次數

論壇另一嘉賓、前律政司長梁愛詩說，有歷史科教師問她，日後在課堂講「革命」會否違反國
安法。梁稱贊成批判式教育，「但凡事要有個底」，認為教師要向學生說明他們對國家有責
任，亦要讓其明白，若不滿政權而發動「革命」，一旦失敗「會被人殺頭」，令學生知道沒有

6 位朋友對此讚好

「違法達義」，做任何事都要承擔後果。
（港區國安法）
相關字詞﹕張達明 梁愛詩 楊潤雄 教育局 港區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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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校園教基本法天經地義
2020年6月27日（星期六）

教育界信國安立法後青年有新看法新角度

香港自去年起捲
入黑暴旋渦，在攬
炒派煽動下不少年
輕人漠視「一國兩
制」的重要基石，公然鼓吹「港獨」，凡
此種種均顯示加強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
的迫切性。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原副主任梁愛詩昨日在教育界基本法
論壇時強調，學界推廣基本法是天經地
義，而日後港區國安法立法更應向學生講
清是非黑白。多名與會的教育界人士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言，特區政府過往
在基本法教育的力度及深度不足，並相信
港區國安法能為香港青年帶來新的看法和
角度。在目前的政治氣氛下，教育界應迎
難而上，做好相關教育工作。

香善德基金會昨日舉辦「基本
法 30 周年：和理傾基本法」論

壇，邀請梁愛詩等人與出席的校
長、教師分享基本法的專業法律觀
點，並就推廣基本法教育提出意見
（尚有相關新聞刊A3版）。
梁愛詩直言，以往部分特區政府
官員抱「少做少錯」心態，以至在
推廣基本法活動上，竟提出辦「香
夜景」填色比賽，「以此去推廣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又怎能達
到目的？他們這樣提議，純粹是覺
得那最不敏感，不會被人批評『洗
腦』，但其實根本唔需要怕。」
她強調，對香特區政府而言，
推廣基本法「是天經地義的事」，
學生理應知悉各項基本原則，「你
可以唔同意國家個別法例或行政行
為，但必先知道它是什麼。」同
時，世上並不存在所謂「違法達
義」，學校務必要令學生明白，一
旦有行動就必須承擔相應後果。
同樣道理亦見於國家安全教育，
梁愛詩談到自己上星期曾到學校，
與一班教師論及國安教育。其間，

有歷史科教師問及，將來提及中國
革命史會否違反區國安法，「我
認為應跟學生講明是非黑白，首先
應清楚講明每個人對國家都有責
任；假如真的有不滿，甚至要搞
『革命』，那就應該清楚何謂成者
為王，敗者為寇。」

校長：引導學生守法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校長邱少雄
於論壇後接受香文匯報訪問指，
近期社會事件對教育界推廣基本法
和國安教育挑戰難免會增加，「但
■ 邱少雄強調守法是社會核心價
困難不代表學校就放棄，只要覺得
值，務必正確引導學生。
務必正確引導學生。
對學生成長好，學校都應迎難而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做好。」尤其守法是香社會的核
心 價 值 ， 學 校 務 必 要 正 確 引 導 學 來的區國安法能為青年帶來新的看
生，切勿被個別「專業人士」提倡 法和角度，不會人云亦云。
的所謂「違法達義」影響。
楊潤雄：研納入課程
曾任教師、現為博愛醫院總理張玉
書感嘆指，特區政府以往基本法教育
為昨日論壇擔任主禮嘉賓的教育
工作力度不足，避重就輕，並不深 局局長楊潤雄則表示，國家安全立
入，更沒有和法律界以至其他部門協 法對國家和香來說都是十分重要
作，令教育留下太多留白與灰色地 的工作，局方會待立法完成後，再
帶。自己很關注國安教育，並期望將 檢視課程裏可以什麼方式及視乎內

■ 張玉書認為
張玉書認為《
《基本法
基本法》
》教育應化
繁為簡。
繁為簡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容向同學介紹，讓他更深入了解國
家安全的重要性、其背後的理念及
對他們的影響，以及當中一些重要
條文。
他並以憲法、基本法或國歌教育
為例，目前都是透過很多不同科目
去做，局方暫時亦計劃同樣處理國
安教育，但仍須待條文出來後再作
詳細考慮。

家長籲政治遠離校園
「黃師」問題嚴重，個
別害群之馬利用教師之
便，滲透個人政治意見甚
至激進主張，煽動學生懷
抱「高尚」情操充當政治
■ 湯修齊
炮灰。出席昨日基本法論壇的家長對此
表示擔心，憂慮有教師會利用「基本法
教育」借題發揮，乘機夾雜「個人意
見」、「擔憂」以至「立場」，籲有關
當局與學界務必正視問題，確保學生遠
離政治，回復安寧。
參與昨日論壇的家校會主席湯修齊在
會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
港區國安法立法對於整個香港來說能帶
■ 呂女士
來穩定環境，無論是營商、科技都有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處，而對學校而言，更需要一個寧靜、

$

安全、穩定的環境，專心做好教育工
作，以免受校外的暴力或其他事件影響
學校的氛圍。

指
「黃師」
夾雜個人意見
「作為家長都希望知道老師會點教，
於是參與今次論壇。」家長呂女士在論
壇期間的台下發言環節，慨嘆今時今日
部分教師於教學中夾雜個人意見，甚至
透過毫無根據的所謂「擔憂」，煽動恐
慌。
她在論壇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
時，進一步談及今時今日的家長辛酸，
「中小學生以聽為主，老師講咩就照單
全收，受其左右，覺得自己唔發聲、唔
革命就會『辜負社會』，這類想法真的

會在一些學生口中聽到。」
原來，呂女士兒子今年就讀中六。她
慨嘆昔日便曾在兒子口中聽到所謂「違
法達義」主張，幸好自己有時間跟兒子
溝通開導，「呢代家長真的很苦，以前
就忙於對功課，了解操行，但近年要跟
進的事多了很多。」
教育局近年積極提倡學校推廣基本
法教育，呂女士認為，基本法教育理
應有如教中、英、數、常一般，建基
於事實去教，「法例點寫就點講，案
例點判就點教，但社會事件以來，部
分教師會將自己毫無事實根據『擔
憂』混入教育，這才是家長們的最大
擔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于錦言

張炳良：教師仇警言論過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近年
部分學校遭「黃師」、「黃教材」
滲透，個別「黃師」更肆意散播仇
恨，荼毒學生。香教育學院（現
為香教育大學）前校長、運輸及
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昨日強調，老
師應是學生的典範，要對自己有較
高要求。有民間團體則針對「黃
師」禍校問題，建議設立「教師專
業操守評核機制」，有系統定期監
督教師專業操守表現，幫助學生重
回正軌，安心學習成長。
自修例風波發生至今已逾一年，數
以千計學生被捕，不少失德「黃師」
煽動年輕人走上街頭，令他們淪為政
治炮灰。教育局最新數字顯示，由去
年 6 月起至今年 5 月為止，已有 3,600
名學生及多達 110 名大中小學教職員
被捕。

目前在教大擔任公共行政學研究講
座教授的張炳良，昨日在接受電台訪
問時，指有個別老師在 fb 寫出「黑警
死全家」這類散播仇恨的言論是過了
界線，「因為老師係個典範，不應隨
便，要好小心，唔係話唔可以有激烈
政見，但不能予人鼓吹暴力嘅印
象。」
自修例風波以來，網上出現了所謂
「起底」情況，張炳良認為有人持雙
重標準，如當「黃色陣營」被起底
時，他們就聲稱此舉是在侵犯私隱、
違反「正義」，但當「藍色陣營」被
起底時，就似乎變得「理所當然」，
這現象並不公道。

團體倡設機制評核教師操守
同日，由香一班教育工作者及家
長自發組成的民間團體「救救孩子」

及「愛國護團結力量」，針對「黃
師」禍校的問題提出建議，要求教育
局建立有效可行的「教師專業操守評
核機制」，以免別有用心的教師教壞
學生。
該兩個團體均認為，「教師專業操
守評核機制」應由教育局統籌及監
察，局方可按教育政策及指引設計
「教師專業操守評核表」，交由校長
及校監向其屬下的教師進行評核，每
半年或一年一次，評核後交回教育局
備案。
他們續指，評審可分優異、良好和
有待改進三個級別。若某教師連續三
次被評為「有待改進」，校方要立刻
嚴肅跟進，包括不再續約，教育局亦
應取消其教師資格，相信通過兩三年
的勵治，「黃師」絕跡校園，學生可
重回正軌，安心學習成長。

副校曾反立法 校方須交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于錦言

■ 香港善德基金會昨日舉辦
香港善德基金會昨日舉辦「
「基本法 30 周年
周年：
：
和理傾基本法」
和理傾基本法
」論壇
論壇。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楊潤雄表示
楊潤雄表示，
，學校
學校「
「有職位人士
有職位人士」
」參加反立法聯署
參加反立法聯署，
，
或會令人誤解是學校參與其中。
或會令人誤解是學校參與其中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有自稱「培正校友反送
中關注組」的組織上月發起所謂網上聯署，「騎劫」
培正中學的校名作為反對區國安法的政治籌碼。有
培正家長就投訴該校有副校長及主任連同一批學生參
與聯署。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表示，培正已表明聯
署與學校無關，若老師或「有職位人士」參加這些聯
署，或會令人誤解是學校參與其中，又或令學生或其
他人感到壓力，故已要求學校嚴肅跟進事件，目前局
方要留待學校提交報告後，才能判斷校方在哪方面做
得不好，再作改善。
楊潤雄昨日確認，局方已接獲關於培正副校長及教師
簽署行動的投訴，並已將投訴轉介予學校要求嚴肅跟進
及提交報告。他表示，學校早前的回應已承認事件確曾
發生，局方會留待其完成調查報告，才能詳細了解整個
事件並作回應跟進。
他強調，教育局的原則是，當有老師聯同學生參加此類和校名
有關組織的聯署，或會令人誤解學校亦有參與，又或令校內學生
或其他人受壓，這些都是局方覺得可能引致問題的原因。

稱平台遲未按要求刪聯署
被投訴參與聯署者為培正副校長鍾偉東與主任梁振忠。家長質
疑他們身為老師卻帶頭將政治帶入校園。培正校監何建宗事後接
受大公報訪問時表明，校方重視教職員及學生聯署反國安法一
事，並已致電教育局分區主任交代事件前因後果，及交流如何在
日後更具體地關心和輔導教師和同學。
同時，該校校董會事後亦召見了二人。他們當時聲稱，他們是
受朋友邀請參與聯署。當教育局於6 月 11 日發出指引後，二人已
要求「培正校友反送中關注組」刪除其署名，惟平台遲遲未刪
除。
何建宗並引述鍾梁兩人指，因參與聯署對校方造成極大影響深
表悔意，並承諾跟隨校方辦學原則。同時，校方會根據聯署名單
向參與聯署的學生跟進輔導工作。

通識科傳刪減政治參與內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成立的「學
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早前已完成公眾諮詢，針
對在修例風波期間備受關注的通識科的檢討，教
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基於近月疫情，小組會新
增檢視在家或電子學習對課程或教學影響的工
作，預計會於下半年提交報告。有消息則透露，
小組會建議通識科維持必修必考，但會精簡內
容，包括重點檢討「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等課
題，其中會強調法治精神和守法意識等。
楊潤雄表示，專責小組去年已提出初步意見及進
行公眾諮詢整理。有見近月疫情對教學的影響，局
方已要求小組同時檢視相關情況，估計小組可於下
半年提交報告。教育局收到報告後，會繼續就課程
檢討聽取社會不同人士意見，然後作出決定。
他透露，該小組於去年初步提出，包括通識科
在內的多個科目內容都會作出刪減，為學生釋放
學習空間，協助其個人成長及其他科目增進知
識，而最終建議仍要留待小組提交最後報告才得
知。在教學方面，局方一直要求所有老師、教學

材料採取持平態度，將知識傳授予學生。

課程組建議繼續
「必修必考」
針對通識科檢討，有媒體昨日引述消息指，小
組維持去年提出的看法，建議繼續「必修必
考」，但課程內容會作精簡，獨立專題探究
（IES）則可選修。
據了解，小組於諮詢期間收到不少意見，認為
修例風波與通識科出問題有關，認為教育當局推
出多項措施加強課程監管，包括加強重點視學，
並新增「通識書」專業諮詢服務為將來送審鋪
路，加上考慮到文憑試的國際認可、課程穩定性
等，不認同對大幅更動該科。在精簡具體課程方
面，將會由課程發展議會下的專責委員會負責。
消息指，外界有較多質疑的「今日香」單元中
「身份認同」、「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等課題將
是檢討重點，預計前者釐清「香人」與「中國
人」身份認同不存在對立關係，後者則會強調法治
精神和守法意識。

楊潤雄指課程檢討小組將呈報告 內容與港區國安法無
直接關係
2020-06-26 17:01

楊潤雄指課程檢討小組將呈報告 內容與港區

2020-06-26

無綫新聞 > 港澳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指，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下半年將提交報告，
但檢討內容與《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沒有直接關係。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指：「我們會在課程當中看看以甚麼方式及內
容，介紹給同學知道，令他們更深入理解國家安全法的重要性、背
後的理念及對他們的影響，以及當中一些重要的條文，這些我們會
等立法後決定。這個與小組正在做的整個課程的檢討，沒有一個直
接的關係。我們現在做憲法、《基本法》或國歌法，我們都是透過
很多不同的科目做，國家安全法我們現在的想法，暫時來說都是以
同樣的方法做。」
另外，對於教育局早前接獲投訴，懷疑培正中學有師生參與反對
《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聯署。楊潤雄指，教師參與聯署活動可能
令人誤解學校有參與，令學生感受到壓力，已要求校方嚴肅跟進。
上一則 : 自由黨創黨主席李鵬飛上月逝世 家人於會展舉行追思會
下一則 : 本港增3宗新冠肺炎輸入個案 累計1196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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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達明：港區國安法中央無按基本法諮詢意見

張達明：港區國安法中央無按基本法諮詢意見
17小時前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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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新聞台】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擔心，港區國安法制
定後，會引入內地模式，加強控制意識形態、收窄校園討論空間；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則認為，老師有責任清楚講述，違反
國安法的後果。

熱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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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更新】香港新型冠狀...

