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德基金會 

「小精英．節日情」教師專業發展日 

（2021 年 12 月 8 日） 

媒體報導總表 

 

編號 日期 媒體 標題 

1 8-Dec 無綫新聞

TVB 

鄧炳強批羅冠聰出賣國家感沾沾自

喜為現代漢奸 

2 8-Dec 無綫新聞

TVB 

 

鄧炳強批羅冠聰「現代漢奸」出賣國

家 羅冠聰稱不會屈服於威嚇 

3 8-Dec NOWTV 新聞 羅冠聰回應鄧炳強「漢奸論」 稱

已非首次被罵漢奸、懦夫  

4 8-Dec NOWTV 新聞 鄧 炳 強 形 容 羅 冠 聰 是 現 代 漢 奸  

為外國政治目的出賣國家  

5 8-Dec NOWTV 新聞 人 民 日 報 批 民 主 峰 會 邀 羅 冠 聰  

為港獨分子提供表演舞台  



6 8-Dec NOWTV 新聞 鄧 炳 強 ： 入 境 處 將 查 兩 官 員 接 受

恒大高層送禮事件  

7 8-Dec 有線電視新聞 

 

羅冠聰獲邀赴美演講  鄧炳強斥現

代漢奸 羅：「中國特色漢奸」是為

香港付出的人 

8 8-Dec 香港電台 

 

鄧炳強稱入境處人員接受禮物 處

方調查後會有結果 

9 8-Dec 商業電台 鄧炳強稱羅冠聰是「現代漢奸」 應

感羞恥 

10 8-Dec 商業電台 入境處高層承認收恒大高層禮物籃 

鄧炳強：處方將調查  

11 8-Dec 新城廣播 本地入境處高官收禮物籃 鄧炳強指

處方會調查 

12 8-Dec TOPICK 【國民教育】警方聯合教育界出版幼

稚園教材 冀培育幼童守法愛國觀

念 

13 8-Dec HK01 入境處高官收恒大禮物 副處長：恒

大執董是好友  鄧炳強：會調查  



14 8-Dec HK01 羅冠聰出席全球民主峰會  鄧炳強

斥出賣國家如「現代漢奸」 

15 8-Dec 頭條日報網 
鄧炳強批羅冠聰出賣自己國家 為

現代漢奸 

16 8-Dec 人民網 “小精英·节日情”教师专业发展日

在港举行 

17 8-Dec 點新聞 鄧炳強：要培養年輕人提升國民身份

認同感 鞏固國家安全 

18 8-Dec 點新聞 （有片）鄧炳強：羅冠聰是「現代漢

奸」 應為出賣國家感到羞恥 

19 8-Dec 點新聞 （多圖）「小精英·節日情」教師專業

發展日 冀培育幼童守法愛國觀念 

20 8-Dec 橙新聞 
鄧炳強斥羅冠聰為「現代漢奸」 出

賣國家應該感羞恥 

21 8-Dec 新浪香港 鄧炳強斥羅冠聰為「現代漢奸」 出

賣國家應該感羞恥 



22 8-Dec Am730 葵青警區推幼兒圖書 培養幼童守規

守法意識 

23 8-Dec 思考 HK 鄧炳強批羅冠聰是現代漢奸 並將調

查入境處高層收禮物籃 

24 8-Dec 眾新聞 眾新聞-鄧炳強批羅冠聰是「現代漢

奸」被問入境處兩高官收禮就稱等調

查再討論 

25 8-Dec 立場新聞 

【入境處高官收禮】鄧炳強：官員已

解釋 入境處會調查 廉署：不評

論 依法跟進涉違防賄行為 

26 8-Dec 經濟通 【香港政情】入境處兩高層收恒大禮

籃，鄧炳強：處方將調查事件 

27 8-Dec 英文虎報 Senior immigration officers under probe 

for receiving hampers from Evergrande 

28 8-Dec YAHOO 香港 鄧炳強稱入境處人員接受禮物 處方

調查後會有結果 

29 8-Dec YAHOO 香港 人民日報批民主峰會邀羅冠聰  為

港獨分子提供表演舞台 



30 8-Dec Line Today 

鄧炳強稱入境處人員接受禮物 

處方調查後會有結果 

31 9-Dec 香港經濟日報 警方再夥教育界  本月推幼園教材 

從小培養愛國情懷 派贈 2.5 萬學生  

32 9-Dec 香港商報 小精英圖書助培育幼童守法愛國  

33 9-Dec 香港商報網 小精英圖書助培育幼童守法愛國 

34 9-Dec 文滙報 200 幼師發展日學《小精英》教學技

巧    

35 9-Dec 文滙網 200 幼師發展日學《小精英》教學技

巧 

36 9-Dec 香港仔 二百幼師掌握《小精英》教學  

37 9-Dec 星島日報 鄧炳強：培育年輕人愛國是社會責任    

38 9-Dec 大公報 斥亂港分子赴美抹黑中國 「他應感

羞恥」 鄧炳強：羅冠聰是「現代漢奸」    

39 9-Dec 大公網 鄧 炳 強 ： 羅 冠 聰 是 「 現 代 漢 奸 」 



40 9-Dec 星島日報 官媒發三炮轟羅冠聰 鄧炳強斥「現代

漢奸」 指出席美「民主峰會」 甘當

反華「玩偶」 

41 9-Dec 明報 入境處跟進高層收禮 查錫我倡廉署

查 質疑恒大每年申大量簽證 本報

查詢處方沒答  

42 9-Dec 明報網站 羅冠聰出席全球民主峰會前夕 3 官

媒點名批評 

43 9-Dec 頭條日報 新華社批甘做西方反華「玩偶」 鄧炳

強斥羅冠聰「現代漢奸」  

44 9-Dec Am730 利益嫌疑 入境處兩高層 認收恒大

禮籃無申報 保安局長：待處方調查後

回應 

45 9-Dec Am730 鄧炳強批羅冠聰是現代漢奸  

46 9-Dec 信報 兩官收恒大禮籃 鄧炳強：當事人已解

釋    

47 9-Dec 信報網 兩官收恒大禮籃  鄧炳強：當事人

已解釋  



48 9-Dec 信報網 鄧炳強批羅冠聰「現代漢奸」出賣

國家  

49 9-Dec 成報 入境處副處長郭俊峯 2 高官 收財團

貴價果籃 鄧炳強稱會調查廉署跟進

涉違防賄行為  

50 9-Dec 成報 鄧炳強斥羅冠聰是「現代漢奸」    

51 9-Dec 南華早報 Top immigration officers probed over gift 

hampers    

52 9-Dec 南華早報 State media hit out at fugitive nathan law    

53 9-Dec 英文虎報 Immigration pair probed over gift hampers    

54 9-Dec 巴士的報 官媒發三炮轟羅冠聰 鄧炳強斥「現

代漢奸」 

55 8-Dec 東網 羅 冠 聰 獲 邀 出 席 美 全 球 民 主 峰 會  

鄧炳強形容如現代漢奸  

56 9-Dec 東方日報網 指羅冠聰賣國 鄧炳強斥「現代漢奸」 

 

 

 

 

 

 

 



善德基金會 

「小精英．節日情」教師專業發展日 

（2021 年 12 月 8 日） 

報導內容 
 

1. 無綫新聞 TVB 

2021-12-08 15:31 

https://news.tvb.com/local/61b05f5fc652e9907998e923/鄧炳強批羅冠聰出賣國家感沾

沾自喜為現代漢奸 

鄧炳強批羅冠聰出賣國家感沾沾自喜為現代漢奸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批評，身處海外的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是出賣自己國家

的現代漢奸。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我留意到羅冠聰指，有美國總統拜

登邀請他，出席『民主峰會』，因此而感到榮幸，一個人出賣自己國家，是為

外國的政治目的，這些便是現代漢奸，現代漢奸羅冠聰，因為出賣國家而沾沾

自喜，我認為他應該感到羞恥。」 

 

 

2. 無綫新聞 TVB 

2021-12-08 18:04 

https://news.tvb.com/local/61b08317c652e9f60398e928/鄧炳強批羅冠聰現代漢奸出賣

國家-羅冠聰稱不會屈服於威嚇 

鄧炳強批羅冠聰「現代漢奸」出賣國家 羅冠聰稱不會屈服於威嚇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再次批評獲邀出席本周美國「民主峰會」的前香港眾志主席

羅冠聰，形容他出賣國家，是「現代漢奸」。  繼之前一日發表文章批評羅冠

聰企圖在美國一個鼓動其陣營對抗中國的會議，發表詆毀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言

論，散播政治謊言。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出席一個活動後，再次主動提及事

件。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有美國總統拜登邀請他出席『民主峰會』，

因此而感到榮幸。一個人出賣自己國家，是為外國的政治目的，這些便是現代

漢奸。現代漢奸羅冠聰因為出賣國家而沾沾自喜，我認為他應該感到羞恥。」  

羅冠聰在社交網站回應，指不會屈服於威嚇，又稱峰會無邀請中國，與香港政

府無關，認為鄧炳強的批評是干涉他國內政。  另外，有報道指入境處副處長

郭俊峯及首席入境事務主任汪奇，曾在中秋前夕接收中國恒大高層送贈價值逾

https://news.tvb.com/local/61b05f5fc652e9907998e923/鄧炳強批羅冠聰出賣國家感沾沾自喜為現代漢奸
https://news.tvb.com/local/61b05f5fc652e9907998e923/鄧炳強批羅冠聰出賣國家感沾沾自喜為現代漢奸
https://news.tvb.com/local/61b08317c652e9f60398e928/鄧炳強批羅冠聰現代漢奸出賣國家-羅冠聰稱不會屈服於威嚇
https://news.tvb.com/local/61b08317c652e9f60398e928/鄧炳強批羅冠聰現代漢奸出賣國家-羅冠聰稱不會屈服於威嚇


三千元的禮物籃，鄧炳強表示入境處會調查。  鄧炳強稱：「就有官員收取果

籃，相關官員其實已經解釋，入境處亦會作出調查。待調查結果公布後，大家

可以再討論這件事。」  入境處發聲明，指兩名人員周日收到傳媒就事件作出

查詢後，已即時向處長匯報，指曾於傳統節日收取私交友好送出物品，但雙方

無公務往來，其價值沒超出規定，因此沒作申報。  入境處強調，十分重視人

員操守，會依法及按既定程序嚴肅處理。 

 

 

3. NOWTV 新聞 

2021-12-08．23:54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459317 

羅冠聰回應鄧炳強「漢奸論」  稱已非首次被罵漢奸、懦夫  

【Now 新聞台】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將出席民主峰會發表講話，保

安局局長鄧炳強形容他是現代漢奸，為外國政治目的出賣國家。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羅冠聰說美國總統拜登邀請他出席民主峰會，

因此感到榮幸，一個人出賣自己國家，為外國政治目的，是現代漢

奸，現代漢奸羅冠聰因為出賣國家而沾沾自喜，我覺得他應感到羞

恥。」  

另外，內地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批評美國政府為「港獨」分子提

供表演舞台，進一步曝露出民主峰會實質是要把民主工具化及武器

化。  

羅冠聰在社交網站回應指，自己並非第一次被罵「漢奸、懦夫」，司

徒華及李柱銘都曾遇到如此罵名，很多仍在監獄內的人也是如此，他

指「中國特色漢奸」應該就是真正為香港付出的人。  

 

4. NOWTV 新聞 

2021-12-08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459268 

鄧炳強形容羅冠聰是現代漢奸  為外國政治目的出賣國家  

【Now 新聞台】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將出席民主峰會發表講話，保

安局局長鄧炳強形容他是現代漢奸，為外國政治目的出賣國家。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459317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459268


鄧炳強：「羅冠聰說美國總統拜登邀請他出席民主峰會，因此感到榮

幸，一個人出賣自己國家，為外國政治目的，是現代漢奸，現代漢奸

羅冠聰，因為出賣國家而沾沾自喜，我覺得他應感到羞恥。」  

 

5. NOWTV 新聞 

2021-12-08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459304 

人民日報批民主峰會邀羅冠聰  為港獨分子提供表演舞台  

【Now 新聞台】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將出席民主峰會發表講話，保

安局局長鄧炳強形容他是現代漢奸，為外國政治目的出賣國家。   

鄧炳強：「羅冠聰說美國總統拜登邀請他出席民主峰會，因此感到榮

幸，一個人出賣自己國家，為外國政治目的是現代漢奸，現代漢奸羅

冠聰，因為出賣國家而沾沾自喜，我覺得他應感到羞恥。」  

內地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批評美國政府為「港獨」分子提供表演

舞台，進一步曝露出民主峰會實質是要把民主工具化及武器化，又指

美國政客與反中亂港分子勾結，包庇縱容違法犯罪分子，陰險圖謀必

將以失敗告終。  

 

 