2

【6月26日疫情速報】(23:15)

3

美國參議院通過《香港自治...

4

陳方安生稱因年事已高

5

聯合國前人權事務高級官員...

6

報道指解放軍進入德普桑平...

7

【新聞智庫】利物浦失而復...

8

中印邊境持續緊張

張達明又指，基本法第十八條規定，中央在附件三納入新法律前，
須諮詢特區政府及基本法委員會，但至今仍有委員稱未看過條文，
質疑中央如何符合基本法規定，又形容與當年制訂基本法時，諮詢

編輯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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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時前

港人約四年的做法落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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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律師公會：特首指 譚耀宗︰日後公務員 譚耀宗指駐港維護國
派法官做法違背基本 就任須宣誓擁護基本 安公署不受基本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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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2日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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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達明冀執法部門按 陳文敏：政府未有正 張達明批評林鄭作為
本港法律執行國安法 面處理一地兩檢法律 特首放棄香港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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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學校課程檢討小組倡通識維持必修必考

消息：學校課程檢討小組倡通識維持必修必考
2020年6月26日 18:01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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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新聞台】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指，在港區國安法立法後，會加
強校園國家安全教育，讓學生理解條文及影響，傾向透過不同科目
教授。另外，教育局預計今年內會收到針對學校課程的檢討報告，
消息指，報告建議高中通識科繼續維持必修必考。

熱門新聞

1

【持續更新】香港新型冠狀...

2

【6月27日疫情速報】(18:00)

3

美限制涉損香港自治中國官...

4

【6月26日疫情速報】(23:15)

5

報道指解放軍進入德普桑平...

6

陳方安生稱因年事已高

7

聯合國前人權事務高級官員...

8

政府強烈反對美國參議院通...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出席一個基本法論壇時，提及港區國安法立法對
國家及香港都是重要工作，立法後會在校園加強國家安全教育，初
步傾向透過加入不同科目課程向學生講解，至於教育局在2017年成

編輯之選

2小時前

19分鐘前

立的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預計今年內提交最終報告。
據了解，小組大致完成課程內容討論，餘下因疫情停課而需要新增

9小時前

的檢討仍未完成。
當中備受關注的通識科，消息指，小組維持去年初期報告看法，建
議高中必修必考，保留其核心科目地位及目前評級制度，但要精簡

19小時前

課程，並容許學生自選參與獨立專題探究，而精簡課程的工作及方
向，交由課程發展議會研究跟進。

2020年6月26日 14:15

負責檢視通識科的專責委員會，據知已着手對課程的六大單元逐項
檢視，消息人士透露，外界對「身分認同」、「法治」、「政治參
與」等課題早有意見，委員會亦會檢討。

退...

2020年6月26日 10:08

楊潤雄表示局方收到報告後，會同時考慮小組建議及社會意見。他
指按照小組去年初步報告，估計通識科之外其他科目，亦可能建議
刪減或改動，以釋放學生學習空間。

相關新聞

2020年6月26日 08:14

19小時前

中印邊境持續緊張
2020年6月26日 17:23

印首都...

梁愛詩：國安法保障人權自由

不牴解國際公約

張達明質疑內地從沒政府人員被判違憲

楊潤雄：已促培正調查教師有否參與反國安法聯署
條文公布後會向學校介紹重點

立即打开

梁爱诗：“港区国安法”后，仍须
加紧为23条立法
观察者网

06/26 20:04 中国关怀，全球视野，我们独立…

据大公文汇全媒体6月26日报道，梁爱诗今
日（26）出席“基本法30周年论坛”时表
示，从去年的修例风波中可以很明显看到外
国势力对香港事务的干涉，他们为暴力分子
出谋划策、提供物资，严重威胁国家安全，
所以人大常委会就此快马加鞭订立港区国安
法绝对是必要之举。她指出，在香港设立国
家安全委员会及相应执法机构亦非常重要，
而且订立“港区国安法”之后，香港仍须加
紧为基本法23条立法。

打开

打开凤凰新闻，查看更多高清图片

梁爱诗强调，回归不该只是换支旗改个名，
是对国家民族的认识和接受，是对国民身份
的接受。
梁爱诗还指，现在香港仍有人还是对“一国
两制”和《基本法》有误解，她强调，回归
不该只是换支旗改个名，而应是一个心路历
程，是对国家民族的认识和接受，是对国民
身份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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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稱待港區國安法訂立後

才決定如何加入課程

2020-06-26 HKT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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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稱待港區國安法訂立後

才決定如何加入課程

教育局局⻑楊潤雄說，港區國安法訂立後，將會考慮以哪種形式將條文內容、理念等加入課程中，暫
時傾向以現時教授基本法、憲法的形式處理，即混含在中⼩學不同課程教授，但強調要待立法後才決

定。
另外，楊潤雄表⽰，估計參與檢討通識科的學校課程檢討專責⼩組，將於今年下半年提交報告，但由
於局⽅要求他們同時檢視停課期間的教學影響，所以實際提交報告的⽇期，要視乎⼩組的⼯作進度。
⾄於香港培正中學⼀批師⽣及校友，早前參與反對港區國安法的聯署，有傳媒報道其中⼀名聯署⼈，
與學校副校⻑同名。
楊潤雄表⽰，收到相關事件的投訴，已要求校⽅嚴肅跟進及提交報告。他提到，有教師及學⽣參加與
校名有關的組織的聯署活動，當校⽅已表明有關組織與學校無關時，擔⼼相關聯署會令⼈誤解學校有
份參與，令學⽣及他⼈有壓⼒。

港區國安法
全國⼈⼤常委會會議就港區國安法草案進⾏初
審。條文列...
(https://news.rthk.hk/rthk/ch/newsfeature/news-feature-detail?nfid=304)

(https://news.rthk.hk/rthk/ch/newsfeature/news-feature-detail?nfid=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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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料失業率將升⾄6%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34393-20200627.htm)
2020-06-27 HKT 11:06

葉國謙：遊⾏中揮動港獨旗或英美國旗違港區國安法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34392-20200627.htm)
2020-06-27 HKT 11:04

黃國健料下周⼆或之前通過國安法機會逾半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34390-20200627.htm)
2020-06-27 HKT 10:46

葉國謙認為特區政府無⾓⾊就國安法諮詢公眾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34385-20200627.htm)
2020-06-27 HKT 09:59

保就業計劃公司申請較預期少 羅致光：部分憂影響商譽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534384-20200627.htm)
2020-06-27 HKT 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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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籲信任香港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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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達明：仍未知正式文本

2020-06-26 HKT 22:25

基本法前副主任梁愛詩表⽰，內地不會將⾃⼰⼀套放入香港，希望市⺠信任香港的法律制度。
港⼤法律學院⾸席講師張達明表⽰，⼤家都看不到正式文本，對於梁愛詩很有信⼼「港區國安法」是
⾏香港的⼀套，不是內地的⼀套，他不明⽩對⽅為何這麼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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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籲信任香港法制

01:15

 

張達明指擔⼼在於不知條文

2020-06-26 HKT 17:07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出席⼀個論壇，對於外界對《港區國安法》有疑慮，她說希望市⺠信任
香港的法律制度，香港⼈的權利及⾃由都會得到保障，強調是按香港法律執⾏。
港⼤法律學院⾸席講師張達明提到，現時的擔⼼在於仍未能得知港區國安法的條文，擔⼼是否由香港
法院全權處理相關案件。他⼜說，當年草擬基本法時，有4年零8個⽉諮詢，香港⼈亦有份參與。

AA

A

APPS (HTTPS://WWW.RTHK.HK/APPS?LANG=ZH-HANT)

繁 (https://news.rthk.hk/rthk/ch/) 简 (http://gbcode.rthk.hk/TuniS/news.rthk.hk/rthk/ch/) Eng
(https://news.rthk.hk/rthk/en/)

(https://www.rthk.hk/?
lang=zh-hant)
2020.06.27 星期六

32°C

選單

70%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category.php?type=all&cid=7&order=hot&lang=zh-CN)
(https://www.facebook.com/RTHKVNEWS)
(https://news.rthk.hk/rthk/ch/rss.htm)
搜尋...
主⾴ (/rthk/ch/)

視像新聞

8%87%E5%88%B6%E5%BA%A6%E7%84%A1%E6%B3%95%E5%8F%97%E4%BF%9D%E9%9A%9C)



00:04

張達明憂國安定義涵蓋寬闊

01:17

 

本港⼈權與制度無法受保障

2020-06-26 HKT 16:21

港⼤法律學院⾸席講師張達明表⽰，很難想像港區國安法對國家安全的定義，與2015年內地通過的
《國安法》不⼀樣，但內地對國安定義涵蓋範圍寬闊，擔⼼本港⼈權和制度無法獲得保障。
張達明出席⼀個論壇表⽰，內地《國安法》涵蓋範圍包羅萬有，非常豐富，亦列明港澳有責任維護國
家安全，其中國家安全的根本是維護政治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因為根據文件顯⽰中央認為⻄⽅不利
國家利益的思想，在互聯網滲透，因此需要掌控。
張達明認為制定基本法時，兩地制度有很⼤不同，但希望有防火牆。他對有關的國安的定義感到非常
陌⽣，但要接受國家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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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制訂港區國安法後仍要就基本法23條立法
26.06.2020 16:44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出席一個基本法30周年論壇時指，很多人對基本法有誤
解，例如認為中央除了國防及外交外，其他事務都不能管，又指反對派經常指責中央收緊
本港自由，但其實是反對派不斷測試中央底線，中央才根據基本法處理香港事務。她又指
港區國安法仍未能涵蓋所有國家安全範圍，例如煽動分裂及洩露國家機密等，因此立法

日期

後，不等如不用就基本法23條立法，

由:

日 27

月 6

年 2020

到:

日 27

月 6

年 2020

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指，基本法與港區國安法同樣是國家法律，但兩者立法過程
完全不一樣，擔心立法後本港法院不能全權處理案件，影響司法制度。他又指現時中央多
講「一國」，質疑一國兩制是否已走樣及保持初心，認為中央要克制行使權力，一國兩制
才會成功。
Tag

多名官員前往李鵬飛追思會致意
區議員就申請 7月 1日辦港島遊行遭警方反對提出上訴
演出業協會促康文署檢討場地半數入座安排
郭榮鏗：敬佩陳方安生為人 高興有機會共事
莫乃光：政府應列出遙距營商計劃申請獲批與否原因
黃偉綸：相信發展商對中環新海濱商業地興趣濃厚
北京多 11宗確診 混合不同樣本以加快檢測
金管局延長硬幣收集計劃服務兩年
本港新增 3宗巴基斯坦及毛里塔尼亞輸入的確診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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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要向學生介紹港區國安法重要性
26.06.2020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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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指當局會考慮如何教授國安知識 （商台新聞 潘曉陽攝）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訂立港區國安法對香港和國家都是重要工作，立法後要向學生介
紹相關的重要性和條文等，至於教授方法和內容，要待立法後再決定，初步是與現時教授
基本法和憲法的方式相同，強調每個香港市民都有責任支持立法。他又表示，檢討課程發
展的專責小組會在今年內交報告，小組在去年已提交初步建議，至於不同科目，包括通識
科的課程有無刪減，仍要待收到報告後再決定。
楊潤雄又指，收到培正中學有教師被指參與聯署行動的投訴，學校正調查事件，局方已要
求學校嚴肅跟進及交報告，認為若有老師聯同學生，以學校名義組織聯署，會令外界誤會
學校有參與，以及令校內學生感到壓力，因此局方認為可能會引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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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協促北京撤銷港區國安法立法 如必須進行應先公開廣泛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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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七樓的⼯字鐵墮下⼀
棚架⼯死亡勞⼯處正調查
27/06 17:43

七⼀升旗和酒會不是由港台
製作
27/06 17:37

聯合國幾⼗名獨立專家聲明
促中國撤回港區國安法
27/06 17:36

四川涼⼭州暴雨⾄少3⼈死
亡12失蹤
27/06 16:46

新增⼀宗境外輸入患者來⾃
菲律賓
27/06 16:38

下⼀篇 》

梁愛詩指本港在國家安全的法制及
執⾏上存有空檔
26/6/2020 16:51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指, 中央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根本
責任, 特區政府主要處理社會治安.
梁愛詩出席⼀個論壇指, 本港在國家安全的法制及執⾏上都存
有空檔, 強調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的責任, 不單限於基本法23條立
法. ⼜指, 由於反對派不斷測試中央的底線, 中央才會根據基本法處
理香港事務.
出席同⼀場合的港⼤法律學院⾸席講師張達明就指, 中港兩地
制度有很⼤分別, 當年制定基本法是作為「防火牆」, 令本港不實⾏
內地制度. 他指, 難以想像港區國安法對國家安全的定義, 擔⼼本港
⼈權和制度無法得到保障. ⼜認為, 現時中央著重「⼀國」, 質疑⼀
國兩制是否已經⾛樣.

印度單⽇增⼀萬八千宗確診
累計突破50萬宗
27/06 16:36

警⽅在將軍澳檢獲八公⽄懷
疑非法砍伐沉香⽊
27/06 16:15

啟德地盤⼯⼈被⾼空跌下⼯
字鐵擊中死亡
27/06 16:05

警在荃灣海壩街拘「⾶天蠄
蟧」賊
27/06 15:59

⾺仲儀指若要醫⽣宣誓擁護
基本法會尋求法律意⾒
27/06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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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料4⾄6⽉平均失業
率或超過百分之6
27/06 11:27

下⼀篇 》

楊潤雄說培正校⽅調查教師參與聯
署活動
26/6/2020 15:55

政府批逾萬宗物業管理⽀援
計劃申請涉3億多元
27/06 11:25

默克爾:歐盟與中國是夥伴
亦是競爭者
27/06 11:22

反國安法遊⾏被禁 ⺠主派
區議員上訴
27/06 10:55

中國駐美⼤使館要求美⽅停
⽌⼲涉中國內政
27/06 10:43

羅致光:保就業第⼀期僱主
申請較預期少
27/06 10:08

美國佛州和得州疫情急速惡
化
27/06 09:58

墨城警察局⻑遇襲受傷另3
死疑涉販毒集團
27/06 09:45

內地新增21宗新冠確診當
中17宗來⾃北京
27/06 09:10

葉國謙:⼈⼤常委會制定國
安法諮詢了香港各界
27/06 08:56

楊潤雄指, 當局收到關於培正中學教師參與聯署活動的投訴 譚偉志攝

1/1

教育局局⻑楊潤雄表⽰, 港區國安法訂立後, 當局會在課程內
向學⽣介紹, 讓他們知道及理解當中的重要性、理念、影響, 以及重
要條文.
楊潤雄出席⼀個論壇後指, 當局收到關於培正中學教師參與聯
署活動的投訴, 如果有老師及學⽣, 參與跟校名有關的聯署活動, 有
機會令⼈誤解成學校參與相關聯署, 可能構成問題, 校⽅正在調查,
並會向局⽅提交報告.
對於有消息指, 課程發展專責⼩組建議當局, 維持通識科必修
必考. 楊潤雄指, ⼩組已經在去年就課程發展進⾏公眾諮詢, 並整理
初步意⾒, 估計今年內會提交報告. 他指, ⼩組在初步建議, 提出刪減
部分科⽬的內容, 讓學⽣吸收更多其他知識, 相信將會是報告的其中
⼀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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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香港善德基金會致力服務社會，尤其關心年輕一代的成長，致力栽
培他們成為有識見和負責任的良好公民。除了繼續舉辦「認識憲法、
《基本法》─ 與法治同行」系列活動之外，基本會今年更趁《基本法》
頒布三十周年之際，首次舉辦《基本法》論壇，讓校長及老師與專家深
入探討《基本法》。
我在論壇上多謝各位校長和老師支持《基本法》教育。教育局今年舉辦
第六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雖然學校因疫情關係停課多月，
但參賽學校數目超越了歷屆紀錄，顯示學校對《基本法》教育的重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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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聞

港區國安法｜張達明：恐出現「文革式批鬥」 梁愛詩：教師要令學生明白沒有「違法達義」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料本月28至30日將繼續審議「港區國安法」。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說，最近有教師參與反對「港
區國安法」聯署，被批評違反專業，但當局卻沒批評表態支持國安立法的大學校長，擔心日後本港教育難容納多角度思考，
並出現針對教師的「文革式批鬥」。
張達明出席一個有關《基本法》的論壇時說，有大學校長聯署支持「港區國安法」，當局覺得他們沒專業失德，但最近有學
校教師參與聯署反對立法，卻被視為將政治帶入校園。他說在此事中，讚成政權做的事被視為正面宣傳，反對則被視作可能
違反專業。他擔心日後無法在校園內訓練學生多角度思考，亦不願香港出現針對教師言論的「文革式批鬥」。
張達明又說，內地的《國家安全法》規定，若公民掌握有人危害國家安全的線索或行為，有責任向當局舉報。他又稱內地的
國家安全教育，會教小孩舉報家人懷疑危害國安的行為。張達明關注，本港日後推行的國家安全教育會否跟隨內地做法。

梁愛詩

梁愛詩

出席同一論壇的前律政司長
說，有歷史科教師向其問道，日後在課堂講「革命」會否違反「港區國安法」。
指
出，讚成批判式教育，「但凡事要有個底」，她認為教師要向學生說明他們對國家有責任，亦要讓學生知道，若他們不滿政
權而發動「革命」，一旦失敗「會被人殺頭」，令學生明白沒有「違法達義」，做任何事須承擔後果。
文章編號: 20200626404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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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聞
港區國安法｜楊潤雄︰支援學校推動國歌及國安教育 (17:00)
2020/6/26

共1幅

上一頁

下一頁

全國人大常委會本月28至30日（下周日至周二）開會，料繼續審議「港區國安法」。教育局
長楊潤雄今日（26日）在一個有關《基本法》的論壇致辭，指出憲法及《基本法》教育包括促
進師生認識國歌法及國家安全，局方會採取不同策略，推動憲法及《基本法》教育，以及支援
學校推動國歌及國家安全教育，讓學生全面認識國情。

楊潤雄又說，國家安全對國家及本港是重要工作，當「港區國安法」立法後，教育局會研究以
何方式及內容，在課程向學生介紹「港區國安法」並了解其重要性、理念、重要條文等。現時
憲法及《基本法》教育於中小學不同學科推行，楊潤雄說局方想將國家安全教育以類似形式推
行。

港區國安法 相關報道：
路透社民調：57%受訪者反對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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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脈搏

張達明籲中央克制行使權力
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出席一
個《基本法》30周年論壇時表示，
《基本法》列明自治範圍內的立法，
人大常委會不能干預，人大有釋法權
亦不能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現時
中央多講「一國」，質疑「一國兩
制」是否已走樣及保持初心，認為中
央要克制行使權力，「一國兩制」才

放大圖片

會成功。
出席同一場合的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表示，很多人對《基本法》有誤解，
如認為中央除了國防及外交外，其他事務都不能管。

道指收市滑落 730點 高盛大瀉 8.7%

廣告

國際財經 ｜ 今日 04:08

反種族歧視浪潮蔓延 可口可樂暫停全球
社媒賣廣告
國際財經 ｜ 今日 07:31

【國際早班車】反種族歧視 可口可樂暫
停全球社媒賣廣告
國際財經 ｜ 今日 07:48

蓬佩奧 :將向損害香港自治中共官員實施
簽證限制
時事脈搏 ｜ 今日 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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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確診人數攀升 三藩市叫停經濟
重啟
國際財經 ｜ 今日 06:03

鍾國斌 :香港自治法案對商界屬大威脅

梁愛詩又批評，反對派經常指摘中央收緊本港自由，但其實是反對派不斷測試中央

時事脈搏 ｜ 今日 09:48

底線，中央才根據《基本法》處理香港事務。

博爾頓 :特朗普不大理解孟晚舟案
時事脈搏 ｜ 今日 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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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脈搏

楊潤雄:通識科檢討年內提交報告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檢討課程發
展的專責小組會在今年內提交報告，
小組在去年已提交初步建議，而不同
科目包括通識科的課程有無刪減，仍
要待收到報告後再決定。
他又指，港區國安法對香港和國家都
是重要工作，立法後要向學生介紹相

放大圖片

關的重要性和條文，至於教授方法和
內容則要待立法後再決定。他指出，初步是與現時教授《基本法》和憲法的方式相
同，強調每個香港市民都有責任支持立法。
廣告

Ads by Teads

道指收市滑落 730點 高盛大瀉 8.7%
國際財經 ｜ 今日 04:08

另外，楊潤雄表示，收到培正中學有教師被指參與聯署行動的投訴，學校正調查事
件，局方已要求學校嚴肅跟進及交報告，認為若有老師聯同學生，以學校名義組織
聯署，會令外界誤會學校有參與，以及令校內學生感到壓力，因此局方認為可能會

反種族歧視浪潮蔓延 可口可樂暫停全球
社媒賣廣告
國際財經 ｜ 今日 07:31

【信報短評】《香港自治法》殺傷力端
視美選情

引起問題。
美國參議院通過《香港自治法》，可制裁損香港自治人士，被問到會否擔心遭制

時事脈搏 ｜ 昨日 23:30

裁，楊潤雄沒有直接回應，僅稱每個國家都重視維護國家安全，並將相關工作視為
首要，國民亦有責任支持維護國家安全工作。

蓬佩奧 :將向損害香港自治中共官員實施
簽證限制
時事脈搏 ｜ 今日 01:25

下一篇： Aston Martin擬發新股籌資
上一篇： 海洋公園歡迎劉鳴煒任主席 陳善瑜任CEO

【國際早班車】反種族歧視 可口可樂暫
停全球社媒賣廣告
國際財經 ｜ 今日 07:48

經濟重啟恐觸礁 道指曾跌逾 600點
國際財經 ｜ 昨日 23:14

美國加州確診人數攀升 三藩市叫停經濟
重啟
國際財經 ｜ 今日 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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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國安法】梁愛詩︰港人權利自由續受保障 張達明
關注國安定義
 政治 19:38 2020/06/26
熱門

馬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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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我愛過的人



▲ 梁愛詩和張達明出席「基本法30周年：和理傾基本法」論壇。（陳靜儀攝）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表示，「港區國安法」立法後，港人的權利及自
由都會得到保障，強調會按照香港法例處理，希望市民相信香港的法律制度。
梁愛詩出席一個基本法30周年論壇，談及港區國安法時指出，內地《國安法》
提及，維護國家安全，應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公民權利和自由；執法人
員應當嚴格依法履行職責，不得超越職權、濫用職權，不得侵犯個人和組織的
合法權益。
梁愛詩續指，港區國安法的草案說明中亦有相同論述。草案說明中亦提及，依
法保護香港居民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
由在內的權利和自由。梁愛詩認為，香港人的權利及自由繼續受到保障。至於
何謂「勾結」、何謂「特定情形」，相信條例到時會有詳細說明。

梁愛詩表示，立法後，國家安全委員會由香港人組成，由警務處負責偵查工
作，律政司負責檢控審訊，而內地派來的只是顧問。即使是內地派來的人員，
執行職務時要遵守兩地的法律，希望港人相信香港法律制度的完善，對自己的
制度有信心。
至於特區是否仍需就基本法23條立法，梁愛詩指出，香港在國家安全的法制及
執行上都存有空檔，港區國安法所針對的四類罪行，未能涵蓋所有國家安全範
圍，因此港區國安法立法後，特區仍有責任就23條立法，強調香港在維護國家
安全方面的責任，不只限於港區國安法及23條。
出席同一論壇的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表示，擔心「港區國安法」對
「國家安全」的定義，與2015年內地通過的《國安法》一樣，指內地對國安
定義涵蓋範圍包羅萬有，恐令本港人權和制度無法獲得保障。
張達明表示，港區國安法非由香港自行立法，而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代為立法
的全國性法律，加上中央對特定案件有管轄權，擔心是否可由香港法院全權處
理。他又提及，當年制定基本法時，有4年零8個月諮詢，起碼有兩個大型諮詢
會，過程公開透明，香港人亦有份參與，反觀港區國安法，至今仍未有詳細條
文。
TOPick新聞編輯部製作電子書《食用安全手冊》，提供自家檢測報告，包括
雞蛋、搓手液、兒童口罩等，更有牛奶、清潔用品等食安檢測報告【按此免費
下載食用安全手冊】
TOPick推出小學各級工作紙，參考名校精選試題，鞏固知識，緊貼學習進
度。立即免費下載：bit.ly/2X96KAZ
訂閱Telegram最新🍴✈🎁優惠及送禮情報：https://bit.ly/3bebLM2
記者︰林曉君
相關文章
【港區國安法】新聞行政人員協會聲明指國安法影響深遠
前公開具體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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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待港區國安法訂立後
16:23 202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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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梁愛詩指國家安全仍存空檔
港府仍需23條立法
2020-06-26 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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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右）。
基本法委員 會 前 副 主 任 梁 愛 詩 ，出席⼀個基本法30周年論壇時指，很多⼈對
《基本法》 有 誤 解 ， 例 如 認 為 中央除了國防及外交外，其他事務都不能管，中
央有維護國 家 安 全 的 根 本 責 任 ，特區政府主要處理社會治安。
3 0 年 前香港 訂 立 基 本 法 時 的 國安情況比今⽇簡單，現時香港的法律存有漏洞，
中央訂立港 區 國 安 法 有 迫 切 性 ，特區政府在憲制上亦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她
說，希望市 ⺠ 信 任 香 港 的 法 律 制度，香港⼈的權利及⾃由都會得到保障，強調
是按香港法 律 執 ⾏ 。
梁愛詩⼜指 反 對 派 經 常 指 責 中 央收緊本港⾃由，但其實是反對派不斷測試中央
底線，中央 才 根 據 基 本 法 處 理 香港事務。
她⼜指本港 在 國 家 安 全 的 法 制 及執⾏上都存有空檔，《港區國安法》仍未能涵
蓋所有國家 安 全 範 圍 ， 例 如 煽 動分裂及洩露國家機密等，因此立法後，不等如
不⽤就基本 法 2 3 條 立 法 。
建立時間： 1 7 3 3
更新時間： 1 8 3 6