6. NOWTV 新聞 

2021-12-08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459263 

鄧炳強：入境處將查兩官員接受恒大高層送禮事件  

【Now 新聞台】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指，就兩名入境處官員接受恒大高

層送禮事件，入境處將作出調查。   

鄧炳強：「就着有 (入境處 )官員收取果籃事情，相關官員已作出解釋，

入境處會作出調查，待調查有結果後大家可以再作討論。」  

 

 

7. 有線電視新聞 

2021-12-08 15:11:25 

2021-12-09 10:14:03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news/article/37/780742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459304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459263
http://cablenews.i-cable.com/ci/news/article/37/780742


羅冠聰獲邀赴美演講 鄧炳強斥現代漢奸 羅：「中國特色漢奸」是為香港付

出的人 

【有線新聞】立法會前議員羅冠聰獲美國總統拜登邀請，到「全球民主峰會」

演講。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再批評羅冠聰，說他是「現代漢奸」，羅冠聰回應說

「中國特色漢奸」應該是指真正為香港付出的人。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美國民主峰會舉行前夕，再開腔批評出席演說的前立法會

議員羅冠聰。鄧炳強：「我留意到羅冠聰說，有美國總統拜登邀請他出席民主

峰會，因此感到榮幸。一個人出賣自己的國家是為了外國的政治目的，這些就

是現代的漢奸。現代漢奸羅冠聰因為出賣國家而沾沾自喜，我覺得他應該感到

羞恥。」 

羅冠聰抵達美國應美國總統拜登邀請，就保障人權及鞏固民主對抗威權在民主

峰會發表演說。他隔空回應說，自己不是第一次被人罵是「漢奸」、「懦

夫」、「賣國賊」，司徒華、李柱銘都被人這樣罵過。他形容在中國特色的民

主、自由、法治下，「中國特色漢奸」應該是真正為香港付出的人，又說無論

環境多麼艱困，不要被極權切割成毫不相關的個體。他較早前回應外間批評他

受外國勢力煽動的言論荒謬，表明自己沒受外國政府資助。 

內地官媒接連發文批評羅冠聰指，他是西方反華「玩偶」、反華勢力殘存的

「馬前卒」。人民日報形容羅冠聰背叛祖國，散播政治謊言，批評美國干涉香

港事務，支持反中亂港勢力。 

 

 

8. 香港電台 

2021-12-08 HKT 14:57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623322-20211208.htm 

鄧炳強稱入境處人員接受禮物 處方調查後會有結果 

有報道指，入境處兩名官員承認收取私人公司高層送贈價值 3000 多元的禮物

籃。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指，相關官員已作出解釋，入境處會調查，之後會

有結果。 

鄧炳強出席一項活動後被多次追問有關事件時重申，入境處將作出調查，有結

果後再討論。 

他在會見傳媒時亦主動提及，前香港眾志羅冠聰對於獲美國總統拜登邀請出席

民主峰會而感到榮幸時指出，一個人為外國政治目的出賣國家，形容羅冠聰是

現代漢奸，批評對方因為出賣國家而沾沾自喜，是應該感到羞恥。 

 

 

 

9. 商業電台 

08.12.2021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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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881903.com/news/local/2420944/鄧炳強稱羅冠聰是現代漢奸-應感羞恥 

鄧炳強稱羅冠聰是「現代漢奸」 應感羞恥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身處海外的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受到美國總統拜登

邀請，參與全球民主峰會，他形容羅冠聰是「現代漢奸」，指他因為出賣自己

國家而沾沾自喜，應該感到羞恥。 鄧炳強出席一個活動致辭時表示，香港實施

《港區國安法》之後，社會恢復秩序，市民生活能夠重回正軌，但他指，整體

社會包括年輕人，仍需提升國民認同、守法意識，政府非常重視向年輕人灌輸

正確價值觀，教育他們明辨是非及理性分析事件。 鄧炳強又表示，從小培育年

輕一代的愛國愛港情懷是社會的責任，希望各界攜手教育下一代正確守法意

識，保護下一代，讓他們能立足香港、胸懷祖國、面向國際。 

原文網址：https://www.881903.com/news/local/242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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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網址：https://www.881903.com/news/local/2420891 

入境處高層承認收恒大高層禮物籃 鄧炳強：處方將調查  

入境處副處長郭俊峯及首席入境事務主任汪奇承認收取由中國恒大高

層送贈的禮物籃，但強調與對方無公務往來，因此沒有申報利益，事

後已向入境處長匯報事件。兩人透過入境處發表書面回覆，指相關禮

物籃在網購平台的「早鳥優惠」下，售價不足 3000 元，符合法例規

定。 入境處發聲明，指二人日前接獲傳媒查詢後，已即時向入境處長

匯報，他們曾於傳統節日收取私交友好送出的物品，但雙方並無公務

往來，而禮物的價值亦沒有超出相關規定，因此沒有作出申報。入境

處稱，正跟進事件，強調一向十分重視屬下人員的行為操守，如發現

有任何人員有違法或不當行為，會依照相關法例及既定程序作出嚴肅

處理。 保安局長鄧炳強回應事件時表示，入境處會調查事件。被問到

官員以禮物籃可有「早鳥優惠」作解釋，指禮物籃折扣後價值不超過

3000 元，是否正確理解，他就指，待調查有結果後，到時可再作討

論。 公務員事務局及廉政公署不評論個案 公務員事務局表示，現階

段不評論個別個案。 局方指，根據《接受利益（行政長官許可）公

告》，公務員已獲「一般許可」，可在公告所訂明的情況和限制下接

受利益，包括指定的「受限制利益」，例如禮物、金錢、折扣等。如

果有關利益超越「一般許可」涵蓋的範圍，公務員必須向所屬部門申

請「特別許可」，獲批核才可接受。 廉政公署表示，不評論個別事

件，會依法按既定程序跟進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的行為。 查錫

我：倘人員與恒大有往來 或構成違法 廉署前總調查主任查錫我早上

在本台節目表示，事件的觀感不佳，如果入境處與中國恒大有任何公

https://www.881903.com/news/local/2420944/鄧炳強稱羅冠聰是現代漢奸-應感羞恥
https://www.881903.com/news/local/2420891


務往來，相關人員有可能違法，促請入境處交代事件。 民主黨主席羅

健熙批評兩人的解釋牽強，屬自圓其說，認為事件嚴重打擊公務員團

隊的廉潔形象，影響公眾信心，擔心「上樑不正下樑歪」，會令貪腐

官場文化在香港植根。他強調，中國恒大高層不是第一次被傳媒揭發

與政府高官私下往來，廉署應主動調查，並向公眾交代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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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etroradio.com.hk/MetroFinance/News/NewsLive.aspx?SearchText=&NewsId

=20211208213918&page=0 

本地入境處高官收禮物籃 鄧炳強指處方會調查 

入境處副處長郭俊峯及首席入境事務主任汪奇, 向傳媒承認曾收取恒大高層送

贈的禮物籃. 

        入境處聲明指, 有關人員接獲傳媒查詢後, 已即時向處長匯報, 表示兩人曾於傳

統節日, 收取私交友好送出的物品, 但雙方並無公務往來, 而價值亦無超出相關

規定, 因此無作出申報. 

        入境處說, 正跟進事件, 強調一向十分重視屬下人員的行為操守, 如發現有有違

法或不當行為, 會依照法例及既定程序嚴肅處理.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說, 相關官員已經解釋, 而處方亦會調查, 認為可留待有

調查結果後, 再作討論. 

        另外, 對於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 獲美國邀請出席全球民主峰會, 鄧炳強形容

羅冠聰是「現代漢奸」, 批評他因出賣國家而沾沾自喜, 應該感到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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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126882/%E3%80%90%E5%9C%8B%E6%B0%91%E6%

95%99%E8%82%B2%E3%80%91%E8%AD%A6%E6%96%B9%E8%81%AF%E5%90

%88%E6%95%99%E8%82%B2%E7%95%8C%E5%87%BA%E7%89%88%E5%B9%B

C%E7%A8%9A%E5%9C%92%E6%95%99%E6%9D%90%E3%80%80%E5%86%80%

E5%9F%B9%E8%82%B2%E5%B9%BC%E7%AB%A5%E5%AE%88%E6%B3%95%E

6%84%9B%E5%9C%8B%E8%A7%80%E5%BF%B5 

【國民教育】警方聯合教育界出版幼稚園教材 冀培育幼童守法愛國觀念 

警 方與教 育界再 度合作 推出幼 稚園教 材《小 精英． 節日情 》，書 中透

過 10 個節日 及大型活 動，包 括十一 國慶升 旗儀式 等，灌 輸幼童 要從小

尊 重國歌 、國旗 ，從而 提升國 民身份 認同及 培養愛 國情懷 ；本月 內免

費 派發予 全港 400 間幼 稚園共 約 2.5 萬 名幼 稚園學 生；以 「大灣 區」

http://www.metroradio.com.hk/MetroFinance/News/NewsLive.aspx?SearchText=&NewsId=20211208213918&page=0
http://www.metroradio.com.hk/MetroFinance/News/NewsLive.aspx?SearchText=&NewsId=20211208213918&page=0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126882/%E3%80%90%E5%9C%8B%E6%B0%91%E6%95%99%E8%82%B2%E3%80%91%E8%AD%A6%E6%96%B9%E8%81%AF%E5%90%88%E6%95%99%E8%82%B2%E7%95%8C%E5%87%BA%E7%89%88%E5%B9%BC%E7%A8%9A%E5%9C%92%E6%95%99%E6%9D%90%E3%80%80%E5%86%80%E5%9F%B9%E8%82%B2%E5%B9%BC%E7%AB%A5%E5%AE%88%E6%B3%95%E6%84%9B%E5%9C%8B%E8%A7%80%E5%BF%B5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126882/%E3%80%90%E5%9C%8B%E6%B0%91%E6%95%99%E8%82%B2%E3%80%91%E8%AD%A6%E6%96%B9%E8%81%AF%E5%90%88%E6%95%99%E8%82%B2%E7%95%8C%E5%87%BA%E7%89%88%E5%B9%BC%E7%A8%9A%E5%9C%92%E6%95%99%E6%9D%90%E3%80%80%E5%86%80%E5%9F%B9%E8%82%B2%E5%B9%BC%E7%AB%A5%E5%AE%88%E6%B3%95%E6%84%9B%E5%9C%8B%E8%A7%80%E5%BF%B5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126882/%E3%80%90%E5%9C%8B%E6%B0%91%E6%95%99%E8%82%B2%E3%80%91%E8%AD%A6%E6%96%B9%E8%81%AF%E5%90%88%E6%95%99%E8%82%B2%E7%95%8C%E5%87%BA%E7%89%88%E5%B9%BC%E7%A8%9A%E5%9C%92%E6%95%99%E6%9D%90%E3%80%80%E5%86%80%E5%9F%B9%E8%82%B2%E5%B9%BC%E7%AB%A5%E5%AE%88%E6%B3%95%E6%84%9B%E5%9C%8B%E8%A7%80%E5%BF%B5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126882/%E3%80%90%E5%9C%8B%E6%B0%91%E6%95%99%E8%82%B2%E3%80%91%E8%AD%A6%E6%96%B9%E8%81%AF%E5%90%88%E6%95%99%E8%82%B2%E7%95%8C%E5%87%BA%E7%89%88%E5%B9%BC%E7%A8%9A%E5%9C%92%E6%95%99%E6%9D%90%E3%80%80%E5%86%80%E5%9F%B9%E8%82%B2%E5%B9%BC%E7%AB%A5%E5%AE%88%E6%B3%95%E6%84%9B%E5%9C%8B%E8%A7%80%E5%BF%B5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126882/%E3%80%90%E5%9C%8B%E6%B0%91%E6%95%99%E8%82%B2%E3%80%91%E8%AD%A6%E6%96%B9%E8%81%AF%E5%90%88%E6%95%99%E8%82%B2%E7%95%8C%E5%87%BA%E7%89%88%E5%B9%BC%E7%A8%9A%E5%9C%92%E6%95%99%E6%9D%90%E3%80%80%E5%86%80%E5%9F%B9%E8%82%B2%E5%B9%BC%E7%AB%A5%E5%AE%88%E6%B3%95%E6%84%9B%E5%9C%8B%E8%A7%80%E5%BF%B5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126882/%E3%80%90%E5%9C%8B%E6%B0%91%E6%95%99%E8%82%B2%E3%80%91%E8%AD%A6%E6%96%B9%E8%81%AF%E5%90%88%E6%95%99%E8%82%B2%E7%95%8C%E5%87%BA%E7%89%88%E5%B9%BC%E7%A8%9A%E5%9C%92%E6%95%99%E6%9D%90%E3%80%80%E5%86%80%E5%9F%B9%E8%82%B2%E5%B9%BC%E7%AB%A5%E5%AE%88%E6%B3%95%E6%84%9B%E5%9C%8B%E8%A7%80%E5%BF%B5