梁愛詩

國安法


海關打擊跨境⾛私活動 過去5個⽉
拘196⼈
 最新回應


年幼野豬被困坑渠獲救翌⽇後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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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張達明指社會擔⼼在於未得
知條文 憂定義寬闊
2020-06-26 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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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達明表⽰，很難想像港區國安法對國家安全的定義，與2015年內地通過的《國安
法》不⼀樣。
港⼤法律學 院 ⾸ 席 講 師 張 達 明 出席⼀個論壇指，社會現時的擔⼼在於仍未能得
知《港區國 安 法 》 的 條 文 ， 擔 ⼼是否由香港法院全權處理相關案件。他⼜說，
當年草擬《 基 本 法 》 時 ， 有 4 年零8個⽉諮詢，香港⼈亦有份參與。
張達明指， 中 港 兩 地 制 度 有 很 ⼤分別， 當年制定基本法是作為「防火牆」，
令本港不實 ⾏ 內 地 制 度 。
他指，難以 想 像 《 港 區 國 安 法 》對國家安全的定義，會與2015年內地通過的
《國安法》 不 ⼀ 樣 ， 但 內 地 對 國家安全定義涵蓋範圍寬闊，擔⼼本港⼈權和制
度無法得到 保 障 。
張達明表⽰ ， 內 地 國 家 安 全 的 根本是維護政治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因為根據
文件顯⽰中 央 認 為 ⻄ ⽅ 不 利 國 家利益的思想，在互聯網滲透，因此需要掌控。
他⼜認為現 時 中 央 著 重 「 ⼀ 國 」多於「兩制」， 質疑⼀國兩制是否已經⾛
樣。

張達明

國安法

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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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楊潤雄：立法後透過課程向
學⽣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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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指「港區國安法」對香港、對國家都相當重要。
教育局局⻑ 楊 潤 雄 今 ⽇ 指 出 ， 「港區國安法」對香港、對國家都相當重要，待
立法後，會 透 過 課 程 給 學 ⽣ 介 紹，讓他們理解當中的重要性，和明⽩當中的理
念和重要的 條 文 。
⾄於教授⽅ 法 和 內 容 ， 楊 潤 雄 指，要待立法後再決定，初步構思與教授基本法
和憲法的⽅ 式 相 同 ， 即 混 含 在 中⼩學不同課程教授；他另強調，香港每位市⺠
皆有責任⽀ 持 立 法 。

在通識科⽅ ⾯ ， 有 建 議 指 有 關 課程可作增刪。下午出席⼀論壇後會⾒傳媒的楊
潤雄指，參 與 檢 討 通 識 科 的 學 校課程檢討專責⼩組將於今年內提交報告，實際
⽇期要看⼯ 作 進 度 ， 當 局 除 聽 取有關的專業意⾒外，還會聽取社會意⾒，他並
期望科⽬教 師 在 教 導 學 ⽣ 時 要 持平。
楊潤雄⼜指 ， 已 收 到 培 正 中 學 有教師被指參與聯署⾏動的投訴，校⽅正調查事
件，局⽅已 要 求 學 校 作 嚴 肅 跟 進並提交報告。他提到，如有教師及學⽣參加與
校名有關組 織 的 聯 署 活 動 ， ⽽ 當校⽅已表明有關組織與學校無關時，擔⼼相關
聯署會令⼈ 誤 解 學 校 有 份 參 與 ，可能構成問題，令學⽣感到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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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润雄今日出席「基本法30周年：和理倾基本法」论坛
大公文汇全媒体报道：适逢《基本法》颁布30周年，香港善德基金会于今日
（26日）举行「基本法30周年：和理倾基本法」论坛。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出席论
坛时见记者表示，「港区国安法」对香港、对国家都相当重要，待立法后，便会
透过课程给学生介绍，让他们理解当中的重要性和明白当中的条文。
杨润雄又指，检讨课程发展的专责小组会在今年内交报告，小组在去年已提
交初步建议，至于不同科目，包括通识科的课程有无删减，仍要待收到报告后再
决定。他说，当局除听取有关的专业意见外，还会听取社会意见，期望科目教师
在教导学生时要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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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待國安立法後將向學⽣介紹當中條文及重要性
   

2020-06-26

楊潤雄今⽇出席「基本法30周年：和理傾基本法」論壇。（⼤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麥鈞傑攝）

【文匯網訊】⼤公文匯全媒體報道：適逢《基本法》頒布30周年，香港善德基⾦會於今⽇（2
6⽇）舉⾏「基本法30周年：和理傾基本法」論壇。教育局局⻑楊潤雄出席論壇時⾒記者表⽰，
「港區國安法」對香港、對國家都相當重要，待立法後，便會透過課程給學⽣介紹，讓他們理解當
中的重要性和明⽩當中的條文。
楊潤雄⼜指，檢討課程發展的專責⼩組會在今年內交報告，⼩組在去年已提交初步建議，⾄於
不同科⽬，包括通識科的課程有無刪減，仍要待收到報告後再決定。他說，當局除聽取有關的專業
意⾒外，還會聽取社會意⾒，期望科⽬教師在教導學⽣時要持平。
責任編輯：Minna

相關新聞
鄭若驊:⼤多數涉國安案在港審訊 相信只有…

葉劉淑儀:香港出現嚴重危害國安⾏為 中央…

香港

台灣

北美

搜尋
最Hit

即時

Eng News

港版國安法

武漢肺炎

果燃台

動新聞

專題

熱話

⽇報

【港版國安法】楊潤雄指國安立法後 將推國安教育
18⼩時前

A

A

A

「港版 國安法 」最快下周由⼈ ⼤通過並在港實施 ，學校推⾏「國安 教
育」勢 在必⾏ 。教育局局⻑楊 潤雄今⽇（2 6⽇ ）出席活動後表⽰， 國 安
法立法 後，當 局會在課程內加 入內容，向學⽣介 紹國安法的內容， 讓 學
⽣深入 了解國 安法的重要性。 另外他亦提到通識 科課程檢討問題， 估 計
今年內 會提交 報告，⽽檢討內 容會按報告的內容 再作出修定。
對於國 安法教 育將會加入甚麼 課程，楊潤雄指例 如憲法、基本法和 國 安
法，將 透過不 同科⽬向學⽣教 授，但國安法教學 ⽅式則要待法例出 台 才
決定。

美國參 議院在 本港時間今⽇通 過《香港⾃治法案 》，提及會制裁⽀ 持 中
國限制 香港⺠ 主⾃由的官員。 被問到是否擔⼼被 制裁時，楊潤雄重 申
「國家 安全法 」對世界上每個 國家都重要，亦是 各國政府非常重視 的 部
份，強 調每⼀ 個國⺠都有責任 ⽀持國安法的⼯作 ，期望每⼀個⼈都 同 ⼼
⽀持國 安法立 法。
早前報 道：
點名「 加強監 管」學校及社團 葉建源料教局更鐵腕打壓學 界

已要求培正交報告
未回應老師是否不能反國安法
相關新聞：【蘋聞追Click】美制裁或禁運⾼科技產品 最壞情況：香港冇
Router賣

⾄於培 正中學 副校⻑疑因為參 與反國安法聯署⽽ 被「清算」，楊潤 雄 承
認教育 局收到 有關培正中學簽 署⾏動的投訴，局 ⽅已經要求校⽅嚴 肅 跟
進。他 強調事 件的問題在於有 老師參與與校名有 關的聯署，令⼈誤 解 學
校有份 參與， 或會令校內學⽣ 或其他⼈⼠感受到 壓⼒。楊稱局⽅會 待 學
校提交 報告後 再作跟進。但他 未有回應在國安法 下，老師是否不能 反 對
國安法 。
相關報 道：
培正師 ⽣反惡 法遭教局秋後算 賬 校友關注組批製造⽩⾊恐 怖
----------------------------蘋果2 5 年系 列e b o o k《 讀 果》 上架紀實 現場 世界 前線 逆權之路 叱 吒 風
雲 守 護真相
----------------------------反送中 ⼀周年 ，《蘋果》整理 ⼤量涉及警察濫暴 濫權等資料，製成 詳 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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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國安法】張達明憂立法後推意識形態教育：爸爸睇緊國家機密然後小朋友去舉報？
「港版國安法」預料最快下周在人大通過並直接在港頒佈實施，惟條文至今尚未公開。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今日出
席論壇時指，內地對於國家安全的定義「包羅萬有、非常豐富」，擔心立法後要進行意識形態教育，也憂慮本地法院無法全
權處理國安法案件，令人權得不到保障。前律政司司長、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則呼籲市民信任香港法制，揚言立法後
香港人的權利及自由都會得到保障。

梁愛詩

張達明出席《基本法》頒佈30周年的論壇時指，《基本法》的制定源於港人不信任內地的制度，為順利回歸而決定草擬和制
訂《基本法》，形容當中設立了很多「防火牆」，令香港不實行內地的制度；而草擬《基本法》的過程中亦公開透明，經過
至少4年8個月的醞釀時間，再經過2次大型的諮詢才進行立法，當時給予香港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信心，惟
至今中央多講「一國」，令人質疑一國兩制是否走樣。
提到人大常委即將訂立的「港版國安法」，張達明補充，內地在2015年制定新的國家安全法後，其國家安全的定義「包羅萬
有、非常豐富、各領域去保障國家安全」，除了政治安全，就連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安全都是國安的範圍之內，認為內地對
國安定義涵蓋範圍寬闊。
張達明質疑國安法立法後︰「小朋友要留意爸爸係咪睇緊國家機密，然後去舉報？」
張續解釋，從國家的角度，國家安全包括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治安全，估計國家日後亦對此掌控。他擔心香港法院在全國人大
直接頒布國安法後，不能有角色指控國安法違反人權公約，憂慮立法後本港人權和制度無法獲得保障。此外，按內地的國安
法，公民有責任和義務舉報違反國家安全行為，質疑國安法立法後「小朋友要留意爸爸係咪睇緊國家機密，然後去舉報？」

梁愛詩 則認為，維護國家安全的範圍只包括4大範疇，包括分裂國家、顛覆政權、恐怖活動以及外國政團與本地政團勾結，
若法例未有寫明的，相信不會犯法，她指「相信（法例）會相當具體，法例無寫明唔可以話佢犯法」。

梁愛詩

台下有老師問及，國安法立法後討論個別議題會否犯法。
就稱，她早前與教授歷史的教師討論過，立法後能否討論
「革命」，她認同有困難，亦贊成批判式教育，在授課時必須聲明每個人對國家有責任，「若果你真係要搞革命喇，成者為
王、敗者為寇，若果失敗係要畀人殺頭。」張達明則謂，國安法條文尚未公開，無法斷言會否犯法，但指按內地國安法條文
重視「意識形態保障」，不敢肯定同一套制度會否在港實施。
文章編號: 202006263516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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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楊潤雄：立法後透過課程向學生講解
星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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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還想看
楊潤雄指「港區國安法」對香港、對國家都相當重要。

【星島日報報道】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今日指出，「港區國安法」對香港、對國家都相當重要，待立法
後，會透過課程給學生介紹，讓他們理解當中的重要性，和明白當中的理念和重要的條文。
至於教授方法和內容，楊潤雄指，要待立法後再決定，初步構思與教授基本法和憲法的方式相同，即混
含在中小學不同課程教授；他另強調，香港每位市民皆有責任支持立法。
在通識科方面，有建議指有關課程可作增刪。下午出席一論壇後會見傳媒的楊潤雄指，參與檢討通識科
的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將於今年內提交報告，實際日期要看工作進度，當局除聽取有關的專業意見

港台今年不獲邀製作七
為回歸後首次
星島日報

外，還會聽取社會意見，他並期望科目教師在教導學生時要持平。
楊潤雄又指，已收到培正中學有教師被指參與聯署行動的投訴，校方正調查事件，局方已要求學校作嚴
肅跟進並提交報告。他提到，如有教師及學生參加與校名有關組織的聯署活動，而當校方已表明有關組
織與學校無關時，擔心相關聯署會令人誤解學校有份參與，可能構成問題，令學生感到壓力。
熱⾨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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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港區國安法訂立後仍要為23條立法
2020-06-26 18:55

【橙專頁】港區國安立法

維護一國兩制

梁愛詩今日出席一個論壇。圖：橙新聞

【橙訊】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今日出席一個論壇時表示，本港在國家安全的法制及執行上
都存有空檔，「港區國安法」仍未能涵蓋所有國家安全範圍，例如煽動分裂及洩露國家機密等，因
此立法後，不等如不用就基本法23條立法。
她說，從去年的修例風波中可以很明顯看到外國勢力對香港事務的干涉，他們為暴力分子出謀劃
策、提供物資，嚴重威脅國家安全，所以人大常委會就此快馬加鞭訂立「港區國安法」絕對是必要
之舉。她表示，在香港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及相應執法機構亦非常重要，而且訂立「港區國安法」
之後，本港仍須加緊為基本法23條立法。
對於外界對「港區國安法」有疑慮，她說希望市民信任香港的法律制度，香港人的權利及自由都會
得到保障，強調是按香港法律執行。

她又指很多人對《基本法》有誤解，例如認為中央除了國防及外交外，其他事務都不能管，中央有
維護國家安全的根本責任，特區政府主要處理社會治安。反對派經常指責中央收緊本港自由，但其
實是反對派不斷測試中央底線，中央才根據基本法處理香港事務。
梁愛詩還強調，回歸不該只是換支旗改個名，而應是一個心路歷程，是對國家民族的認識和接受，
是對國民身份的接受。
責編：CW

編輯：s.Kong

編輯推薦

料港區國安法月底通過 梁愛詩：特首更適合委任案件法官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指，由行政長官委任若干名法官，處理港區國安法案件，是因為
行政長官同時是本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能接觸很多機密資料，因此比終審法院或高等法
院首席法官，更適合委任相關案件的 ...
2020-06-25 11:34

通識檢討料下半年交報告

楊潤雄：立國安法後會加入相關課程

讚好 0

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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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期：2020-06-26 18:56

特⾸林鄭⽉娥早前表⽰，今年內將交代如何處理通識教育科，被指教育絕非
「無掩雞籠」。教育局局⻑楊潤雄今⽇（26⽇）出席活動後⾒傳媒，預計學校
課程檢討專責⼩組將於下半年提交報告，相信建議中會包括曾於公眾諮詢提及
的刪減課程內容。⾄於政府會否採納，楊潤雄就稱要先審視最終的專業研究結
果，以及聽取社會各⽅的聲⾳。
《港區國安法》預料會在⽉底通過，楊潤雄指立法後會研究在不同科⽬中，向
學⽣介紹國安法的重要性、影響及重要條文等，但與是次的課程檢討無直接關
係。

楊潤雄指，國家安全對每⼀個國家都相當重要，是各個政府重視的⾸要⼯作，從保護國家⾓度⽽⾔，所
有國⺠均有責任⽀持立法，⾃⾔會同⼼與國家同步推動。 （梁鵬威攝）

另外，美國參議院通過法案制裁⽀持中國限制香港⾃主的⼈⼠，制裁對象包括實施
《港區國安法》的官員。被問到是否擔⼼被制裁，楊潤雄指，國家安全對每⼀個國
家都相當重要，是各個政府重視的⾸要⼯作，從保護國家⾓度⽽⾔，所有國⺠均有
責任⽀持立法，⾃⾔會同⼼與國家同步推動。

培正校師疑簽反國安法聯署 楊：初步證實真有其事
香港培正中學早前有教師被指參與反對「港區國安法」聯署，楊潤雄表⽰，已向校
⽅轉介有關投訴，並要求學校嚴肅跟進及提交報告，初步⽽⾔「似乎有其事 」。

楊潤雄：國安法立法後 將研究於課程向學生講解
國安理念、條文
立場報道

2020/6/26 — 20:28

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今日（26 日）表示，待港區國安法訂立後，將研究以什麼方式在學校課程中加
入國安法的介紹內容，以讓學生理解國安法的重要性、理念、重要條文和其影響。他稱，暫傾向
以現時教授基本法、憲法的形式處理。
楊潤雄今日見記者時又提到，參與檢討通識科的學校課程發展檢討專責小組將於今年下半年提交
報告，最終日期則要視乎小組的工作進度，但他亦強調，當局除聽取有關的專業人士的意見外，
亦會聽取社會上不同人士的意見。
楊潤雄又指，小組在去年的公眾諮詢上有提議過課程上有刪減的需要，目的是令學生吸收更多其
他知識，他相信是次報告也有可能有刪減的建議。
廣告

被問到早前香港培正中學有師生參與反對港區國安法的聯署，楊潤雄則表示有收到對培正中學的
投訴，亦已轉交學校跟進及要求其遞交報告。他又指，部分聯署活動的主辦者涉及校名，容易令
人誤解聯署校方和學生有參與，令學生及他人有壓力。
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則於今日（26 日）下午四時見記者，回應教育事務委員會周一召開討論幼中小
學教材相關事宜的特別會議。早前教育事務委員會曾就是否召開特別會議進行表決，結果泛民建
制票數打和，議案因而被否決。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其後卻稱，議案並非否決，只是「冇通
過」。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今日批評，葉劉淑儀以「不通過並不代表被否決」的說法再召開
特別會議，是濫用主席一職、無視投票結果，以及扭曲《議事規則》。民主派已就事件去信立法
會法律顧問。
廣告

民主黨黃碧雲亦指葉劉淑儀專制、不尊重議員決定，她指早已成立有關教材的小組委員會，並不
應再以事務委員會處理相關問題，質疑其是否受中共指示出手干預教材和加速「洗腦」教育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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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報導2020年立法會選舉港版國安法法庭八九六四武漢肺炎區議會立法會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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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國安法】張達明批立法過程黑箱作業 梁愛詩指不影響
港人自由及權利
週五 202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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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人大將就「港版國安法」立法，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出席論壇時指，《基本法》和「港版國安
法」同為全國性法律，但前者在立法上透明，國安法則黑箱作業，沒有充分諮詢和尊重港人。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前律政
司司長梁愛詩則呼籲港人要信任香港的法制，立法對港人的自由和權利沒有任何影響，「港版國安法」將會按香港法律執
行。

立即捐

款
善德基金會下午舉行論壇，張達明認為，《基本法》用了4年8個月作制定，並作詳細諮詢，港人更曾參與其中，但「港版國
安法」內容卻無從得知，連梁愛詩和林鄭月娥亦不知道內容。梁愛詩稱雖然「無睇過」，但認為人大已清晰解說將涵蓋四大
罪行，即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恐怖活動和勾結外國勢力作顛覆國家。
張達明指出，香港和中央對國家安全的理解有分別，中共在2015年就國家安全立法，即在新形勢和新任務下，掌控意識形態
十分重要，認為香港今次立法和去年的反送中運動無關。張達明又憂慮，「港版安全法」對國家安全的定義，指內地的定義
涵蓋範圍廣闊，香港的人權和制度將失去保障。

梁愛詩讚內地司法制度有進步
中央繞過立法會立「港版國安法」，條文內容至今仍然保密，中央派駐香港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公署」，行政長官更可指定
法官審議相關案件。
對於由行政長官指定法官審理案件，梁愛詩辯稱，「法官依加都係行政長官委任」，又大讚國內的司法制度有進步，認為港
人應對一國兩制有信心。張達明質疑，現時的法官是由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並認為國內對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定義常有
不同演繹，「我唔係好明，點解好有信心保障得到？」
梁愛詩重複稱，中央有維護國家安全有根本責任，特區政府只處理社會治安，所以需建立機制，「不等如做咗23條，國家安
全就無關係。」她炮轟有人在去年從事恐怖活動，如縱火和傷人等，指有外國勢力和資金指揮和提供資金作暴力行為，從而
分裂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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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基本法》成功落實
在論壇上，梁愛詩稱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均成功落實，指香港的法治一直在進步。她表示，香港的民主進程循序漸進，選
舉委員會委員的數目一直上升，立法會更每人兩票，稱選舉令人更認識民主。
梁愛詩又稱，「回歸不是換支旗」，批評不少人至今依然拒絕接受回歸，斥反對派指控中央「收緊管治」的說法不合理，更
不斷測試中央底線，「點解中央唔係全面管治呢？係《基本法》賦予港人享有高度自治。」

張達明指中央「全面管治」說法令人擔憂
張達明提到，自己在1983年入讀港大法律系，《基本法》在一年後開始作起草，指由於港人不信任內地的法制，所以從中設
立了防火牆作區隔。他形容，《基本法》的諮詢及起草過程公開和透明，當時相信中央能夠給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
度自治」，「我都係相信民主回歸。」

×

下星期是香港主權移交二十三年，張達明表示，《基本法》現時的發展已超出當年的想像，指梁愛詩口中強調的「全面管
治」令人擔憂，又稱中央在回歸初期曾十分「克制」。張達明慨嘆，除非中央願意真正給予「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否則
看不到有普選的希望。

立即捐
張達明又表示，當年參與起草《基本法》便是希望有機會能夠改變國家，但從近年的情況可見顯然不是，呼籲政權能放下
款
「身段」，才能走向真正的富強。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和中聯辦法律部部長劉春華均有出席論壇。

記者：麥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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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润雄：待涉港国安立法后将向学生介绍有关条文
及其重要性
中国新闻网 2020-06-26 04:35:00

中新社香港6月26日电 (记者 韩星童)香港善德基金会26日举行“基本法
30周年：和理倾基本法”论坛。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出席论
坛后会见记者时表示，涉港国安立法对国家和香港都相当重要，待立法
后，教育局会透过课程向学生介绍有关法例的重要性、背后的理念及重
要条文等。
杨润雄表示，涉港国安立法对国家、对香港，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工
作。待立法后，教育局会根据有关内容，考虑用何种方法介绍给学生，
让他们深入理解涉港国安立法的重要性、背后的理念，以及当中的重要
条文等。
他透露，目前教育局会透过不同科目，向学生介绍宪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国歌法等，因此涉港国安立法也会考虑
以同样的方式介绍给学生。
杨润雄强调，国家安全对世界每个国家而言都很重要，是每个政府都摆
在首要的工作。他认为香港人有责任支持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工作，他
也期望香港人同心，与国家同步，做好有关工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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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今后将在课程中向学生介绍
香港维护国安法重要内容
2020-06-26 21:25:14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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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6月26日电（记者周文其）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26日介绍，
当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生效后，教育局将会
在课程中向学生介绍该法的重点内容及重要
性等。
杨润雄当日出席一个公共活动后接受传
媒采访时表示，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进行立
法，对国家和香港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工
作。当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生效后，教育局
会考虑在课程中用何种方式向学生介绍这一

法律，让他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该法的重点
条文、重要性、背后的理念及对年轻人的影
响。在该法生效后，教育局就会做上述工
作。
杨润雄指出，目前，教育局通过不同的
科目去向学生介绍宪法、香港基本法和《国
歌条例》。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教育局
暂时的想法是以同样的方式向学生进行介
绍。当然，等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具体条
文出来后，教育局还会再详细考虑。
杨润雄强调，国家安全对世界上每个国
家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差不多是每个政府
都很重视的工作。每个国家制定国家安全法
都是从保护本国的角度出发。香港每一名市
民都有责任支持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工
作。在这方面，他期望香港所有人都会与国
家同心、同步，一起做好相关工作。
编辑：郭兴

教育局局長談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及國家安全法
＊＊＊＊＊＊＊＊＊＊＊＊＊＊＊＊＊＊＊＊＊
以下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今日（六月二十六日）出席香港善德基金會
《基本法》30周年論壇後與傳媒談話的全文：
記者：局長，想問有消息指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對通識科的建議已有定
調，認為要維持「必修必考」，教育局有否預計何時收到報告，會否接納
和尊重小組的建議？有否其他因素要考慮？第二，想問剛才提到要加強國
家安全教育，會否藉着今次的課程檢討，把國家安全教育加入課程或通識
科？
教育局局長：大家都知道（今屆）政府在二○一七年成立後，我們就教育
八個範疇成立了專責小組，現在唯一未提交報告的（專責小組）是有關課
程發展方面，他們去年已就課程發展提出初步意見及進行公眾諮詢，並已
整理初步意見。在這段時間，有見疫情的發展，我們亦已要求專責小組理
解一下對教學的影響、在家學習或電子學習對整個課程或教學的影響，所
以希望他們能完成這方面的工作。我估計他們於今年內提交報告，現在是
六月、接近七月，會在下半年提交報告，實際日期要視乎工作進度。至於
你提到的內容，大家可看看去年（專責小組）提出的文件都包括了初步意
見，他們亦在這段時間蒐集了意見及再作研究，最終建議如何，我們需待
他們提交報告才知道。收到報告後，我們當然要看他們作為專業研究的意
見是怎樣，但我們亦會繼續就課程聽取社會上不同人士的意見，然後最後
政府會作決定。
至於國家安全立法，大家都知道，這對國家和香港來說都是十分重要
的工作，當國家安全立法後，我們會在課程裏看看用甚麼方式及視乎內容
向同學介紹，令他們能更深入了解國家安全法的重要性、其背後的理念及
對他們的影響，以及當中一些重要條文，這方面我們會待立法後決定，這
跟小組作整個課程的檢討沒有直接關係。因為我們待國家安全法立法後就
會做那方面的工作，這不會因為小組的工作進度而受到影響。
記者：會否考慮加入甚麼課程？哪個科目的課程？
教育局局長：正如我剛才在論壇都有提到，我們現在做憲法、《基本法》
或《國歌法》，都是透過很多不同的科目去做。就國家安全法，我們暫時
的想法都是以同樣方法去做，當然我們會待條例出來後再作詳細考慮。
記者：美國參議院通過了《香港自治法案》，提到可能會制裁執行港區國
安法的官員，你會否擔心自己會被制裁？
教育局局長：我們必須深入了解，國家安全對世界上每個國家來說都是十
分重要，亦差不多是每一個政府都很重視及首要的工作。每個國家做國家
安全（法）都是從一個保護自己國家角度出發，而我們每一個國民，包括
香港每一名市民，都有責任支持國家安全的立法工作。在這方面，我期望
香港所有人都會跟我們一樣同心，與國家同步，一起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記者：有關通識科檢討，會否有刪減的單元？會包括甚麼？會否受國安法
影響而有些東西不能教授？IES（獨立專題探究）會否變成非必須做？
教育局局長：有關（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的討論或其最後的建議如

何，現時我並未收到相關報告，無法去評論。小組上年提出進行公眾諮詢
時，報告中確曾提議，不只是通識科，而是其他科目也提議就內容作出刪
減，令學習空間更多，讓學生可吸收更多其他的知識，所以我相信這可能
是小組將要提交的其中一個建議，如何給予學生更多空間，協助其個人成
長，或在其他科目知識上的了解。這要留待小組提交最後報告才會得知。
至於在教學上，我們希望所有老師、教學材料均會採取持平態度，將知識
傳授予學生。
記者：有關日前（香港）培正中學副校長的投訴，現時跟進情況如何？投
訴是否成立？老師如簽署反國安法聯署時，有何問題？如他們不能簽署，
是否剝奪其言論自由？
教育局局長：我們收到有關（香港）培正中學一些老師的簽署行動的投
訴，並已將投訴轉介予學校，要求學校嚴肅跟進，及向我們提交報告。根
據學校早前的回應，似乎學校亦表示這事情曾經發生，也曾進行調查，我
們會留待校方完成調查報告，再作最後的看法，究竟哪些方面做得好，哪
些方面做得不好，這些我們屆時會再看。就這事件，我們曾多次表達我們
的原則，似乎有老師聯同學生參加了一個和學校名稱有關的組織的聯署活
動，而這些和學校名稱有關的組織，學校已公開表示與學校並無關係，如
果由老師或有職位的人士去參加這些聯署活動，會否令人誤解學校有參
與，會否令到校內學生或其他人士感受到壓力？這些也是我們覺得可能引
致問題的原因，所以我們要求學校進行嚴肅跟進。無論如何，我們要留待
學校向我們提交報告後，我們才能夠詳細去了解整個事件。
（請同時參閱談話內容的英文部分。）
完
2020年6月26日（星期五）
香港時間17時4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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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校園教基本法天經地義
2020-06-27