為 主題的 下一冊 教材， 擬於明 年推出 。保安 局局長 鄧炳強 表示， 港府

十 分重視 本港教 育工作 ，有關 教材藉 「十一 」國慶 等節日 ，從小 培育

幼 兒愛國 愛港情 懷，是 社會共 同責任 ，冀學 校好好 運用， 助幼兒 從小

建 立正確 國民思 想及價 值觀。  

繼 9 月葵 青警區 與當區 撲滅罪 行委員 會製作 第一冊 幼稚園 教材《 小精

英 ．遊葵 青》後 ，警方 本月再 度加碼 推出第 二冊《 小精英 ．節日

情 》，書 本內容 由警方 與多間 幼稚園 校長合 作編制 ，善德 基金會 贊助

逾 200 萬 推出圖 書。  

基金會主席董吳玲玲指，有關幼兒圖書的內容適用於全港幼稚園，預

計本月內會在全港 18 區約 400 間幼稚園派發，給予 2.5 萬名高班學生

使用。  

第二冊圖書內容以節日為主題，包括十一國慶在灣仔金紫荊廣場會舉

行升旗禮、農曆新年在黃大仙祠上「上頭柱香」及天后誕在青衣戲棚

欣賞表演等，當中十一國慶日中，圖畫中有代表警方吉祥物的「提

子」提醒國旗是國家的象徵，升國旗時應肅立及向國旗、區旗行注目

禮，及在香港國際 7 人欖球賽盛事中會奏唱國歌，同樣應舉止莊重，以

表示對國歌的尊重。  

書中亦提及聖誕節是西方傳統節日，圖畫中兩名警員在場協助疑迷路

的幼童；而除夕倒數及長洲太平清醮活動人多擠擁，亦有警員在場維

持秩序，提醒應小心安全。  

教材另配備情境卡，增加有關七一回歸資訊，提及市民會在維港兩岸

或搭船觀賞煙花，學習內容關注要讓座以及了解救生圈用途；另外介

紹十一慶回歸會在紅館舉辦文藝晚會，由解放軍手持國旗隨國歌進

場，觀眾須肅立。  

鄧炳強出席活動致辭時表示，港府十分重視本港教育工作，期望透過

教育能令學生從小明辨是非，理性分析。他認為，該圖書能透過大型

節日，灌輸幼兒從小要尊重國歌、國旗等，提升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

及培養愛國情懷，冀未來幼兒都能有胸懷祖國，面向世界。警方又透

露，現已籌備《小精英》第三冊，以「大灣區」為主題，計劃明年推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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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01.com/01 偵查/709909/入境處高官收恒大禮物-鄧炳強-會調查-副

處長-恒大執董是好友?utm_source=01webshare&utm_medium=referral 

入境處高官收恒大禮物 副處長：恒大執董是好友  鄧炳強：會調查  

《香港 01》周二（7 日）報道，恒大將標價 3,388 元的果籃，送到入境處副處長

郭俊峯，以及入境處首席入境事務主任汪奇的住所。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周三（8

日）出席活動的時候回應事件，指相關官員已經解釋，入境處會調查，待結果

出爐後再討論。 

入境處兩名高官回應傳媒查詢時指，與送禮的恒大執董、香港公司總經理黃賢

貴是「私交友好」或「好朋友」，亦在網上查閱果籃售價，扣除優惠後低於

3,000 元，認為無公務往來、無利益衝突，因此收禮無申報。 

記者追問，果籃價值超過 3,000 元，但官員解釋扣除優惠後，價值 2,000 多元，

這樣解釋是否適當？鄧炳強只是重複回答。記者再追問是否觀感不佳，他轉身

離開。 

《香港 01》記者曾查閱恒大內部文件，有入境處兩名高層的住址、相片，亦有

港島香格里拉酒店果籃的相片，記者中秋時去過香格里拉酒店，同款同名的果

籃，標價 3,388 元，內有鮑魚、香檳等。 

入境處：兩官員接獲傳媒查詢後向處長匯報 會嚴肅處理 

《香港 01》周二晚上約 9 時已向入境處查詢事件，到周三下午 4 點半，入境處

公開以新聞稿方式回應所有傳媒查詢，指就有傳媒報道兩名入境處人員收取食

物籃事宜，有關人員 12 月 5 日接獲傳媒對此事作出查詢後，已即時向入境處處

長匯報，表示兩人曾於傳統節日收取私交友好送出的物品，但雙方並無公務往

來，而其價值亦沒有超出相關規定，故沒有作出申報。 

https://www.hk01.com/01偵查/709909/入境處高官收恒大禮物-鄧炳強-會調查-副處長-恒大執董是好友?utm_source=01webshare&utm_medium=referral
https://www.hk01.com/01偵查/709909/入境處高官收恒大禮物-鄧炳強-會調查-副處長-恒大執董是好友?utm_source=01webshare&utm_medium=referral


入境處正就事件作出跟進，並強調一向十分重視屬下人員的行為操守。如發現

有任何人員有違法或不當行為，該處會依照相關法例及既定程序作出嚴肅處郭

俊峯：與恒大執董屬私交友好 果籃有早鳥優惠 無申報 

郭俊峯回應《立場新聞》查詢時指出，他與送禮的恒大執董、香港公司總經理

黃賢貴認識多年，是「私交友好」，他收到食物籃後上網查閱，發現同款食物

籃有「早鳥優惠」，相信價值不超過 3,000 元。他稱與黃屬私交友好、無公務

往來，因此無向入境處處長申報。 

理。 

汪奇：與黃賢貴是「好朋友」 果籃網上售價不超 3000 元 無申報 

汪奇回應《立場新聞》查詢時指，與黃賢貴是「好朋友」關係，查過食物籃網

上售價無超 3,000 元，由於無公務往來，無利益衝突，因此無向入境處處長申

報。 

公務員收禮上限 250 元 私交友好特別場合為 3000 元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 3 條規定，任何訂明人員（包括所有公務員）未得特

首一般或特別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即屬犯罪。該法例《接受利益（行

政長官許可）公告》列明所有訂明人士只可在特別場合（如生日）收取最多

1,500 元的禮物，或於其他場合收取最多 250 元禮物。若於特別場合收受私交友

好及其他人士的禮物，上限分別為 3000 及 1500 元。若超過上限，要得當局特

別批准。 

法例公告列明特別場合為有關公務員的結婚、生日、退休或任何其他傳統上有

送贈或交換禮物習慣的場合。 



ICAC 網站：送贈禮節性禮物給公職人員是不必要的 

另外，根據《防止賄賂條例》任何人若無合理辯解，向任何公職人員提供任何

利益，作為該公職人員作出或不作出任何憑其公職人員身分而作的作為的誘因

或報酬，即有可能觸犯「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 

廉政公署網站指出，送贈禮節性禮物給公職人員是不必要的，一開始便應該避

免。送贈者亦應預先向公職人員查詢他是否同意收取禮物，亦要明白任何此等

送贈都被視為向其所屬部門送出。 

廉署前總調查主任：有機會犯防賄例 

廉署前總調查主任查錫我表示，事件的觀感不好，關鍵在於恒大及入境是否有

公事上往來，如有便「一毫子都唔可以收」，有機會觸犯《防止賄賂條例》。 

他指出，《防止賄賂條例》第 8 條訂明，任何人士與政府部門或公共機構進行

事務往來時，便不能送禮予相關部門，否則有機會違反條例。至於《防止賄賂

條例》第 3 條，則針對接受利益一方，倘公務員未經許可接受利益，即屬犯

法。 

羅健熙：嚴重打擊公務員團隊廉潔形象 ICAC 應調查 

民主黨主席羅健熙指，事件嚴重打擊公務員團隊廉潔形象，影響公眾對入境處

處理公務不偏不倚的信心，又質疑兩名高官和恒大高層是否屬「私交友好」，

本已令公眾質疑，涉事禮品價值又相信不止 3,000 元，依例應作申報，廉政公

署應主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今日（8 日）出席活動時表示，政府官員應小

心處事，遵守政府機制，希望盡快進行調查並向市民交代。 

 

 

14. HK01 

2021-12-08  15:40 

https://www.hk01.com/政情/709946/羅冠聰出席全球民主峰會-鄧炳強斥出賣國家如

-現代漢奸 

羅冠聰出席全球民主峰會 鄧炳強斥出賣國家如「現代漢奸」 

https://cpas.icac.hk/ZH/Info/CP_Detail?id=74
https://www.hk01.com/政情/709946/羅冠聰出席全球民主峰會-鄧炳強斥出賣國家如-現代漢奸
https://www.hk01.com/政情/709946/羅冠聰出席全球民主峰會-鄧炳強斥出賣國家如-現代漢奸


美國將舉行全球民主峰會，「流亡」海外的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接受美國總統

拜登邀請，將在峰會上演講。繼昨日發網誌表示極度憤怒後，保安局局長鄧炳

強今日（8 日）再次批評羅冠聰，斥責羅為了外國政治利益，出賣自己國家，

為「現代漢奸」，「現代漢奸羅冠聰因為出賣國家而沾沾自喜，我覺得你應該

感到羞恥。」 

全球民主峰會將於 12 月 9 日及 10 日舉行，羅冠聰獲邀美國總統拜登邀請，

「保障人權」和「鞏固民之及對抗威權」兩個討論環節發表講話。鄧炳強昨日

在網誌稱，民主峰會是「由美國策劃、以『民主』作包裝，實質是鼓動其陣營

對抗中國的會議」，指「『走佬』潛逃的反中亂港分子羅冠聰公然接受邀

請」，企圖在會上發表詆譭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言論，散播政治謊言，對此感到

極度憤怒。 

羅冠聰其後在社交網站回應稱，不會屈服於這種威嚇，反稱鄧炳強批評是「干

預緊人哋內政」。 

 

 

15. 頭條日報網 

2021-12-08  15:14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2285439/即時-港聞-鄧炳強批羅冠聰出賣

自己國家-為現代漢奸 

鄧炳強批羅冠聰出賣自己國家 為現代漢奸 

前香港眾志羅冠聰將出席美國「民主峰會」，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下午會見記者

時再次提及此事。他批評羅冠聰出賣自己的國家，形容對方為「現代漢奸」。 

鄧炳強表示，一個人為外國的政治目的而出賣自己的國家，形容對方為「現代

漢奸」。他又指，對方為出賣國家而沾沾自喜，認為他應該感到羞恥。 

另外，對於入境處兩名高層職員承認收取由中國恒大高層送贈的禮物籃，他則

指，相關官員已作出解釋，並指入境處會調查事件。他亦指，待調查有結果

後，屆時可再作討論。 

鄧炳強昨日亦在網誌撰文，點名批評羅冠聰企圖發表「詆譭中央和特區政府的

言論，散播政治謊言」，對此感到「極度憤怒」。他形容羅冠聰為「『走佬』

潛逃的反中亂港分子」，稱他「背棄香港，行為羞恥」，又指羅多次發表「仇

中言論」，「挑動大眾對中央及特區政府的憎恨，充分暴露其險惡用心」、並

更多次發表煽動分裂國家和顛覆國家政權的言論，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其行可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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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人民網 

2021 年 12 月 08 日 18:48  

http://hm.people.com.cn/n1/2021/1208/c42272-32303062.html 

“小精英·节日情”教师专业发展日在港举行 

人民网香港 12 月 8 日电 （吴宇扬扬）为介绍日前推出的幼儿图书《小精英·

节日情》，让教师掌握相关图书的教学技巧，香港善德基金会 8 日在港举办“小

精英·节日情”教师专业发展日活动。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香港特区

政府警务处处长萧泽颐、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新界工作部副部长叶虎、香港善德

基金会主席董吴玲玲等嘉宾出席活动。 

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工作，期望通过教育让学生从小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小精英·节日情》幼儿图书通过对中国传统节日及大型活动的介绍，

培养幼儿的爱国情怀并加强对国民身份的认同。 

董吴玲玲指出，《小精英》系列图书旨在培养幼儿园学生及其家庭建立正确

的价值观及守法意识。《小精英·节日情》结合香港本地特色和生活化的教育模式，

让学生从小认识中华文化，培养学生的国民意识，发扬爱国爱港精神，增强对中

华民族的归属感。 

据悉，为深化幼儿园学生对国家及中华文化的认识，香港葵青警区及教育团

体筹划设计《小精英》系列幼儿图书第二册《小精英·节日情》，并获香港善德基

金会赞助。目前，已有约 2.5 万名幼儿园学生申请采用系列图书，未来还计划推

出“大湾区”系列，增加学生及家长对大湾区城市的了解。 

人民網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rmwhk/posts/669336457737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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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點新聞 

2021-12-08 15：35 

https://www.dotdotnews.com/a/202112/08/AP61b05e91e4b0557b48cec7fe.html 

鄧炳強：要培養年輕人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 鞏固國家安全 

為了加強幼童的守法意識，並讓他們認識國家及中華文化，香港善德基金會今

年贊助由葵青警區、葵青區少年警訊等機構，籌劃及設計《小精英·節日情》幼

稚園圖書，陸續免費派發予有興趣的幼稚園。善德基金會今日（8 日）舉行

「小精英·節日情」教師專業發展日，向約 180 名幼稚園業界同工，介紹全新編

製的幼兒教材，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出席活動時表示，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年多，