■ 香港善德基⾦會昨⽇舉辦「基本法 30 周年：和理傾基本法」論壇。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教育界信國安立法後青年有新看法新⾓度
香港⾃去年起捲入⿊暴旋渦，在攬炒派煽動下不少年輕⼈漠視「⼀國兩制」的重要基⽯，公然
⿎吹「港獨」，凡此種種均顯⽰加強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的迫切性。全國⼈⼤常委會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原副主任梁愛詩昨⽇在教育界基本法論壇時強調，學界推廣基本法是天經地義，⽽⽇後港區
國安法立法更應向學⽣講清是非⿊⽩。多名與會的教育界⼈⼠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特區
政府過往在基本法教育的⼒度及深度不⾜，並相信港區國安法能為香港青年帶來新的看法和⾓度。
在⽬前的政治氣氛下，教育界應迎難⽽上，做好相關教育⼯作。■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于錦⾔
香港善德基⾦會昨⽇舉辦「基本法 30 周年：和理傾基本法」論壇，邀請梁愛詩等⼈與出席
的校⻑、教師分享基本法的專業法律觀點，並就推廣基本法教育提出意⾒（尚有相關新聞刊 A3
版）。
梁愛詩直⾔，以往部分特區政府官員抱「少做少錯」⼼態，以⾄在推廣基本法活動上，竟提出
辦「香港夜景」填⾊比賽，「以此去推廣『⼀國兩制』和基本法，⼜怎能達到⽬的？他們這樣提
議，純粹是覺得那最不敏感，不會被⼈批評『洗腦』，但其實根本唔需要怕。」
她強調，對香港特區政府⽽⾔，推廣基本法「是天經地義的事」，學⽣理應知悉各項基本原
則，「你可以唔同意國家個別法例或⾏政⾏為，但必先知道它是什麼。」同時，世上並不存在所謂
「違法達義」，學校務必要令學⽣明⽩，⼀旦有⾏動就必須承擔相應後果。

同樣道理亦⾒於國家安全教育，梁愛詩談到⾃⼰上星期曾到學校，與⼀班教師論及國安教育。
其間，有歷史科教師問及，將來提及中國⾰命史會否違反港區國安法，「我認為應跟學⽣講明是非
⿊⽩，⾸先應清楚講明每個⼈對國家都有責任；假如真的有不滿，甚⾄要搞『⾰命』，那就應該清
楚何謂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校⻑：引導學⽣守法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校⻑邱少雄於論壇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指，近期社會事件對教育界推廣
基本法和國安教育挑戰難免會增加，「但困難不代表學校就放棄，只要覺得對學⽣成⻑好，學校都
應迎難⽽上做好。」尤其守法是香港社會的核⼼價值，學校務必要正確引導學⽣，切勿被個別「專
業⼈⼠」提倡的所謂「違法達義」影響。
曾任教師、現為博愛醫院總理張⽟書感嘆指，特區政府以往基本法教育⼯作⼒度不⾜，避重就
輕，並不深入，更沒有和法律界以⾄其他部⾨協作，令教育留下太多留⽩與灰⾊地帶。⾃⼰很關注
國安教育，並期望將來的港區國安法能為青年帶來新的看法和⾓度，不會⼈云亦云。
楊潤雄：研納入課程
為昨⽇論壇擔任主禮嘉賓的教育局局⻑楊潤雄則表⽰，國家安全立法對國家和香港來說都是⼗
分重要的⼯作，局⽅會待立法完成後，再檢視課程裏可以什麼⽅式及視乎內容向同學介紹，讓他更
深入了解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其背後的理念及對他們的影響，以及當中⼀些重要條文。
他並以憲法、基本法或國歌教育為例，⽬前都是透過很多不同科⽬去做，局⽅暫時亦計劃同樣
處理國安教育，但仍須待條文出來後再作詳細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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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張達明屈國安法「⼈治」 梁愛詩強調保障⼈權
2020-06-27

■梁愛詩在論壇上發⾔。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攬炒派不斷抹⿊港區國安法，香港⼤學法律學院⾸席講師張達明在昨⽇舉⾏的「基本法 30 周
年：和理傾基本法」論壇上聲稱，擔⼼內地對國安的認識會「直接擺入香港」，「影響」法治和⼈
權，基本法委員會原主任梁愛詩反駁，全國⼈⼤常委會法⼯委在早前的草案說明中，已表明港區國
安法將保護適⽤於香港的國際⼈權相關公約所保障的各項權利，加上港區國安法只涉及四種罪⾏，
香港⼈的權利和⾃由均會得到保障。
張達明在昨⽇的論壇上聲稱基本法如今已經「⾛樣」，與立法時港⼈對基本法的「理解」已完
全不同，並「擔⼼」內地對國安的認識會「直接擺入香港」，⼜稱內地法治⽔平不及香港，加上尚
未看到港區國安法的具體條文，質疑港區國安法通過後，擔⼼⼩朋友是否要「監督」或「揭發」⽗
⺟有無顛覆國家的⾏為。
⿊暴逾年 立法迫切
梁愛詩在回應時⾸先表⽰，中央政府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根本責任，特區政府主要負責特區治
安。國家安全⽅⾯，香港現有法律存在空檔，現有法例無法處理顛覆國家、政府的⾏為。尤其過去

⼀年，暴徒在街頭放火、傷⼈，甚⾄進⾏顛覆國家的恐怖活動，亦有勾結外部勢⼒，迫切需要立
法。
她指出，全國⼈⼤常委會法⼯委此前在對港區國安法的草案說明中，已表明港區國安法將保護
《公⺠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於香港的有關規定
享有的包括⾔論、新聞、出版的⾃由，結社、集會、遊⾏、⽰威的⾃由在內的權利和⾃由，⽽法律
沒有規定的不屬犯罪，相信港區國安法不會與公約有任何抵觸。
律政司檢控不受⼲預
梁愛詩表明，港區國安法是建基於「⼀國兩制」⽽制訂的，港⼈應該相信⾃⼰的制度，如草案
中明確規定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特區政府組成，維護國家安全公署要遵守內地和香港的法律，⽽
除極其特殊情況外，香港警⽅負責調查涉及港區國安法的案件，律政司亦可以不受任何⼲預地進⾏
檢控，審訊亦會跟香港法律。
梁愛詩還在論壇中講解了基本法和「⼀國兩制」在港實施的情況，並強調基本法的初⼼是保障
國家統⼀和領⼟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回歸不只是改變旗幟，更是對國⺠⾝份的認同和接
受，⽽香港的攬炒派經常指責中央收緊本港⾃由，其實是不斷測試中央底線，中央才會根據基本法
處理香港事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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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家⻑籲政治遠離校園
2020-06-27

「黃師」問題嚴重，個別害群之⾺利⽤教師之便，滲透個⼈政治意⾒甚⾄激進主張，煽動學⽣
懷抱「⾼尚」情操充當政治炮灰。出席昨⽇基本法論壇的家⻑對此表⽰擔⼼，憂慮有教師會利⽤
「基本法教育」借題發揮，乘機夾雜「個⼈意⾒」、「擔憂」以⾄「立場」，籲有關當局與學界務
必正視問題，確保學⽣遠離政治，回復安寧。
參與昨⽇論壇的家校會主席湯修⿑在會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港區國安法立法對
於整個香港來說能帶來穩定環境，無論是營商、科技都有好處，⽽對學校⽽⾔，更需要⼀個寧靜、
安全、穩定的環境，專⼼做好教育⼯作，以免受校外的暴⼒或其他事件影響學校的氛圍。
指「黃師」夾雜個⼈意⾒
「作為家⻑都希望知道老師會點教，於是參與今次論壇。」家⻑呂女⼠在論壇期間的台下發⾔
環節，慨嘆今時今⽇部分教師於教學中夾雜個⼈意⾒，甚⾄透過毫無根據的所謂「擔憂」，煽動恐
慌。
她在論壇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進⼀步談及今時今⽇的家⻑辛酸，「中⼩學⽣以聽為
主，老師講咩就照單全收，受其左右，覺得⾃⼰唔發聲、唔⾰命就會『辜負社會』，這類想法真的
會在⼀些學⽣⼝中聽到。」
原來，呂女⼠兒⼦今年就讀中六。她慨嘆昔⽇便曾在兒⼦⼝中聽到所謂「違法達義」主張，幸
好⾃⼰有時間跟兒⼦溝通開導，「呢代家⻑真的很苦，以前就忙於對功課，了解操⾏，但近年要跟
進的事多了很多。」
教育局近年積極提倡學校推廣基本法教育，呂女⼠認為，基本法教育理應有如教中、英、數、
常⼀般，建基於事實去教，「法例點寫就點講，案例點判就點教，但社會事件以來，部分教師會將
⾃⼰毫無事實根據『擔憂』混入教育，這才是家⻑們的最⼤擔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于錦⾔
讀文匯報 PDF 版⾯

相關新聞
梁愛詩：校園教基本法天經地義

【特稿】家⻑籲政治遠離校園

副校曾反立法 校⽅須交報告

張炳良：教師仇警⾔論過界

責任編輯：華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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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美術編輯：李明逸

星期六

立法勢在必行 料人大常委會下周通過

譚惠珠：國安法一定可止暴制亂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 28 日至 30 日在北京舉
行。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昨日透露，全國人大常委會很大機
會下周通過港區國安法草案，法例將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再由特區
政府刊憲宣布實施，她強調，國安立法勢在必行，原則上不可反對
立法，相信今次立法 「一定可以將止暴制亂做得到」 。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譚耀宗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中央在
極特殊的情況下行使管轄權是 「防患於未然」 。

譚
惠

此國中。 珠
立安央

法
是

保擔

勢

護心

大部分國安案件由香港處理
「如果你出一個法律，經過這麼多
痛苦、這麼多掙扎、這麼多辯論、這麼
多思考，出來的法律是『無牙老虎』 的
話，就不如不要立法。這次立法出來一
定可以將止暴制亂做得到，以及譬如那
四個罪減到最低、最低。」 譚惠珠相信
，正式出台的港區國安法會清楚訂明，
中央將在什麼樣的特定情形下對相關案
件行使管轄權。她說，管轄權在法理上
代表擁有全部權力，因此原則上，香港
在國家安全問題上 「沒有話語權」 （
No say），但中央顧及香港的情況，大
部分案件還是由香港處理，中央只是處
理極特殊的情況。
「中央在極特殊的情況下行使管轄

，

沒
有

防

極為特殊、特區政府自身無法處理，由
行政長官提出尋求中央協助時，中央才
會行使有關管轄權。

譚耀宗：中央不輕易行使管轄權
他指出，港區國安法是全國性法律
，但絕大部分案件仍盡量交由特區去處
理，體現出中央對香港的信任。若國安
立法後，香港自身能夠履行好維護國家
安全的職責，處理好相關罪案，就無須
中央行使管轄權。
至於社會關注的行政長官指定若干
法官審理涉國安案件的做法是否影響到
司法獨立，譚惠珠表示，此舉無損法官
獨立審案，更不會影響司法獨立。
譚耀宗指出，由行政長官物色合適
的法官來做這項工作是合理安排。他說
，港區國安法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
的全國性法律，處理的是涉及國家安全
的案件，由特首代表中央，尋找一些對
國家安全較為了解且有一定認知的法官
來處理，完全合情合理。他亦期待相關
法官及負責起訴的檢控人員，能與內地
展開更多交流，加強對國家安全等方面
的認識。

本法，當時的國家安全情況較今日
簡單，現時香港的法律存有漏洞，
例如從今次暴亂亦看得出有外國勢
力參與，所以中央訂立港區國安法
有迫切性，政府在憲制上亦有責任
維護國家安全。她希望市民信任香
港的法律制度，相信立法後港人的
權利及自由都會繼續得到保障，又
強調有關法例是按香港法律執行。

特區仍需就 23 條立法

論

▲全國人大常委會很可能下周通過港區國安法

大公報記者楊石攝

楊潤雄：支援學校推動國歌及國安教育
【大公報訊】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
示，憲法及基本法教育包括促進師生認
識國歌法及國家安全，局方會採取不同
策略，推動憲法及基本法教育，並支援
學校推動國歌及國家安全教育，讓學生
全面認識國情。
楊潤雄昨日出席基本法論壇後表示
，涉港國安立法對國家及香港都是十分
重要的工作。立法後，局方會研究以哪

涵蓋所有國家安全範圍，例如煽動
分裂及洩露國家機密等，因此立法
後 ， 政 府 仍 需 就 基 本 法 23 條 立
法。

參與「基本法 30 周年」論壇
香港善德基金會主席董吳玲玲致
辭時表示，基金會希望透過不同類型
的活動，讓社會大眾更積極、更主動
地認識憲法和基本法，從而進一步了
解「一國兩制」 及法治精神。新界
校長會會長朱景玄於致辭時表示，作
為教育工作者，在校園推動基本法是
責無旁貸的，如何培育下一代明辨是
非，是教育工作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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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飛倡教育局做好教師培訓工作
【大公報訊】記者唐曉明報道
：如何教好基本法近期成了社會廣
泛關注的議題，香港善德基金會昨
日舉辦的 「基本法 30 周年」 論
壇，
有家長便擔心中小學老師在教授基
本法條文時，會否將自以為的 「擔

權殊

權是『防患於未然』 ，是為了『兜底』
。」 譚耀宗認為，中央不會輕易、隨便
去行使管轄權，只有當情況非常嚴重、

央底線時，中央一定要採取應對措
施。」 梁愛詩指出，現時出現不少
梁愛詩說，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
爭議是因為市民對基本法及 「一國 方面，未能處理分裂國家和顛覆政權
兩制」 有誤解，香港 30 年前訂立基 等行徑，即使港區國安立法後仍未能