在國家的堅實支持下，要鞏固國家安全，整體社會和年輕人都要提升國民身份

認同和守法意識。他指，政府一直非常重視教育工作，尤其是向年輕人灌輸正

確的價值觀和守法意識，教導他們明辨是非，學懂理性分析事件。 

鄧炳強表示，今年推出的《小精英·節日情》圖書，是繼《小精英遊葵青》之後

加碼推出的第二冊，透一些大型節日的呈現，例如七一慶回歸、十一國慶等

等，為兒童從小灌輸尊重國歌、國旗等國家象徵與標誌的意識。他又提到，

《小精英》第三冊將以大灣區為主題，計劃明年推出，希望各位老師能夠好好

運用這套圖書，培養幼兒從小建立國民意識和正確價值觀，期待未來社會各界

繼續攜手努力，教育下一代成為立足香港，胸懷祖國，面向世界的新一代。 

 

 

18. 點新聞 

2021-12-08 15:46 

https://www.dotdotnews.com/a/202112/08/AP61b062ebe4b0557b48cec8df.html 

（有片）鄧炳強：羅冠聰是「現代漢奸」 應為出賣國家感到羞恥 

已經潛逃海外多時的攬炒派政棍羅冠聰，近日公然接受美國邀請，將出席所謂

的「民主峰會」，意圖進一步抹黑中央、荼毒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今日（8

日）回應指，留意到有關事件，他形容羅冠聰是「現代漢奸」，為了外國的政

治目的而出賣自己國家，還為此沾沾自喜，直斥羅冠聰應該感到羞恥。 

距離立法會選舉尚有不到兩星期，拜登政府炮製的所謂首個網上「民主峰會」

將於明日舉行，已潛逃英國、被警方國安處通緝的「港獨」分子、前「香港眾

志」創黨主席羅冠聰，甘做美國棋子，連日來在社交平台上炫耀自己「獲美國

總統邀請」，並標榜「唯一受邀港人」。羅冠聰更大肆宣傳自己為這場大龍鳳

https://www.dotdotnews.com/a/202112/08/AP61b05e91e4b0557b48cec7fe.html
https://www.dotdotnews.com/a/202112/08/AP61b062ebe4b0557b48cec8df.html


準備的陳腔濫調，又在社交平台上載與美政棍合照大曬「政治紅利」，可見美

國政府再次利用爛頭蟀羅冠聰來攻擊中國、抹黑香港，圖謀破壞香港選舉。 

 

 

19. 點新聞 

2021-12-08 19：35 

https://www.dotdotnews.com/a/202112/08/AP61b0922ee4b0557b48ced5fc.html 

（多圖）「小精英·節日情」教師專業發展日 冀培育幼童守法愛國觀念 

今日（8 日）善德基金會舉行「小精英·節日情」教師專業發展日，向近 200 名

幼師介紹全新編製的幼兒教材，並邀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警務處處長蕭澤頤

擔任主禮嘉賓，葵青區指揮官謝振中亦會出席作分享。 

繼葵青警區與當區撲滅罪行委員會製作第一冊幼稚園教材《小精英·遊葵青》

後，加碼推出第二冊《小精英·節日情》，目的透過大型節日情節，如七一慶回

歸、十一國慶升旗儀式等，從小灌輸要尊重國歌、國旗等，從而提升幼兒的國

民身分認同及培養愛國情懷。贊助機構善德基金會表示，圖書推出反應熱烈，

至目前為止已有約 2.5 萬名幼稚園學生申請採用有關圖書。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指出，港府十分重視本港教育工作，期望透過教育令學生從

小明辨是非。他認為，《小精英·節日情》圖書能透過大型節日情節，如七一慶

回歸、十一國慶升旗儀式等，從小灌輸要尊重國歌、國旗等，從而提升幼兒的

國民身分認同及培養愛國情懷，冀未來幼兒都能有胸懷祖國的情懷。 

善德基金會主席董吳玲玲表示，「小精英」系列目的是培養幼稚園學生及其家

庭建立正向價值觀及守法意識。而圖書亦透過不同傳統節日、文化、大型活動

等，讓學生從小認識中華文化，培養學生的國民意識，建立對國家、中華民族

和社會的歸屬感，未來為社會貢獻。 

 

 

20. 橙新聞 

2021-12-08  15:44 

https://www.orangenews.hk/hongkong/1131897/鄧炳強斥羅冠聰為「現代漢奸」

%E3%80%80 出賣國家應該感羞恥.jhtml 

鄧炳強斥羅冠聰為「現代漢奸」 出賣國家應該感羞恥 

https://www.dotdotnews.com/a/202112/08/AP61b0922ee4b0557b48ced5fc.html
https://www.orangenews.hk/hongkong/1131897/鄧炳強斥羅冠聰為「現代漢奸」%E3%80%80出賣國家應該感羞恥.jhtml
https://www.orangenews.hk/hongkong/1131897/鄧炳強斥羅冠聰為「現代漢奸」%E3%80%80出賣國家應該感羞恥.jhtml


橙訊】前香港眾志羅冠聰將參與美國「民主峰會」，保安局局長鄧炳

強下午會見傳媒時指出，一個人為外國政治目的出賣國家，形容羅冠

聰為「現代漢奸」，批評對方因出賣自己的國家而沾沾自喜，應該感

到羞恥。  

另外，鄧炳強出席一個活動時表示，香港實施香港國安法後，社會恢

復秩序，市民生活能夠重回正軌。不過他指出，整體社會包括年輕

人，仍需提升國民認同、守法意識，政府非常重視向年輕人灌輸正確

價值觀，教育他們明辨是非及理性分析事件。  

鄧炳強又表示，從小培育年輕一代的愛國愛港情懷是社會的責任，希

望各界攜手教育下一代正確守法意識，保護下一代，讓他們能立足香

港、胸懷祖國、面向國際。  

對於入境處兩名高層職員承認收取由中國恒大高層送贈的禮物籃，鄧

炳強回應指，相關官員已作出解釋，入境處會調查事件。他亦指，待

調查有結果後，屆時可再作討論。  

 

 

21. 新浪香港 

2021-12-09 15:44 

https://www.sina.com.hk/news/article/20211208/1/8/67/鄧炳強斥羅冠聰為-現代漢奸-

出賣國家應該感羞恥-13889013.html?cf=hp 

鄧炳強斥羅冠聰為「現代漢奸」 出賣國家應該感羞恥 

【橙訊】前香港眾志羅冠聰將參與美國「民主峰會」，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下午

會見傳媒時指出，一個人為外國政治目的出賣國家，形容羅冠聰為「現代漢

奸」，批評對方因出賣自己的國家而沾沾自喜，應該感到羞恥。 

另外，鄧炳強出席一個活動時表示，香港實施香港國安法後，社會恢復秩序，

市民生活能夠重回正軌。不過他指出，整體社會包括年輕人，仍需提升國民認

同、守法意識，政府非常重視向年輕人灌輸正確價值觀，教育他們明辨是非及

理性分析事件。 

鄧炳強又表示，從小培育年輕一代的愛國愛港情懷是社會的責任，希望各界攜

手教育下一代正確守法意識，保護下一代，讓他們能立足香港、胸懷祖國、面

向國際。 

https://www.sina.com.hk/news/article/20211208/1/8/67/鄧炳強斥羅冠聰為-現代漢奸-出賣國家應該感羞恥-13889013.html?cf=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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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入境處兩名高層職員承認收取由中國恒大高層送贈的禮物籃，鄧炳強回應

指，相關官員已作出解釋，入境處會調查事件。他亦指，待調查有結果後，屆

時可再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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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m730.com.hk/news/新聞/葵青警區推幼兒圖書-培養幼童守規守法意識

-296397 

葵青警區推幼兒圖書 培養幼童守規守法意識 

香港善德基金會贊助葵青警區、少年警訊等機構籌劃及設計的幼兒圖書，並於

今日(8 日)舉行教師專業發展日，向業界介紹圖書及使用方法，近 200 名校長及

教師參與。有關幼兒圖書會於本月內向全港約 400 間有興趣的幼稚園派發，預

期會有 25,000 名高班學生受惠，冀藉此加強幼童守法意識，及讓他們認識國家

及中華文化。 

是次幼兒圖書以《小精英‧節日情》為主題，透過不同中國傳統節日及文化活

動，以情境故事形式，讓幼童從小學習及認識中華文化，並培養他們的身份認

同及守法意識，學懂遵守規則、愛護公物，例如中秋節慶祝時要保持地方清

潔、聽到國歌時要肅立、尊重國旗等。 

2.5 萬名高班學生受惠 計劃推新一冊 

整套教材會在本月內陸續向全港已申請採用的約 400 間幼稚園派發，預計會有

25,000 名高班學生受惠，約佔全港高班學生的一半。今日出席活動的保安局長

鄧炳強表示，政府一向重視教育工作，向年青人灌輸正確價值觀，希望教師適

當運用圖書，讓幼童建立正確國民思想，保護下一代。 

香港善德基金會指，有關系列圖書反應熱烈，未來會籌備推出新一冊，並會以

大灣區在主題，期望讓幼童認識國家，惟實際推出日期暫未能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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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21-12/08/52930.html 

鄧炳強批羅冠聰是現代漢奸 並將調查入境處高層收禮物籃 

美國將舉行全球民主峰會，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接受美國總統拜登邀請，將會

在峰會上演講。保安局長鄧炳強批評羅冠聰出賣國家，仍感到沾沾自喜，形容

羅冠聰屬「現代漢奸」，應感到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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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入境處副處長郭俊峯及首席入境事務主任汪奇承認收取由中國恒大高層送

贈的禮物籃，但強調與對方無公務往來，因此沒有申報利益，事後已向入境處

長匯報事件。鄧炳強表示，入境處會調查事件。 

涉事兩名官員發表書面回覆，指相關禮物籃在網購平台有「早鳥優惠」，售價

不足 3000 元，符合法例規定。鄧炳強指，待調查有結果後，到時可再作討論。

廉政公署表示，不評論個別事件，會依法按既定程序跟進涉嫌觸犯《防止賄賂

條例》的行為。 

廉署前總調查主任查錫我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事件的觀感不佳，如果入境處

與中國恒大有任何公務往來，相關人員有可能違法，促請入境處交代事件。 

民主黨主席羅健熙批評兩人的解釋牽強，屬自圓其說，認為事件嚴重打擊公務

員團隊的廉潔形象，影響公眾信心。他強調，中國恒大高層不是第一次被傳媒

揭發與政府高官私下往來，廉署應主動調查，並向公眾交代調查結果。 

 

 

24. 眾新聞 

 2021-12-08 23:03:36 

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48741/鄧炳強-入境處-羅冠聰-48741/入境處 

眾新聞-鄧炳強批羅冠聰是「現代漢奸」被問入境處兩高官收禮就稱等調查再

討論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今日出席活動後見記者，主動提及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將出

席美國舉行的全球民主峰會。他譴責羅冠聰對於獲邀出席活動「感到榮幸」的

言論，並以「現代漢奸」形容他。鄧炳強表示：「一個人出賣自己國家係為咗

外國政治目的，呢啲就係現代漢奸。現代漢奸羅冠聰，因為出賣國家而沾沾自

喜，我覺得佢應該感到羞恥。」 

羅冠聰在社交平台回應：「我也並不是第一次被罵 『漢奸』、『懦夫』、『賣

國賊』，司徒華、李柱銘也曾遇到如此罵名， 

很多仍在監獄內的、即將出獄的，也是如此。」他又說假如獨裁是「中國特色

民主」，封閉是「中國特色自由」，人治是「中國特色法治」，那麼「中國特

色漢奸」，應該就是真正為香港付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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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回應入境處高官涉收恒大禮籃-鄧炳強入境處

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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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處高官收禮】鄧炳強：官員已解釋 入境處會調查 廉署：不評論 

依法跟進涉違防賄行為 

《立場》調查發現，入境處副處長郭俊峯及首席入境事務主任汪奇，涉嫌收

取中國恒大執董、香港公司總經理黃賢貴的酒店禮物籃，標價涉逾 3,000 

元、內有鮑魚、香檳、姬松茸等。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今日（８） 會見傳媒時

指，相關官員已作解釋，會待入境處調查完結再作評論。 

鄧炳強指相關官員已經解釋了，入境處會作出調查，可等調查完結再討論。

對於入境處不止第一次收取利益，廉政公署應否介入調查，他亦指要待入境

處調查再作評論。 

此外，保安局發言人指，已知悉事件，兩位相關人員已作出解釋，現交由入

境事務處跟進調查。入境處今日下午發聲明，內容與昨日回覆《立場》查詢

相若。入境處指出，二人日前接獲傳媒查詢後，已即時向入境處長匯報，他

們曾於傳統節日收取私交友好送出的物品，但雙方並無公務往來，而禮物的

價值亦沒有超出相關規定，因此沒有作出申報。 

入境處稱，正跟進事件，強調一向十分重視屬下人員的行為操守，如發現有

任何人員有違法或不當行為，會依照相關法例及既定程序作出嚴肅處理。 

廉署︰不評論個別事件 

廉政公署今日（12 月 8 日）下午回覆《立場新聞》，指︰「不評論個別事

件。廉署會依法按既定程序跟進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的行為。」 

根據公務員事務局發出的通告，公務員於指定情況下，獲一般許可接受私交

友好送贈的禮物，例如於生辰、結婚或節日接受「總值或表面總值不超過 

3,000 元」的禮物，但前提是送贈者「與該訂明人員所任職的部門或機構並無

公事往來」。 

《立場新聞》今年 9 月中秋節前夕，直擊恒大司機分別將兩個標價涉逾 

3,000 元、內有鮑魚、香檳、姬松茸等的酒店禮物籃，送到入境處副處長郭俊

峯及首席入境事務主任汪奇的住所，家中有人接收。兩人過去在入境處主要

工作，包括負責簽證管制事宜，郭俊峯亦被內部視為接任入境處處長的大熱

人選。( 詳見另文 )  