唐

管極

轄特

因

梁愛詩：法律存漏洞國安立法具迫切性
【大公報訊】記者唐曉明報道：
香港善德基金會昨日舉辦 「基本法
30 周年」 論壇，原基本法委員會副
主任梁愛詩在論壇上指出，香港法律
在處理分裂國家和顛覆政權等方面仍
存有漏洞，從早前暴亂亦看出，訂立
港區國安法有迫切性。
「有些人認為中央對香港的管
治收窄，其實是那些反對派每次愈
來愈近去試中央的底線。當你試中

使在

是的
情
﹁況

己港

行
。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 。 「中央確實很擔心，亦都沒有一個
國家可以有一個法律漏洞，沒有國安法
保護自己，可以過 23 年都不彌補，因
此
立法是勢在必行。」

患下中 宗
於行央

。

自香

必

即將赴北京列席會議的譚惠珠表示
，今次亦有八至九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獲邀列席，人數多於以往。她指出，基
本法第 23 條遲遲無法完成本地立法，
造
成的「空窗期」 令香港受到很大損害。
香港出現了「不設防」 的情況，外部勢
力干預香港事務，有人公然叫囂「港獨

未
然
﹂

法很

在

維護國家安全

譚
耀

屬專業知識，不能當一般常識去教
，建議教育局和法律專家做好教師
培訓工作，讓老師掌握相關的正確

的認識。他認為以前基本法教育太多
留白，太多灰色地帶，應該讓學生從
小時候、由最簡單的內容開始學起，

知識。
此外，嘉賓張先生在發問環節時
表示，過去教育界和有關當局在推動

將複雜內容簡單化，再逐步建構有關
知識。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
回應指，局方應更積極做好工作，學

種方式及哪些內容向學生介紹，令學生
更深入了解港區國安法的重要性、背後
理念、重要條文等。
目前，憲法及基本法教育在香港
中小學通過不同學科推行，楊潤雄說
，局方有意將國家安全教育以類似方
式推行。他期望全港所有人同心，與
國家同步，一起做好維護國家安全的
工作。

至於備受關注的通識教育科，楊潤
雄表示，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將於今
年下半年提交報告。由於局方早前要求
小組同時檢視因疫情停課對教學的影響
，所以實際報告提交日期，要視乎小組
的工作進度。收到報告後，特區政府要
看看小組的專業研究意見，並繼續就課
程聽取社會人士的意見，最後才會作出
決定。

違限聚令 警禁七一遊行
【大公報訊】反對派早前計劃發起 「
七一」 集會及遊行，警方昨日明確指出，
有關公眾集會及遊行不屬於 「限聚令」 豁

警方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在本港的應變
級別為「緊急」 最高級別，公眾集會屬人多
聚集的高危活動，警方有理由相信舉行有關

免聚集群組，舉行或參與集會遊行是違法
行為，會破壞公眾秩序，故禁止 「七一」

活動，增加參加者及其他市民感染病毒風險
，會對所有市民的生命與健康構成重大威脅

當日在銅鑼灣舉行集會，並反對當日在港
島區的遊行。

。警方表示，任何人在無合理辯解下，明知

妍之有理
屈穎妍
常有粉絲問我：「你出街怕不怕？
怕不怕有黃絲認出你對你不客氣？」
我說，我會搭港鐵、搭巴士、逛超
市、看電影、到街市買菜、到酒樓飲茶
……除了最近疫情關係要戴口罩，我平

卻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即屬犯罪。

回頭，已沒有岸

以算數？就可以一筆勾銷？你從此就可
以出街吃頓安樂茶飯？別妄想了。
有句話叫「回頭是岸」 ，對於初次
犯法的年輕人，我們確實要給予重生的
機會，因為人生路漫漫。所以香港法例
第 297 章第 2 條有一《罪犯自新條
日不戴帽、不戴墨鏡、不掩藏身份，行 例》
不改名坐不改姓，光明正大穿梭大街小 ，讓被判處不超過三個月監禁或罰款不
超過 10000 元，只要三年內不再犯
巷。因為我沒幹壞事，所以沒什麼好怕 案，
。要怕的，應該是李柱銘、陳方安生、 其案底便可被視為「已喪失時效」 ，情
黃之鋒、郭榮鏗、黎智英……這類賣國 況等同沒被定罪一樣。但這個消失的犯
者。
罪紀錄不適用於申請高級公務員、紀律
有時我會想，他們能出街嗎？敢出 部隊、律師、會計師、保險代理人或銀
街嗎？在外，能安樂吃頓飯、上個廁所 行董事，也不適用於申請移民用的良民
嗎？好多朋友甚至說，已想好對白，倘 證，即是說，這種最低程度犯罪的洗底
若在街上碰到這班賣國賊，會怎樣好好 ，也是有底線的，也不會洗得乾乾淨淨
「招呼」 他們。
由黑變白的，更何況，惡貫滿盈罪行滔
記得有一段網上流傳的視頻，一位 天者。
憂」 、政見教予學生，影響他們對
基本法教育時有缺失，有些老師在教 校做好升國
法例的正確理解。論壇主持人、將
授基本法時有偏差、走錯方向，令到 推廣基本法
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指出，法律
現時學生缺乏對有關法例及國情教育 的基本原則

102 歲老太太在馬會會所指着陳方安生
痛罵了幾分鐘，陳太尷尬得一直托着腮
半遮着臉陪笑。在高級會所尚且有此待
遇，平民街頭怕且她更不敢深入虎穴了。
跟陳方安生一樣，出街必定成為過
街老鼠的李柱銘，也有過在高級餐廳用
膳時，被食客用英文怒斥的經驗。兩個
長老級反對派，只要沒人簇擁，孤身一
站出來，肯定是人見人鬧的頭號目標。
所以，當昨天陳方安生出聲明說自
己退休了、唔玩了，你以為，這樣就可

李柱銘那天在《蘋果日報》又說堅
決維護「一國兩制」 了，接受美國《紐
約時報》時又出賣手足說：「提倡攬炒
的人，他們一無所知，如果發動革命失
敗，很多人和你一起死，這對香港有什
麼幫助？」 薑是老的辣，兩隻領頭羊都
在拚命洗底了，但世上從來就只有白變
黑，沒有黑可洗成白的。
更何況，賣國賊是終身制及世世代
代的，選了這條路，就沒得退場，只能
沒有好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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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法律存漏洞國安立法具迫切性
時間：2020-06-27 04:23:33

国学

北京新疫情 排除武漢流新

來源：大公報

咽拭子採樣 靈感來自加 19

下一篇：楊潤雄：支援學校推動國歌及國安教育

政要聯署進言 特魯

東航「周末隨心飛」Q&網

【大公報訊】記者唐曉明報道：香港善德基金會昨日舉辦「基本法 30 周年」論壇，原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在論

友評論\隨心飛活動惹業
界：口碑載道 先拔頭

壇上指出，香港法律在處理分裂國家和顛覆政權等方面仍存有漏洞，從早前暴亂亦看出，訂立港區國安法有迫切性。

港優才：還小孩平靜學

「有些人認為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收窄，其實是那些反對派每次愈來愈近去試中央的底線。當你試中央底線時，中央一定要
採取應對措施。」梁愛詩指出，現時出現不少爭議是因為市民對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有誤解，香港 30 年前訂立基本法，當
時的國家安全情況較今日簡單，現時香港的法律存有漏洞，例如從今次暴亂亦看得出有外國勢力參與，所以中央訂立港區國安
法有迫切性，政府在憲制上亦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她希望市民信任香港的法律制度，相信立法後港人的權利及自由都會繼續

恢復正常秩序 重拾昔日

推薦專欄

得到保障，又強調有關法例是按香港法律執行。

大公社評
佳節倫常慘

特區仍需就 23 條立法
梁愛詩說，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未能處理分裂國家和顛覆政權等行徑，即使港區國安立法後仍未能涵蓋所有國家安

井水集

全範圍，例如煽動分裂及泄露國家機密等，因此立法後，政府仍需就基本法 23 條立法。

列強鎩羽

參與「基本法 30 周年」論壇
點擊香江

香港善德基金會主席董吳玲玲致辭時表示，基金會希望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讓社會大眾更積極、更主動地認識憲法和基

從美朝峰會

本法，從而進一步了解「一國兩制」及法治精神。新界校長會會長朱景玄於致辭時表示，作為教育工作者，在校園推動基本法

國貢獻」/

是責無旁貸的，如何培育下一代明辨是非，是教育工作者的責任。

隔海觀瀾
「寒蟬效
應朱穗怡

最新要聞
辛勞不為人知 甘當無名英雄

中歐班列直達巴黎 付運 8700 萬
防疫品

檢測流程三步走

「疫」轉職場 /核酸檢測員 埋
❶

身搏擊新冠/大 公報記者 盧冶

最受歡迎
1

監察議會 | 元朗
禮慶回歸 康文

2

譚耀宗：全國人

3

安老院舍長者

4

陳帆：已向房委月

5

梁振英:港區國安

6

政府：每艘街渡

7

特朗普造勢大會

發表國安法草案

網友觀點
0 條評論

文明上網理性發言，請遵守新聞評論服務協議

請輸入內容...
確定

度自治和法律差

診
8

文藝中年/《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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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要聞

鄧飛倡教育局做好教師培訓工作
時間：2020-06-27 04:23:34

国学

北京新疫情 排除武漢流

來源：大公報

新咽拭子採樣 靈感來自

下一篇：梁愛詩：法律存漏洞 國安立法具迫切性

加 19 政要聯署進言 特
魯
東航「周末隨心飛」Q&網
友評論\隨心飛活動惹業
界：口碑載道 先拔頭港優
才：還小孩平靜學恢復正常
秩序 重拾昔日

推薦專欄
大公社評
佳節倫常慘

圖：香港善德基金會昨日舉辦「基本法 30 周年」論壇/大公報記者唐曉明攝

井水集
列強鎩羽

【大公報訊】記者唐曉明報道：如何教好基本法近期成了社會廣泛關注的議題，香港善德基金會昨日舉辦的「基本法 30
周年」論壇，有家長便擔心中小學老師在教授基本法條文時，會否將自以為的「擔憂」、政見教予學生，影響他們對法例的正
確理解。論壇主持人、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指出，法律屬專業知識，不能當一般常識去教，建議教育局和法律專家做好教

點擊香江

師培訓工作，讓老師掌握相關的正確知識。

從美朝峰會
國貢獻」/

此外，嘉賓張先生在發問環節時表示，過去教育界和有關當局在推動基本法教育時有缺失，有些老師在教授基本法時有偏
差、走錯方向，令到現時學生缺乏對有關法例及國情教育的認識。他認為以前基本法教育太多留白，太多灰色地帶，應該讓學

隔海觀瀾

生從小時候、由最簡單的內容開始學起，將複雜內容簡單化，再逐步建構有關知識。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回應指，局

「寒蟬效
應朱穗怡

方應更積極做好工作，學校做好升國旗、唱國歌等活動，帶動推廣基本法工作，助學生掌握基本法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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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要聞

楊潤雄：支援學校推動國歌及國安教育
時間：2020-06-27 04:23:33

国学

北京新疫情 排除武漢流新

來源：大公報

咽拭子採樣 靈感來自加 19

下一篇：維護國家安全/譚惠珠：國安法一定可止暴制亂/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政要聯署進言 特魯

東航「周末隨心飛」Q&網

【大公報訊】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憲法及基本法教育包括促進師生認識國歌法及國家安全，局方會採取不同策略，推

友評論\隨心飛活動惹業
界：口碑載道 先拔頭

動憲法及基本法教育，並支援學校推動國歌及國家安全教育，讓學生全面認識國情。

港優才：還小孩平靜學

楊潤雄昨日出席基本法論壇後表示，涉港國安立法對國家及香港都是十分重要的工作。立法後，局方會研究以哪種方式及
哪些內容向學生介紹，令學生更深入了解港區國安法的重要性、背後理念、重要條文等。
目前，憲法及基本法教育在香港中小學通過不同學科推行，楊潤雄說，局方有意將國家安全教育以類似方式推行。他期望

恢復正常秩序 重拾昔日

推薦專欄

全港所有人同心，與國家同步，一起做好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大公社評
佳節倫常慘

至於備受關注的通識教育科，楊潤雄表示，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將於今年下半年提交報告。由於局方早前要求小組同時
檢視因疫情停課對教學的影響，所以實際報告提交日期，要視乎小組的工作進度。收到報告後，特區政府要看看小組的專業研
究意見，並繼續就課程聽取社會人士的意見，最後才會作出決定。

井水集
列強鎩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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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國安法」條文或在通過 | 攬炒派須看清形勢懸崖勒馬 | 瑞幸宣布 29 日在納斯達克停牌並進行退市備案 | 中國駐加使館发言人就孟晚舟事件发表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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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國安立法】楊潤雄：將全面推行國安教育

熱門排行

周排行

更多>>

1 亂港分子陳方安生宣布退出政壇
2 抗疫五月 林鄭撰文總結：疫情漸穩有序恢

2020-06-27
來源：香港商報

3 北京一密接者確診 此前 4 次核酸檢測均為陰

4 美參院通過所謂「香港自治法案」 白宮曾

【香港商報網訊】記者李銘欣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明日至下周二將再
開會，預料繼續審議「香港國安法」，引來全城關注。在昨日一個討論《基

5 美販運人口報告將香港列入監察名單 港府
6 北京 24 日新增 13 例 11 日至今累計確診
269

本法》頒布 30 周年的論壇上，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明，當「香港國安法」
通

7 【港代港委談國安法】港區國安法彰顯「一

過後，會在不同科目為中小學生推行相關教育，介紹其重要性。出席同一論

9 林鄭指香港再經不起亂 國安法令社會恢復

8 印度 3000 家酒店拒絕中國人入住

10 市民到美國駐港澳總館示威 美干預香港國

壇的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就認為，「香港國安法」可填補香港法例
中的空檔，惟認為仍有需要為《基本法》23 條本地立法。