入境處副處長郭俊峯以及首席入境事務主任汪奇透過入境處回覆，承認恒大

執董、香港公司總經理黃賢貴，派人將禮物送到他們家中，而兩人沒有申

報，兩人指出與黃屬私交友好，並引用購物網的價錢，推算禮物價值不超過 

3,000 元，稱符合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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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俊峯續指，回家後發現屬港島香格里拉酒店的「璧月禮品籃」，又引網購

平台資料，指食物籃「2020 年的售價是 3,188 元，另外有早鳥優惠，可享 

85 折減價，故這食物籃在 2021 年的價值，不會超過 3,000 元。 

汪奇的書面回覆與郭俊峯相若，汪奇指與黃賢貴認識多年，「大家是好朋友

關係」，又指黃的司機把一個食物籃送到他的住所，「當時由我太太代收，

並給予送貨人員 50 元作為打賞。鑑於送貨人員工作辛勞，本人一向會給予

送貨人員現金作為打賞」。 

批羅冠聰「現代政治漢奸」 

另外，對於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因接受美國總統拜登邀請出席全球民主峰

會，而感到榮幸，鄧炳強質疑，羅應該要感到羞恥。他批評：「一個人出賣

自己國家喺為咗外國嘅政治目的，呢啲呢就係現代嘅政治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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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情】入境處兩高層收恒大禮籃，鄧炳強：處方將調查事件 

《經濟通通訊社８日專訊》保安局長鄧炳強回應入境處兩名高層收受恒大（０

３３３３）禮籃一事時表示，相關官員已解釋，入境處將調查事件，「等調查

結果出來後大家可再討論此事」 

  入境處副處長郭俊峯及首席入境事務主任汪奇承認曾接受由恒大高層贈

送、原價３３８８元的禮物籃，兩人稱與與送禮的恒大執董、香港公司總經理

黃賢貴是「私交友好」或「好朋友」，亦在網上查閱果籃售價，扣除優惠後低

於３０００元，認為無公務往來、無利益衝突，因此收禮 

無申報。 

＊形容羅冠聰為「現代漢奸」＊ 

另外，鄧炳強再次提及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獲邀出席美國民主峰會一事，批

評羅出賣自己 

的國家，形容對方為「現代漢奸」，又指對方為出賣國家而沾沾自喜，認為他

應該感到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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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standard.com.hk/breaking-news/section/4/184192/Senior-immigration-

officers-under-probe-for-receiving-hampers-from-Evergrande 

Senior immigration officers under probe for receiving hampers from Evergrande 

Hong Kong’s Immigration Department will probe into two of its senior officers receiving 

gift hampers from an Evergrande executiv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Chris Tang Ping-keung 

said on Wednesday. 

Local media reported on Tuesday night that Andrew Huang Xiangui from Evergrande sent 

gift hampers containing abalone to deputy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Benson Kwok Joon-

fung and principal immigration officer Jacky Wong Ki before the Mid-autumn Festival 

this year.  

Under the law, officials cannot receive any gift which costs more than HK$3,000.  

When asked if their receiving of the hampers would run against the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Tang said authorities will look into the matter. He refused to make further 

comments until the investigation has concluded。 

ICAC said it would not comment on individual cases, but said it will follow up with 

alleged violations against the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according to established 

proceedings. 

Immigration Department said the officers concerned had informed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immediately after they received media enquiry about the hampers on 

December 5.  

They said they had received gifts from their personal friends at a traditional festival. Since 

there were no dealings in their official capacities, and the value of the gifts did not exceed 

relevant regulations, the concerned officers did not make any declaration.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s follow-up is in progress. The department stressed that it 

alway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staff conduct. If any officer is found to be involved in 

any unlawful acts or misconduct, the department will handle the matter serious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established procedures,” it stated on Wednesday.   

Under Acceptance of Advantages (Chief Executive’s Permission) Notice 2010 under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and the Civil Servants Guide to Good Practices, civil 

servants cannot accept gifts or advantages from contacts with whom they have official 

dealings, while gifts from family members are exempted. 

The notice stated that civil servants can only accept gifts not exceeding HK$3,000 from 

“close personal friends” on occasions when gifts are traditionally given or exchanged, 

and gifts not exceeding HK$500 on any other occasion. 

https://www.thestandard.com.hk/breaking-news/section/4/184192/Senior-immigration-officers-under-probe-for-receiving-hampers-from-Evergra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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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while, other people can give gifts not exceeding HK$1,500 on occasions when gifts 

are traditionally given or exchanged, and gifts not exceeding HK$250 on any other 

occasion. 

They are also instructed to refuse “lavish or unreasonably generous or frequent 

entertainment.” 

According to a media report, the gift hampers given to the two senior immigration officers 

were from Island Shangri-La Hotel and contained mooncakes, abalone, himematsutake 

mushroom, Chinese tea, and champagne. The official price of the hamper was HK$3,388. 

Kwok told the media that there was early bird discount for the hamper, and it cost less 

than HK$3,000 with the dis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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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炳強稱入境處人員接受禮物 處方調查後會有結果 

有報道指，入境處兩名官員承認收取私人公司高層送贈價值 3000 多元的禮物

籃。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指，相關官員已作出解釋，入境處會調查，之後會

有結果。 鄧炳強出席一項活動後被多次追問有關事件時重申，入境處將作出調

查，有結果後再討論。 他在會見傳媒時亦主動提及，前香港眾志羅冠聰對於獲

美國總統拜登邀請出席民主峰會而感到榮幸時指出，一個人為外國政治目的出

賣國家，形容羅冠聰是現代漢奸，批評對方因為出賣國家而沾沾自喜，是應該

感到羞恥。 

 

29. Yahoo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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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k.tv.yahoo.com/hklocalnewsvideo/人民日報批民主峰會邀羅冠聰-為港獨分子

提供表演舞台-131558125.html 

人民日報批民主峰會邀羅冠聰 為港獨分子提供表演舞台 

【Now 新聞台】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將出席民主峰會發表講話，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形容他是現代漢奸，為外國政治目的出賣國家。 鄧炳強：「羅冠聰說美

國總統拜登邀請他出席民主峰會，因此感到榮幸，一個人出賣自己國家，為外

國政治目的是現代漢奸，現代漢奸羅冠聰，因為出賣國家而沾沾自喜，我覺得

他應感到羞恥。」內地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批評美國政府為「港獨」分子

提供表演舞台，進一步曝露出民主峰會實質是要把民主工具化及武器化，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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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k.news.yahoo.com/鄧炳強稱入境處人員接受禮物-處方調查後會有結論-065710499.html?guccounter=1
https://hk.news.yahoo.com/鄧炳強稱入境處人員接受禮物-處方調查後會有結論-065710499.html?guccounter=1
https://hk.tv.yahoo.com/hklocalnewsvideo/人民日報批民主峰會邀羅冠聰-為港獨分子提供表演舞台-131558125.html
https://hk.tv.yahoo.com/hklocalnewsvideo/人民日報批民主峰會邀羅冠聰-為港獨分子提供表演舞台-131558125.html


美國政客與反中亂港分子勾結，包庇縱容違法犯罪分子，陰險圖謀必將以失敗

告終。 

 

 

 

30. LINE TODAY 

2021-12-08 

https://today.line.me/hk/v2/article/VxqraOJ 

鄧炳強稱入境處人員接受禮物 處方調查後會有結果 

有報道指，入境處兩名官員承認收取私人公司高層送贈價值 3000 多元的禮物

籃。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指，相關官員已作出解釋，入境處會調查，之後會

有結果。 

鄧炳強出席一項活動後被多次追問有關事件時重申，入境處將作出調查，有結

果後再討論。 

他在會見傳媒時亦主動提及，前香港眾志羅冠聰對於獲美國總統拜登邀請出席

民主峰會而感到榮幸時指出，一個人為外國政治目的出賣國家，形容羅冠聰是

現代漢奸，批評對方因為出賣國家而沾沾自喜，是應該感到羞恥。 

 

 

31. 香港經濟日報 

2021-12-09    A18 

警方再夥教育界 本月推幼園教材 從小培養愛國情懷 派贈 2.5 萬學生  

警方與教育界再度合作推出幼稚園教材《小精英·節日情》，書中透過 10 個節

日及大型活動，包括十一國慶升旗儀式等，灌輸幼童要從小尊重國歌、國旗，

從而提升國民身份認同及培養愛國情懷；本月內免費派發予全港 400 間幼稚園

共約 2.5 萬名幼稚園學生；以「大灣區」為主題的下一冊教材，擬於明年推

出。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港府十分重視本港教育工作，有關教材藉「十一」國

慶等節日，從小培育幼兒愛國愛港情懷，是社會共同責任，冀學校好好運用，

助幼兒從小建立正確國民思想及價值觀。 

繼 9 月葵青警區與當區撲滅罪行委員會製作第一冊幼稚園教材《小精英·遊葵

青》後，警方本月再度加碼推出第二冊《小精英．節日情》，書本內容由警方

與多間幼稚園校長合作編制，編委會主席為葵青警區指揮官謝振中，善德基金

會贊助逾 200 萬推出圖書。 

基金會主席董吳玲玲指，圖書內容適用於全港幼稚園，料本月內會在全港 18 區

約 400 間幼稚園派發，給予 2.5 萬名高班學生使用。 

《小精英·節日情》 尊重國歌國旗 

https://today.line.me/hk/v2/article/VxqraOJ


第二冊圖書內容以節日為主題，包括十一國慶在灣仔金紫荊廣場會舉行升旗

禮、農曆新年在黃大仙祠上「上頭柱香」及天后誕在青衣戲棚欣賞表演等，當

中十一國慶日中，圖畫中有代表警方吉祥物的「提子」提醒國旗是國家的象

徵，升國旗時應肅立及向國旗、區旗行注目禮，及在香港國際 7 人欖球賽盛事

中會奏唱國歌，亦應舉止莊重，以示對國歌的尊重。 

書中亦提及聖誕節是西方傳統節日，圖畫中兩名警員在場協助疑迷路的幼童；

而除夕倒數及長洲太平清醮活動人多擠擁，亦有警員在場維持秩序，提醒應小

心安全。 

鄧炳強冀學生 明辨是非理性分析 

教材另配備情境卡，增加有關七一回歸資訊，提及市民會在維港兩岸或搭船觀

賞煙花，學習內容關注要讓座以及了解救生圈用途；另外介紹十一慶回歸會在

紅館舉辦文藝晚會，由解放軍手持國旗隨國歌進場，觀眾須肅立。 

鄧炳強出席活動致辭時表示，港府十分重視本港教育工作，期望透過教育能令

學生從小明辨是非，理性分析。他認為，該圖書能透過大型節日，灌輸幼兒從

小要尊重國歌、國旗等，提升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及培養愛國情懷，冀未來幼

兒都能有胸懷祖國，面向世界。警方又透露，現已籌備《小精英》第三冊，以

「大灣區」為主題，計劃明年推出。 

 



 

 

 

 

 

 

32. 香港商報 

2021-12-09    A06 

小精英圖書助培育幼童守法愛國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為加強幼童守法及愛國意識，葵青警區與當

區滅罪委員會製作《小精英．節日情》圖書，贊助機構善德基金會昨日舉行

《小精英．節日情》教師專業發展日，向幼稚園業界同工，介紹全新編製的幼

兒圖書，近 200 名幼稚園校長或老師參加。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致辭時表示，教