別推薦

推薦點擊

更多>>

【財經透視】港股醞釀回 A 潮
市場人士認為，「回 A 潮」
背後是高估值吸引，和上市制度

改革帶來... 【詳細】

DWS：香港仍是進入中國內地的跳板
德意志投資認為，香港仍將
繼續作為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中國

內地市場... 【詳細】

【漫步人生】納瓦羅彈弓手有感
本周二早上約 9 時多，未知
是「攞景」還是贈興，美國白宮

貿易顧問... 【詳細】

梁愛詩：仍需要 23 條立法

楊潤雄昨出席善德基金會舉辦的「基本法 30 周年：和理傾基本法」論
壇。他發言時提到，「香港國安法」立法後，教育局會在課程中推行相關教
育，形式與目前憲法、《基本法》或《國歌法》一樣，令學生更深入理解國
家安全法的重要性、背後的理念及對他們的影響，以及當中一些重要的條
文。目前，教育局在中小學的常識、歷史、通識等多個學科中加入《基本
法》教育，還持續增潤相關課程，亦為校長老師舉辦有關講座，與時並進。
楊潤雄強調，未來教育局會促進師生對國歌法及國安法的認識，全力支援國
歌教育及國家安全教育，讓學生全面認識國情。

另一位出席論壇的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表示，過去很多人誤解
《基本法》，例如認為中央除了國防及外交外，其他事務都不能管，中央有
維護國家安全的根本責任，特區政府主要處理社會治安。梁愛詩續稱，香港
法例就分裂國家和顛覆政權方面就有空檔，必須要處理，今次暴亂亦看到外
國勢力的參與，所以訂立「香港國安法」有迫切性，特區政府在憲制上亦有
責任維護國家安全。她又認為，今次人大訂立「香港國安法」並無涵蓋所有
國家安全範圍，例如煽動分裂及洩露國家機密等，所以將來仍有需要為《基
本法》23 條本地立法。

另一方面，將會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的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
昨在一電台節目稱，今次會有 8 至 9 名港區人大代表獲邀列席，比以往多，
會議將審議「香港國安法」，並很可能會於本月底獲通過。
譚惠珠：中央保留管轄權

譚惠珠說：「明白有人憂慮立法，中央已做了多場諮詢，會上有很多專
業人士，已接觸可以接觸的人，中央不可以再不設防，讓外國干預香港事
務，立法是事在必行，因此原則上不可以反對立法。」對於涉及國安的案
件，中央可保留必要的管轄權，譚惠珠指管轄權不屬香港自治範圍，特區政
府原則上沒有話語權，但中央會顧及香港情況，只在特定情形下，對極少數
案件行使管轄權，至於如何才算「特定情形」，她認為法律會列明清楚。

此外，香港投資推廣署署長傅仲森近日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表示，修例風
波令社會動蕩引發不少投資者擔憂，更對零售、酒店等行業造成實質性打
擊，商家想要的是穩定，希望生意不被社會動蕩打亂，所以絕大多數商家真
心歡迎香港國安立法。他認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獨特優勢不會

因國安立法而受影響，香港作為國際化都市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在高素
質人才、規管機制、法治等方面的優勢都將繼續保持。
[責任編輯：董岳昕]

相關新聞
【政團首長談國安法】國安法顯中央對港關顧及信任
【港代港委談國安法】港區國安法彰顯「一國兩制」精神
林鄭指香港再經不起亂 國安法令社會恢復安寧
【工商領袖談國安法】港由亂到治的轉折
【專家學者談國安法】中央事權 香港責任
特首指定法官可避雙重效忠
【港代港委談國安法】顏寶鈴：年輕人勿被煽動
【政府高官談國安法】李家超：正準備執法檢控前期工作

網友評論

張達明批評國安法立法過程⿊箱作業。（梁鵬威攝）

張達明質疑諮詢只是「⾛程序」
張達明解釋，根據《基本法》18 條，法律納入附件三之前需先諮詢特區政府及基本法
委員會，惟消息指草案將於⽉底通過，但⾄今仍未納入常委會議程，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陳弘毅更表⽰未看過條文內容，與當年制定《基本法》有很⼤落差。他指出，當年基本
法委員會的組成，港⼈及內地⼈各佔⼀半，並聽取香港法律專家意⾒，達致真正諮詢；
⽽現時基委會的⾓⾊「就係冇⾓⾊」，只是「⾛程序」，與《基本法》初⼼不⼀樣。
張達明⼜稱，《基本法》的發展已超出當年想像，形容回歸初期中央表現克制，避免就
香港事務表態。他認為，⾯對社會衝突，擁有權⼒的⼈需放下⾝段才可緩解，⼜嘆道若
中央治港⽅針不變，「⾼度⾃治」、港⼈治港不重新落實，看不到香港達成普選的希
望。

梁愛詩強調應該對香港的制度有信⼼，否則她亦無話可說。（梁鵬威攝）

梁愛詩：⾰命成王敗寇 不存在違法達義
梁愛詩指出，中央當年制定 23 條時，國安及法制等觀念相對傳統及簡單，14 年重新
判斷後加入新的元素，包括網絡安全及⾦融安全等，香港亦要適應社會變化，強調國安
法沒有取代 23 條的立法責任。
有在場歷史科教師問到，孫中⼭及⽑澤東均透過⾰命建立中華⺠國及新中國，立法後⾃
⼰提及⾰命會否犯法。梁愛詩⾃⾔贊成批判性教育，但強調應「有底、講是非⿊⽩」，
並讓學⽣了解到⾰命是成王敗寇，不存在違法達義，要為⾃⼰的⾏為承擔後果。

梁愛詩：教師要令學⽣明⽩無違法達義 張達明批國安立法⿊箱作業

政情
撰文：翟睿敏

讚好

0

2020-06-26 19:32 最後更新⽇期：2020-06-26 19:32

《港區國安法》預料於⽉底通過，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律政司前司⻑梁愛詩今
⽇（26⽇）出席⼀個《基本法》30 周年論壇時，回應社會對立法及國內司法的質
疑，指不應只看缺點，亦要看到國家的進步，強調應該對香港的制度有信⼼，否則
她亦「無話可說」。
港⼤法律學院⾸席講師張達明於同⼀論壇指出，《基本法》及《港區國安法》均為
全國性法律，同樣適⽤於香港以及影響港⼈，惟《基本法》草擬過程透明，港⼈有
很⼤的參與，批評國安法立法過程⿊箱作業。

香港 台灣 北美

搜尋
要聞港聞 娛樂 兩岸 國際 財經 果籽

「國安條文強硬

體育 總覽

港 no say」

譚惠珠指法例諮詢中 料⼀公佈即實施
10⼩時前

AA

A

【惡法臨城】
【本報訊】備受爭議的港版國安法預料下周⼆在北京通過，港⼈⾄今對法案條
文和細節仍蒙在⿎裏。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指，明⽇⼀連三⽇召開的全
國⼈⼤常委會有可能表決草案，並有機會⼀公佈立即在港實施，她也提到港版
國安法包括的中央管轄權不屬香港⾃治範圍，故「原則上來說香港其實是『no
say』」，⼜肯定條文會「強硬」。⺠主派議員再批⼈⼤常委會無就港版國安
法公開諮詢港⼈意⾒，斥立法破壞⼀國兩制。

⺠主派議員昨召開記者會，炮轟港版國安法⼲預香港司法制度。

全國⼈⼤常委會會議將於周⽇起⼀連三⽇開會，料會審議港版國安法。譚惠
珠昨出席電台節⽬時透露，⼈⼤常委會有機會表決港區國安法，估計香港政
府在通過後會盡快刊憲，條文亦有可能⼀公佈就實施。

譚惠珠⼜提到，過往只有三⾄四名港區⼈⼤可以列席，但今次增⾄10 位港區
⼈⼤和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都可列席會議，形容「希望今次不枉此⾏啦」。

梁愛詩：課堂教⾰命有困難
相關新聞：⽩宮⼀度煞停 與參院磋商釋慮

對於影響 700 萬⼈的法例條文⾄今仍未公佈，譚惠珠說是因為仍有諮詢⼯作
進⾏，包括⼈⼤法⼯委在香港收集意⾒，和有多場「親密接觸」諮詢，故暫
未有最終文本。她⼜將事件歸咎於香港 23 年來仍未就國安立法，需交由⼈⼤
立法，故未公開條文。雖然未⾒到草案細節，但她卻肯定條文會「強硬」，
推斷條文若是「無牙老虎」，中央理應毋須立法，⼜指中央在過去⼀年都未
有出動解放軍，證明中央對港政策只會透過法律和輿論。

港版國安法中，中央在特定情形下對極少數國安案件⾏使管轄權，譚惠珠認
為中央管轄權不屬香港⾃治範圍，故「原則上來說香港其實是 no say（沒有
發⾔權）」。她強調，中央在國安法下擁有全部法理上的管轄權，只因為顧
及香港情況，⽽將⼤多數案件交由香港處理。⾄於中央所處理極特殊情況，
則要視乎條文決定是否需要到內地受審。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亦在出席⼀個《基本法》論壇時提及港版國安
法，批評反對派不斷測試中央底線，中央才根據《基本法》，透過訂立國安法
處理香港事務。

論壇上，台下有老師問及國安法立法後討論個別議題會否犯法，梁愛詩指，早
前與教授歷史的教師討論過，立法後能否討論「⾰命」，她認同有困難，亦
贊成批判式教育，在教授時必須聲明每個⼈對國家有責任，「若果你真係要
搞⾰命喇，成者為王、敗者為寇，若果失敗係要俾⼈殺頭」。

港⼤法律學院⾸席講師張達明擔⼼，港區國安法制訂後會引入內地模式，
加強控制意識形態。

泛⺠轟令港法制中⾨⼤開

張達明⼜指《基本法》第 18 條規定，由中央制訂的法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
時，須諮詢特區政府及基本法委員會，但⾄今仍有委員稱未看過條文，質疑中
央如何符合《基本法》規定。

⺠主派議員昨召開記者會，再次批評港版國安法⼲預香港司法制度，破壞⼀
國兩制和⾼度⾃治。有議員質疑，⼈⼤常委無就國安法諮詢港⼈意⾒，⼜批
評草案內容⾄今尚未公開，影響公眾知情權。

⺠主黨主席胡志偉重申，北京強推法案只會令本港法律體系「中⾨⼤開」，
破壞普通法的司法獨立，令國際對港失去信⼼，繼⽽取消本港特殊經貿地
位，直斥「國安立法，兩制玩完」。

譚惠珠指港版國安法公佈後，或立即在港實施。

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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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出更：失眠冇有怕梁天富：乘機鍛煉棋

上⼀則

下⼀則

中環出更：失眠冇有怕 梁天富：乘機鍛煉棋藝
都市⼈⽣活節奏急促、壓⼒⼜⼤，加上近來⼜有疫情困擾，以及缺少外
出旅遊調劑⽣活，好多⼈都遇上失眠嘅問題。唔知⼀班社會賢達平時⼜
係點樣放鬆⾃⼰，輕鬆進入夢鄉？卓妮尋⽇出席善德基⾦會舉辦嘅論
壇，同該會副主席梁天富（ E d d i e ）傾開先發現，原來佢久唔久都會
成晚眼光光，攤喺張床輾轉反側，⽽佢嘅解決辦法就係捉棋喇！

熱⾨:
升學顧問 減肥瘦⾝ 海外升
學
課程 幼兒課程 電話系統

聽 E d d i e 講，昔⽇佢較年輕嘅時候，⼀旦瞓唔着，就會落
街同公園阿伯捉棋，由於老友記嘅棋藝往往都出神入化，於
是 E d d i e 就喺多次對弈當中，棋藝得以愈⾒精進。雖然依
家個⼈年紀⼤咗，落街捉棋嘅意欲不復往年，但幸好拜互聯
網所賜，瞓唔着都可以喺網絡同各路⾼⼿線上捉棋、過番兩
招。

市場推廣 婚紗攝影 網上商
店
禮品 花籃 核數

王亞明：飲⽩酒包保瞓天光

商標 冷氣⼯程 英語

⾄於該會總理關劉麗霞，就話⾃⼰經常保持⼼境開朗，所以
好少受到失眠困擾。除此之外關太仲有⼀個防失眠嘅⼼得，
就係完成⼿頭⼯作之後，先⾄去⾒⾃⼰想⾒嘅⼈、做⾃⼰想
做嘅事，無公事牽掛⾃然減壓不少，加上依家間中會弄孫為
樂、⼼境平靜之時⼜會打坐靜修，咁睇嚟真係乜嘢壓⼒都畀
佢掃⾛晒啦，唔怪之得晚晚都可以⼀覺瞓到⼤天光。

興趣班 不織布袋 五⾦廢料
會計 專業化妝 印刷脫髮 宣
傳⽅法

我的瀏覽記錄
港⼤教⼤貼滿港獨標語 校⽅無
⾏動 (26/06)
清除記錄

同場⼜⾒到主席董吳玲玲，同另⼀位副主席王亞明（ J e f f r e梁天富（右）話瞓唔着就會透過網絡同各路⾼⼿捉
y ）。 講睡眠質素， J e f f r e y 就冇關太咁好喇。雖然佢都盡量棋。旁係善德基⾦會副主席鄭穩偉。
將⽣活同⼯作分
開，但係有時亦會徹夜難眠，於是佢就會煲吓劇、做吓啲簡單運動，期望藉此令到⾃⼰產⽣睡意。 如果
呢啲招數都唔奏效，咁 J e f f r e y 就會使出必殺技，就係飲⼀⼩杯酒精濃度⾼嘅⽩酒，咁就包保好瞓到天
光，仲唔會影響第⼆朝起⾝咁話。

關劉麗霞（左）甚少失眠，王
亞明（右）羨慕不已。

董吳玲玲話食得瞓得實屬福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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