材反應熱烈，全港近一半 5 歲幼童已登記取閱， 明年將推出以大灣區為主題

的第 3 冊系列，希望老師運用教材建立幼兒正確國民思想及價值觀。 

鄧炳強、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擔任是次活動的主禮嘉賓；新界南總區指揮官麥展

豪及葵青區指揮官謝振中出席主持儀式。 

將推大灣區主題 



鄧炳強指出，葵青警區早前製作《小精英．遊葵青》圖書，大受歡迎，遂再推

第 2 冊《小精英．節日情》，透過本地節日情節，如七一慶回歸、十一升旗儀

式等，向幼童灌輸尊重國歌、國旗、守法等意識，提升幼童國民身份認同及培

養愛國情懷；此書適合所有幼稚園使用，本月會在全港約 400 間幼稚園推出，

約 2.5 萬名高班學生受惠，佔全港高班學生約半數，明年初會再下一城，推出

第 3 冊，主題涉及大灣區，讓他們成為「立足香港、胸懷祖國、面向世界」的

新一代。 

善德基金會贊助 200 多萬元印製該批圖書。善德基金會主席董吳玲玲表示，

《小精英．節日情》是一個值得大力支持的計劃；亦希望藉着這個機會，感謝

各相關單位在疫情下迎難而上，運用貼地和生活化的教育模式，給各位教師、

家長及幼稚園學生帶來前所未有的體會和得着。 

善德基金會常務副主席湯修齊表示，《小精英．節日情》備有一系列輔助教

材，包括幼兒圖書、情境圖卡、貼紙等，內容涵蓋多個情境故事，如香港的傳

統節日、旅遊景點等，並設計了多名可愛的少年警訊成員角色，鼓勵家長和教

師透過說故事、講道理的方式，讓幼童從小認識和學習中國文化的意義，培養

守法精神，加強家校合作。 

謝振中、董吳玲玲、湯修齊，以及荃灣及葵青區幼稚園校長會主席兼荃灣商會

朱昌幼稚園校長林翠玲，更即席就《小精英．節日情》幼兒圖書進行對談，討

論內容包括新圖書的具體內容、演繹方法、教學人員如何使用該圖書教導學生

等，以達至教導幼稚園學生的預期目標和期望等。 

 

 

 



 

33. 香港商報網 

2021-12-09 (00:21) 

http://www.hkcd.com/hkcdweb/content/2021/12/09/content_1310776.html 

小精英圖書助培育幼童守法愛國 

記者李銘欣報道：為加強幼童守法及愛國意識，葵青警區與當區滅罪委員會製作

《小精英．節日情》圖書，贊助機構善德基金會昨日舉行《小精英．節日情》教

師專業發展日，向幼稚園業界同工，介紹全新編製的幼兒圖書，近 200 名幼稚園

校長或老師參加。主禮嘉賓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致辭時表示，教材反應熱烈，全港

近一半 5 歲幼童已登記取閱，明年將推出以大灣區為主題的第 3 冊系列，希望老

師運用教材建立幼兒正確國民思想及價值觀。 

 鄧炳強、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擔任是次活動的主禮嘉賓；新界南總區指揮官麥展

豪及葵青區指揮官謝振中出席主持儀式。 

 ●將推大灣區主題 

 鄧炳強指出，葵青警區早前製作《小精英．遊葵青》圖書，大受歡迎，遂再推

第 2 冊《小精英．節日情》，透過本地節日情節，如七一慶回歸、十一升旗儀式

等，向幼童灌輸尊重國歌、國旗、守法等意識，提升幼童國民身份認同及培養愛

國情懷；此書適合所有幼稚園使用，本月會在全港約 400 間幼稚園推出，約 2.5

萬名高班學生受惠，佔全港高班學生約半數，明年初會再下一城，推出第 3 冊，

主題涉及大灣區，讓他們成為「立足香港、胸懷祖國、面向世界」的新一代。 

 善德基金會贊助 200 多萬元印製該批圖書。善德基金會主席董吳玲玲表示，

《小精英．節日情》是一個值得大力支持的計劃；亦希望藉着這個機會，感謝各

相關單位在疫情下迎難而上，運用貼地和生活化的教育模式，給各位教師、家長

及幼稚園學生帶來前所未有的體會和得 。 

 善德基金會常務副主席湯修齊表示，《小精英．節日情》備有一系列輔助教材，

包括幼兒圖書、情境圖卡、貼紙等，內容涵蓋多個情境故事，如香港的傳統節日、

http://www.hkcd.com/hkcdweb/content/2021/12/09/content_1310776.html


旅遊景點等，並設計了多名可愛的少年警訊成員角色，鼓勵家長和教師透過說故

事、講道理的方式，讓幼童從小認識和學習中國文化的意義，培養守法精神，加

強家校合作。 

 謝振中、董吳玲玲、湯修齊，以及荃灣及葵青區幼稚園校長會主席兼荃灣商會

朱昌幼稚園校長林翠玲，更即席就《小精英．節日情》幼兒圖書進行對談，討論

內容包括新圖書的具體內容、演繹方法、教學人員如何使用該圖書教導學生等，

以達至教導幼稚園學生的預期目標和期望等。 

 

 

34. 文滙報 

2021-12-09    A21 

200 幼師發展日學《小精英》教學技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由葵青警區及少年警訊等機構計劃及設計、培養幼

兒建立正向價值觀和守法意識的《小精英·節日情》幼兒圖書，將於本月在全港

18 區約 400 間幼稚園推出，供 2.5 萬名高班學生閱讀，佔全港高班學生的約半

數。為讓幼稚園業界更了解這套全新的幼兒圖書內容，以及掌握更多圖書的教

學技巧，首席贊助方善德基金會於昨日舉行教師專業發展日，業界反應積極踴

躍，有近二百名幼稚園校長或老師報名參加。 

教師專業發展日由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擔任主禮嘉賓。鄧炳

強致辭時表示，今年推出的《小精英·節日情》是繼《小精英·遊葵青》後加碼推

出的第二冊，透過一些中國傳統節日、大型活動的情節，例如 7 月 1 日的回歸

紀念、10 月 1 日的國慶等，從小教導幼兒尊重國旗、國歌等，培養幼兒的國民

意識及正向價值觀。 

他希望每位幼師能夠善用《小精英·節日情》圖書，令香港的幼兒從小建立正確

價值觀、國民思想。而「小精英」的第三冊將以大灣區為主題，計劃於明年推

出。 

善德基金會主席董吳玲玲表示，基金會作為「小精英·節日情」圖書的首席贊

助，別具價值。「小精英」圖書系列是一個值得大力支持的計劃，運用貼地和

生活化的教育模式，給幼稚園學生、教師及家長帶來前所未有的體會和得着。 

是次活動有近 200 名幼稚園校長或老師參與。他們每人一本全新印製的《小精

英·節日情》圖書，校長及老師們紛紛翻看圖書，不時討論圖書內容。 

坊間圖書不及《小精英》詳細 

幼師黎小姐專門報名參加是次活動。她表示，想了解更多《小精英·節日情》的

圖書內容及掌握更多專屬的教學技巧，因為坊間圖書之前雖然有稍許提及包括



國安法教育，但仍十分皮毛及分散，自從香港推展國安法教育後，她所屬的學

校便將相關內容融入日常課程中，中國傳統節日的相關內容亦有提及，但肯定

沒有《小精英·節日情》圖書那麼詳細、系統。 

黎小姐在閱讀《小精英·節日情》後認為內容豐富，能讓幼兒更易吸收，「書入

邊都係公仔圖畫，顏色鮮艷可以吸引小朋友注意力，另外手偶劇場嘅形式可以

令小朋友更容易接收圖書內容。」 

 

 

 

35. 文匯網 

2021-12-09 (04:44) 

https://www.wenweipo.com/a/202112/09/AP61b117d1e4b07b4059d70279.html 

200 幼師發展日學《小精英》教學技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由葵青警區及少年警訊等機構計劃及設

計、培養幼兒建立正向價值觀和守法意識的《小精英·節日情》幼兒圖書，

將於本月在全港 18 區約 400 間幼稚園推出，供 2.5 萬名高班學生閱讀，

佔全港高班學生的約半數。為讓幼稚園業界更了解這套全新的幼兒圖書

內容，以及掌握更多圖書的教學技巧，首席贊助方善德基金會於昨日舉

行教師專業發展日，業界反應積極踴躍，有近二百名幼稚園校長或老師

報名參加。  

教師專業發展日由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擔任主禮

嘉賓。鄧炳強致辭時表示，今年推出的《小精英·節日情》是繼《小精英·

遊葵青》後加碼推出的第二冊，透過一些中國傳統節日、大型活動的情

節，例如 7 月 1 日的回歸紀念、10 月 1 日的國慶等，從小教導幼兒尊重

國旗、國歌等，培養幼兒的國民意識及正向價值觀。  

https://www.wenweipo.com/a/202112/09/AP61b117d1e4b07b4059d70279.html


他希望每位幼師能夠善用《小精英·節日情》圖書，令香港的幼兒從

小建立正確價值觀、國民思想。而「小精英」的第三冊將以大灣區為主

題，計劃於明年推出。  

善德基金會主席董吳玲玲表示，基金會作為「小精英·節日情」圖書

的首席贊助，別具價值。「小精英」圖書系列是一個值得大力支持的計

劃，運用貼地和生活化的教育模式，給幼稚園學生、教師及家長帶來前

所未有的體會和得着。  

是次活動有近 200 名幼稚園校長或老師參與。他們每人一本全新印

製的《小精英·節日情》圖書，校長及老師們紛紛翻看圖書，不時討論圖

書內容。  

坊間圖書不及《小精英》詳細  

幼師黎小姐專門報名參加是次活動。她表示，想了解更多《小精英·

節日情》的圖書內容及掌握更多專屬的教學技巧，因為坊間圖書之前雖

然有稍許提及包括國安法 教育，但仍十分皮毛及分散，自從香港推展國

安法教育後，她所屬的學校便將相關內容融入日常課程中，中國傳統節

日的相關內容亦有提及，但肯定沒有《小精英·節日情》圖書那麼詳細、

系統。  

黎小姐在閱讀《小精英·節日情》後認為內容豐富，能讓幼兒更易吸

收，「書入邊都係公仔圖畫，顏色鮮艷可以吸引小朋友注意力，另外手

偶劇場嘅形式可以令小朋友更容易接收圖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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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幼師掌握《小精英》教學  

由葵青警區及少年警訊等機構計劃及設計、培養幼兒建立正向價值觀和守法意

識的《小精英·節日情》幼兒圖書，將於本月在全港 18 區約 400 間幼稚園推

出，供 2.5 萬名高班學生閱讀，佔全港高班學生的約半數。為讓幼稚園業界更

了解這套全新的幼兒圖書內容，以及更掌握圖書的教學技巧，首席贊助方善德

基金會於昨日舉行教師專業發展日，業界反應積極踴躍，有近 200 名幼稚園校

長或教師報名參加。 



教師專業發展日由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擔任主禮嘉賓。鄧炳

強致辭時表示，今年推出的《小精英·節日情》是繼《小精英·遊葵青》後加碼推

出的第二冊，透過一些中國傳統節日、大型活動的情節，例如 7 月 1 日的回歸

紀念、10 月 1 日的國慶等，從小教導幼兒尊重國旗、國歌等，培養幼兒的國

民意識及正向價值觀。 

讚圖書內容豐富顏色吸睛 

鄧炳強希望每位幼師能夠善用《小精英·節日情》圖書，令香港的幼兒從小建立

正確價值觀、國民思想。「小精英」的第三冊將以大灣區為主題，計劃於明年

推出。 

善德基金會主席董吳玲玲表示，基金會作為《小精英·節日情》圖書的首席贊

助，別具價值。「小精英」圖書系列是一個值得大力支持的計劃，運用貼地和

生活化的教育模式，給幼稚園學生、教師及家長帶來前所未有的體會和得着。 

是次活動有近 200 名幼稚園校長或教師參與。他們每人一本全新印製的《小精

英·節日情》圖書，校長及教師紛紛翻看圖書，不時討論圖書內容。 

幼師黎小姐專門報名參加是次活動，她表示，在閱讀《小精英·節日情》後認為

內容豐富，能讓幼兒更易吸收，「書入邊都係公仔圖畫，顏色鮮艷可以吸引小

朋友注意力，另外手偶劇場嘅形式可以令小朋友更容易接收圖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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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炳強：培育年輕人愛國是社會責任    

葵青警區自去年與不同機構合作編撰以該區地標為背景的教材《小精英·遊葵

青》，今年再與各界合作，製作介紹中國傳統節日及文化的幼兒圖書《小精英·

節日情》，讓小朋友可從小學習及認識中華文化，培養民族認同感。保安局局

長鄧炳強昨出席相關活動時指出，從小培育年輕人愛國愛港情懷是社會的共同

責任。 



善德基金會昨舉行「小精英·節日情」教師專業發展日，向近二百名幼稚園校長

和老師介紹全新編製的幼兒圖書《小精英·節日情》，活動邀請了保安局局長鄧

炳強及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擔任主禮嘉賓，新界南總區指揮官麥展豪及葵青警區

指揮官謝振中亦有出席。 

製作幼兒圖書《小精英·節日情》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致辭表示，自從《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以及在國家的支

持下，香港社會已恢復秩序，為鞏固國家安全，需要提升市民的國民身分認同

及守法意識。他強調，政府一向重視教育工作，認為有關圖書通過講述「七

一 」、「十一」國慶等節日，有效向學童灌輸尊重國歌、國旗的意識，「培育

年輕人愛國愛港情懷是社會的共同責任，期望各界繼續攜手教育和保護下一

代，令他們立足香港、胸懷祖國、面向世界。」 

善德基金會主席董吳玲玲女士表示，該基金會是「小精英·節日情」圖書的首席

贊助，認為該圖書別具價值，是值得大力支持的計畫，感謝各單位在疫情下迎

難而上，運用「貼地」和生活化的教育模式，給教師、家長和幼稚園學生帶來

前所未有的體會和得着。 

有關幼兒圖書預計本月內在全港約四百所幼稚園推出，共有二萬五千名高班學

生登記取閱，約佔全港高班學生的半數。據了解，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主題《小

精英》第三冊將於明年推出。本報記者 

 



 



 

 

38. 大公報 

2021-12-09   A08 

斥亂港分子赴美抹黑中國 「他應感羞恥」 鄧炳強：羅冠聰是「現代漢奸」    

美國今明兩日（美國時間 9 日至 10 日）舉辦所謂的全球民主峰會，據稱反中亂

港分子羅冠聰獲邀「表演」。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出席「教師專業發展日」後

向傳媒表示，留意到羅冠聰聲稱獲美國總統拜登政府邀請出席峰會而感到榮

幸，斥羅為了政治目的而出賣自己的國家，更因此沾沾自喜，是「現代漢奸」

的所為，直指「他應該感到羞恥」。 

大公報記者 黃浩輝 

就「峰會爛騷」事件鄧炳強前日已發表文章表示，對羅冠聰公然接受所謂峰會

的邀請而「感到極度憤怒」，譴責羅企圖在一個由美國策劃、以「民主」作包

裝，實質是鼓動其陣營對抗中國的會議上，發表詆毀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言論，

散播政治謊言。近月羅更煽動選民無視立法會選舉，涉嫌觸犯《選舉（舞弊及

非法行為）條例》及可能違反《香港國安法》，鄧炳強表明政府會依法追究其

刑事責任。 

鄧炳強續指， 「要鞏固國家安全，相信需要整體社會包括年輕人，都要提高國

民身份認同和守法意識。事實上，政府非常重視教育工作，尤其是向年輕人灌

輸正向價值觀，提高守法意識，明辨是非，學懂理性分析事件。」 

為了加強幼童及年輕人的守法意識，教育他們認識國家及中華文化，培養國民

身份認同，香港善德基金會昨日舉行「小精英．節日情」教師專業發展日活

動，介紹《小精英．節日情》幼兒圖書，預計首先會在約 400 間幼稚園推出，

約 25000 名幼稚園高班學生受惠。 

鄧炳強對新圖書寄予厚望，致辭時表示，從小開始培育年輕一代愛國愛港的情

懷，是社會的共同責任，期望老師能夠好好運用這套圖書，讓幼兒從小建立正

確的國民思想及正向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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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21/1209/663819.html 

鄧 炳 強 ： 羅 冠 聰 是 「 現 代 漢 奸 」  

美國今明兩日（美國時間 9 日至 10 日）舉辦所謂的全球民主峰會，據稱反中亂

港分子羅冠聰獲邀「表演」。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出席「教師專業發展日」後

向傳媒表示，留意到羅冠聰聲稱獲美國總統拜登政府邀請出席峰會而感到榮

幸，斥羅為了政治目的而出賣自己的國家，更因此沾沾自喜，是「現代漢奸」

的所為，直指「他應該感到羞恥」。\大公報記者 黃浩輝 

  就「峰會爛騷」事件鄧炳強前日已發表文章表示，對羅冠聰公然接受所謂

峰會的邀請而「感到極度憤怒」，譴責羅企圖在一個由美國策劃、以「民主」

作包裝，實質是鼓動其陣營對抗中國的會議上，發表詆毀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言

論，散播政治謊言。近月羅更煽動選民無視立法會選舉，涉嫌觸犯《選舉（舞

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及可能違反《香港國安法》，鄧炳強表明政府會依法追

究其刑事責任。 

  鄧炳強續指，「要鞏固國家安全，相信需要整體社會包括年輕人，都要提

高國民身份認同和守法意識。事實上，政府非常重視教育工作，尤其是向年輕

人灌輸正向價值觀，提高守法意識，明辨是非，學懂理性分析事件。」 

  為了加強幼童及年輕人的守法意識，教育他們認識國家及中華文化，培養

國民身份認同，香港善德基金會昨日舉行「小精英．節日情」教師專業發展日

活動，介紹《小精英．節日情》幼兒圖書，預計首先會在約 400 間幼稚園推

出，約 25000 名幼稚園高班學生受惠。 

  鄧炳強對新圖書寄予厚望，致辭時表示，從小開始培育年輕一代愛國愛港

的情懷，是社會的共同責任，期望老師能夠好好運用這套圖書，讓幼兒從小建

立正確的國民思想及正向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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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媒發三炮轟羅冠聰 鄧炳強斥「現代漢奸」 指出席美「民主峰會」 甘當反華

「玩偶」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21/1209/663819.html


正潛逃海外的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將出席美國「民主峰會」，新華社、《人民

日報》及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三官媒昨日發表文章炮轟，批評羅冠聰甘做西方反

華「玩偶」及「傀儡」，將被永遠釘在背叛國家的歷史恥辱柱上；並斥美方為

一個「港獨」分子、在逃犯罪嫌疑人提供表演舞台，讓世界看清美方口中的

「民主」是何其虛偽與「雙標」，看清美方將民主武器化、不擇手段打壓別國

的霸權真面目。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亦斥羅為「現代漢奸」，羅冠聰則回應自

己並非首次被罵「漢奸」，又稱「中國特色漢奸」是真正為香港付出的人。 

本報記者 

新華社文章指，美西方反華勢力妄圖通過打「香港牌」干涉中國內政的圖謀從

未改變，斥畏罪潛逃的反中亂港分子羅冠聰甘做西方反華「玩偶」，並為此深

感「榮幸」，在海外瘋狂「唱衰」香港由亂轉治的大好局面，心甘情願為反華

勢力提供彈藥，可謂不折不扣的香港罪人、民族罪人。文章認為，作為西方反

華勢力殘存的「馬前卒」，這種數典忘祖、肆意出賣國家和香港利益的獻媚行

徑，終將反噬自身，被歷史牢牢釘在背叛國家、背叛中華民族的恥辱柱上。 

抨美方滑天下之大稽 

《人民日報》批評，美方滑天下之大稽，將一個在逃犯罪嫌疑人搬上所謂「民

主峰會」，只會讓國際社會進一步看清其假「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實的荒

唐本質。文章又斥美國為這名「港獨」分子提供表演舞台，進一步暴露出所謂

「民主峰會」實質就是要把民主工具化、武器化，並稱美國披着「民主」外衣

維護自身霸權，已經激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美政客與反中亂港分子勾結，

包庇縱容違法犯罪分子，其惡行只會遭到唾棄，其陰險圖謀必將以失敗告終。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國際在綫亦指，美國把一個在逃犯罪嫌疑人當成座上賓的舉

動令人瞠目結舌，反問一個企圖分裂國家、破壞香港民主的在逃犯罪嫌疑人，

有何資格代表香港市民在國際上談論「民主」、「人權」，又反問如果美國政

府通緝的犯罪嫌疑人被別國當成座上賓，美方有何感想。文章並揶揄美方既然

敢把羅冠聰這樣的犯罪分子推上演講台，為何不一視同仁地邀請今年一月衝擊

美國國會山的暴亂分子去演講發聲。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指，留意到羅冠聰提到因美國總統拜登邀請他出席「民

主峰會」而感到榮幸，直斥羅冠聰是「現代漢奸」，「一個人出賣自己的國家

是為了外國的政治目的，這就是現代的漢奸。現代漢奸羅冠聰，因為出賣國家

而沾沾自喜，我覺得他應該感到羞恥。」 

  羅冠聰就在社交平台回應，稱自己也不是第一次被罵「漢奸」、「懦

夫」、「賣國賊」，又指民主黨元老司徒華、李柱銘，以及許多仍在監獄內的

人也曾遭到如此罵名。他指，假如獨裁是「中國特色民主」，封閉是「中國特

色自由」，人治是「中國特色法治」，那麼「中國特色漢奸」應該就是真正為

香港付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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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處跟進高層收禮 查錫我倡廉署查 質疑恒大每年申大量簽證 本報查詢處方

沒答  

【明報專訊】入境處副處長郭俊峯及首席入境事務主任汪奇，承認曾接受恒大

執董、香港公司總經理黃賢貴派人送來原價 3388 元的酒店中秋禮物籃。入境處

昨日發聲明稱正跟進事件，兩人匯報稱曾於傳統節日收取「私交友好」送出的

物品，但「雙方並無公務往來」。保安局長鄧炳強昨指，入境處會調查事件。

曾任廉署總調查主任的大律師查錫我質疑，恒大每年均要向入境處申請大量工

作簽證，屬業務往來。民主黨促請廉署介入調查。 

民主黨指兩人曾負責簽證管制 同促廉署介入 

民主黨主席羅健熙表示，郭俊峯及汪奇曾負責簽證管制事宜，郭更被內部視為

接任入境處長的熱門人選，兩人辯稱不會與恒大公司有任何公務往來實在令人

懷疑。他認為廉署應主動調查，向公眾交代調查結果，否則貪腐官場文化就會

在香港植根。查錫我稱，事件涉及入境處副處長，入境處長應調查，但他更贊

成交廉署調查，因較有公信力，如入境處自己調查，予人官官相衛感覺。廉署

回應稱不評論個別事件，會依法按既定程序跟進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的

行為。 

本報昨向入境處查詢，黃賢貴及恒大是否有任何職員曾獲發簽證來港工作，何

時獲得簽證及屬什麼類型的簽證，入境處未有回應。本報昨亦向保安局查詢，

由什麼部門和職級的人員負責調查，事件會否由公務員事務局跟進，保安局回



覆查詢時只稱現交由入境處跟進調查。公務員事務局指事件由部門跟進調查，

現階段不評論個別個案。 

鄧炳強昨出席活動後見記者，他回應記者時說，相關官員已解釋，入境處亦會

調查，待調查結果出來後大家可再討論此事。郭俊峯及汪奇早前稱，涉事禮物

籃在某些優惠時曾低於政府容許的 3000 元，鄧炳強被問作為保安局長或紀律

部隊，應否這樣理解條例，他沒正面回答，重申會就官員的解釋調查，調查完

結後他相信會有結果。 

傳媒查詢後 兩人匯報「收私交友好物品」 

入境處昨午發聲明回應， 就傳媒報道兩名入境處人員收取食物籃事宜，有關人

員 12 月 5 日接獲傳媒查詢後已即時匯報入境處長，表示兩人「曾於傳統節日收

取私交友好送出的物品，但雙方並無公務往來」，其價值「沒有超出相關規

定，故沒有作出申報」。入境處稱正跟進事件，並強調一向十分重視屬下人員

的行為操守，如發現任何人員有違法或不當行為，會依照相關法例及既定程序

嚴肅處理。 

根據《接受利益（行政長官許可）公告》，公務員可在特別場合或節日接受

「私交友好」送贈不多於 3000 元的禮物；有關「私交友好」應與該訂明人員所

任職的部門和機構並無公事往來。 

查：法律精神在公僕不應收利益 非禮物價值 

查錫我指出，入境處的聲明含糊其辭，以「雙方並無公務往來」交代；認為關

鍵在於恒大和入境處是否有公務往來，入境處應解釋清楚。他質疑恒大每年均

要向入境處申請大量工作簽證，申請內地人來港工作，屬業務往來；又指黃賢

貴屬恒大香港公司總經理，代表該公司，日後若要爭拗他是否以私人身分送

禮，「看看法庭會否接受」。他指出，有關法律精神不在於禮物價值，而是公

務員不應該收利益。 

「立場新聞」報道，郭俊峯及汪奇 9 月曾接受黃賢貴派人送來原價 3388 元的港

島香格里拉酒店中秋禮物籃「璧月禮品籃」，二人向「立場」解釋稱禮品籃優

惠價不多於 3000 元。本報昨向港島香格里拉酒店查詢「璧月禮品籃」定價以及

有否折扣優惠，截稿前未有回應。 



 
 

42. 明報網站 

2021-12-09 

https://news.mingpao.com/pns/港聞/article/20211209/s00002/1638986899295/羅冠聰出

席全球民主峰會前夕-3 官媒點名批評 

羅冠聰出席全球民主峰會前夕 3 官媒點名批評 

【明報專訊】內地 3 間官媒昨同時發表文章，點名批評將出席美國民主峰會的

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保安局長鄧炳強昨亦抨擊羅為「現代漢奸」。新華社

文章批評羅冠聰是「西方反華『玩偶』」，指他將「被歷史牢牢釘在背叛國

家、背叛中華民族的恥辱柱上」。羅冠聰昨在 facebook 回應稱，自己非首次被

罵「漢奸」，「假如獨裁是『中國特色民主』……那麼『中國特色漢奸』，應

該就是真正為香港付出的人」。 

羅冠聰：被罵漢奸非首次 

美國今明兩日舉行首屆全球民主峰會（The Summit for Democracy），羅冠聰獲

美國總統拜登邀請在峰會發表演說，談及中共對國際社會威脅、香港及其他地

區民主抗爭等。中聯辦聯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人員今將舉辦名為「透視民

主真諦 堅定民主自信」座談會，中聯辦及外交公署負責人將演講反駁美方。 

新華社斥民族罪人 鄧炳強斥現代漢奸 

新華社昨發評論，抨擊被香港警方通緝的羅冠聰不但不反省他為香港帶來的巨

大傷害，反而尋求外部庇護，「在海外瘋狂『唱衰』香港由亂轉治的大好局

面」，「可謂不折不扣的香港罪人、民族罪人」。《人民日報》評論斥「美國

的干涉行徑不可能撼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歷史大勢」，又指本港市民普

遍認為盲目追求美式民主為香港帶來社會分化、惡鬥，「新選舉制度正使選舉

https://news.mingpao.com/pns/港聞/article/20211209/s00002/1638986899295/羅冠聰出席全球民主峰會前夕-3官媒點名批評
https://news.mingpao.com/pns/港聞/article/20211209/s00002/1638986899295/羅冠聰出席全球民主峰會前夕-3官媒點名批評


回歸良性競爭」。中央廣播電台則指，羅冠聰是「美西方豢養多年的反中亂港

打手」。 

保安局長鄧炳強繼前日在網誌譴責羅冠聰詆毁中央和特區政府，昨再抨擊他為

「現代漢奸」。鄧昨出席活動後主動提及，羅冠聰為外國政治目的而出賣自己

國家，羅應感羞恥。 

 

 

43. 頭條日報 

2021-12-09  P10 

新華社批甘做西方反華「玩偶」 鄧炳強斥羅冠聰「現代漢奸」  

前香港眾志羅冠聰獲邀出席美國「民主峰會」，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會見記者

時再提及此事，批評羅冠聰出賣自己的國家，形容對方為「現代漢奸」。新華

社昨日亦發表文章，指羅甘做西方反華「玩偶」，「被歷史牢牢釘在背叛國

家、背叛中華民族的恥辱柱上。」 

鄧炳強表示，一個人為外國的政治目的而出賣自己的國家，形容對方為「現代

漢奸」。他又指，對方為出賣國家而沾沾自喜，認為他應該感到羞恥。 

  鄧炳強前日亦在網誌撰文，點名批評羅冠聰企圖發表「詆譭中央和特區政

府的言論，散播政治謊言」，對此感到「極度憤怒」。他形容羅冠聰為「『走

佬』潛逃的反中亂港份子」，多次發表煽動分裂國家和顛覆國家政權的言論，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另外，新華社昨日發表文章，指羅冠聰是作為西方反華勢力殘存的「馬前

卒」，美國炮製的所謂「民主峰會」又多了一名「玩偶」。 

批瘋狂「唱衰」香港 

  文章批評羅冠聰和他的同夥們，不僅不反省曾經給香港帶來的巨大傷害，

反而變本加厲乞求外部庇護，「在海外瘋狂『唱衰』香港由亂轉治的大好局

面，心甘情願為反華勢力提供彈藥，可謂不折不扣的香港罪人、民族罪人。」 

  文章認為「這種數典忘祖、肆意出賣國家和香港利益的獻媚行徑，終將反

噬自身，被歷史牢牢釘在背叛國家、背叛中華民族的恥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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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嫌疑 入境處兩高層 認收恒大禮籃無申報 保安局長：待處方調查後回應 

繼早前爆出恒大與多名政府高官宴會，集體違反「限聚令」被票控後，近日又

有報道指入境處副處長郭俊峯及首席入境事務主任汪奇，涉嫌收受恒大高層昂

貴禮物籃但沒有申報。兩人回覆指，與送禮者無公務往來，禮籃售價亦不足

3,000 元，符合法例規定，故沒申報利益。入境處表示正跟進事件，如發現有人

違法會嚴肅處理；保安局長鄧炳強指，會待入境處調查有結果才會回應。 

根據《立場新聞》日前(7 日)報道，恒大集團一名司機曾在 9 月中秋節前數天，

將兩個原價 3,388 元的禮物籃，分別送到入境處副處長郭俊峯在大坑政府宿舍

的單位，以及首席入境事務主任汪奇位於火炭華翠園的單位。報道引述郭俊峯

及汪奇的書面回應，兩人承認收取恒大執董香港公司總經理黃賢貴的禮物籃，

稱彼此認識多年，屬「私交友好」，又稱根據網購平台資料，禮物優惠價不超

過 3,000 元，符合相關規定，因此沒有向處長申報。 

本報記者翻查有關禮物籃的網購平台，事件中的「璧月禮品籃」原價 3,388

元，特價 2,879.8 元，包括月餅、朱古力、鮑魚、螺頭、姬松茸禮盒及香檳等。

兩位官員分別在入境處擔任重要工作，包括負責簽證管制事宜，郭俊峯更傳是

接任入境處長的大熱人選。 

入境處：正跟進並嚴肅處理 

入境處昨發聲明指，兩人星期日接獲傳媒查詢後，已向處長匯報曾收取私交友

好禮品，但稱雙方沒有公務往來、價格亦沒有超出規定，所以沒有申報，處方



正跟進事件，如發現有人違法會嚴肅處理。保安局長鄧炳強回應指，相關官員

已作解釋，入境處也會作出調查，「我想待調查有結果，大家再討論這件

事。」廉政公署表示不評論個別事件，指會依法按既定程序跟進。 

查錫我：應交代與恒大有否公事往來 

廉署前總調查主任查錫我表示，高官收取昂貴禮品，觀感不佳。他指，根據

《防止賄賂條例》，公務員未經許可接受利益，即屬犯法，而任何人與政府有

事務往來，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即屬犯罪。雖然公務員可接受私交好友在節日

或特別場合(如結婚、生日)，給予總值不超過 3,000 元的利益，但前提是送禮人

與收禮的公務員所任職部門無公事往來。他指恒大經常都要爭配額引進人員到

港，過程須經過入境處，質疑或屬業務往來，認為入境處有需要向公眾詳細交

代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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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炳強批羅冠聰是現代漢奸  

立法會前議員羅冠聰獲美國總統拜登邀請到「全球民主峰會」演講，保安局長

鄧炳強繼前晚在網誌指，對「反中亂港分子」羅冠聰公然接受邀請，企圖在會

上發表詆毀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言論，散播政治謊言感到極度憤怒；他昨再批評

羅是「現代漢奸」。 



鄧炳強：「我留意到羅冠聰說有美國總統拜登邀請他出席民主峰會，因此感到

榮幸。一個人出賣自己的國家是為了外國的政治目的，這些就是現代的漢奸。

『現代漢奸』羅冠聰因為出賣國家而沾沾自喜，我覺得他應該感到羞恥。」 

而羅冠聰日前在社交平台 

Facebook 帖文，指已抵美國，準備周五出席民主峰會。他指，作為唯一受邀的

港人感到榮幸，將會在演說中談及中共對國際社會的威脅，以及香港和其他地

區的民主抗爭，亦會呼籲國際社會團結對抗威權崛起。他又說外間批評他受外

國勢力煽動的言論荒謬，表明自己沒受外國政府資助。 



 

 

 

 

 

 



46. 信報 

財經新聞 

2021-12-09   A15 

兩官收恒大禮籃 鄧炳強：當事人已解釋    

入境處兩名高官收受恒大集團禮物籃風波持續發酵，處方表示，兩名涉事官員

事後向入境處處長匯報，稱與送禮者無公務往來。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談及事件

時，也以當事人已解釋及正調查為由，拒絕透露更多詳情，廉政公署前總調查

主任查錫我則形容，事件觀感不好，涉事者應交代關係，質疑雙方或涉公務往

來，違反有關條例。 

查錫我質疑「一毫子也不應收」 

入境處副處長郭俊峯及首席入境事務主任汪奇日前被揭發分別兩次收受恒大集

團執行董事兼香港公司總經理黃賢貴約值 3000 元的禮物籃。事隔一日處方發聲

明回應，指涉事人員上周日（5 日）接獲傳媒查詢後，已即時向處長匯報，並

引述二人承認「曾於傳統節日收取私交友好送出的物品」，事主解釋雙方無公

務往來，禮物價值亦無超出規定故無申報。入境處強調，十分重視屬下人員行

為操守，如發現有違法或不當行為會嚴肅處理。廉署回覆傳媒時稱，不評論個

別事件。 

鄧炳強昨出席活動後會見記者時回應事件，指相關官員已解釋，處方亦會調

查，待結果出爐後再作討論；被問及入境處官員再度收受恒大成員利益，以及

是否應由廉署調查和事件會否影響公眾觀感，鄧炳強未有回應便轉身而去。 

身兼大律師的查錫我昨於電台節目表示，事件關鍵在於雙方有否公事往來，一

旦存在「唔係你可以收 3000 蚊、係一毫子都唔可以收」，他另向傳媒提到，恒

大須爭取配額引入內地人員到港，程序上需經入境處，如官員收受利益為對方

做事，便屬違法。 

民主黨主席羅健熙表示，對高官無避嫌收商界厚禮感到極之失望，認為二人辯

稱禮品價值不高毋須申報，已打擊公務員團隊廉潔形象，影響公眾對入境處處

理公務不偏不倚的信心。他質疑二人與恒大存在公務往來，要求廉署主動調

查。 

競逐連任的立法會議員民建聯劉國勳昨表示，希望政府調查後向市民交代。同

樣參選新界北的候選人，有元朗區議會主席沈豪傑、香港新方向張欣宇及曾麗

文。 

警「曬證」催網店發貨 處方了解 

另外，日前有球衣網店公開與顧客網上對話內容，指有人上載警察委任證施壓

要求盡快發貨，聲言「一係今日交收、一係刮你出黎、自己睇路」等。據悉，

事主確為警員，所屬警區暫不會要求其休假或停職；警方回應正了解事件，如

有人違紀將跟進及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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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politics/article/2988987/兩官收恒大禮籃+鄧炳強：

當事人已解釋 

兩官收恒大禮籃  鄧炳強：當事人已解釋  

入境處兩名高官收受恒大集團禮物籃風波持續發酵，處方表示，兩名

涉事官員事後向入境處處長匯報，稱與送禮者無公務往來。保安局局

長鄧炳強談及事件時，也以當事人已解釋及正調查為由，拒絕透露更

多詳情，廉政公署前總調查主任查錫我則形容，事件觀感不好，涉事

者應交代關係，質疑雙方或涉公務往來，違反有關條例。  查錫我

質  ... 

（節錄）  

 

48. 信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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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2.hkej.com/instantnews/current/article/2988415/%E9%84%A7%E7%82%B3%

E5%BC%B7%3A%E7%BE%85%E5%86%A0%E8%81%B0%E5%87%BA%E8%B3%A3

%E5%9C%8B%E5%AE%B6%E7%82%BA%E3%80%8C%E7%8F%BE%E4%BB%A3%

E6%BC%A2%E5%A5%B8%E3%80%8D  

鄧炳強批羅冠聰「現代漢奸」出賣國家  

入境處兩位高官涉收受恒大高層貴價果籃，保安局 局長鄧炳強回應事

件時表示，官員已作解釋，入境處亦將會調查，稱留待完成後再作交

代。被問到是否應交由廉政公署調查，以及事件會否影響公眾觀感，

鄧炳強均沒有回應便離去。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politics/article/2988987/兩官收恒大禮籃+鄧炳強：當事人已解釋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politics/article/2988987/兩官收恒大禮籃+鄧炳強：當事人已解釋
https://www2.hkej.com/instantnews/current/article/2988415/%E9%84%A7%E7%82%B3%E5%BC%B7%3A%E7%BE%85%E5%86%A0%E8%81%B0%E5%87%BA%E8%B3%A3%E5%9C%8B%E5%AE%B6%E7%82%BA%E3%80%8C%E7%8F%BE%E4%BB%A3%E6%BC%A2%E5%A5%B8%E3%80%8D
https://www2.hkej.com/instantnews/current/article/2988415/%E9%84%A7%E7%82%B3%E5%BC%B7%3A%E7%BE%85%E5%86%A0%E8%81%B0%E5%87%BA%E8%B3%A3%E5%9C%8B%E5%AE%B6%E7%82%BA%E3%80%8C%E7%8F%BE%E4%BB%A3%E6%BC%A2%E5%A5%B8%E3%80%8D
https://www2.hkej.com/instantnews/current/article/2988415/%E9%84%A7%E7%82%B3%E5%BC%B7%3A%E7%BE%85%E5%86%A0%E8%81%B0%E5%87%BA%E8%B3%A3%E5%9C%8B%E5%AE%B6%E7%82%BA%E3%80%8C%E7%8F%BE%E4%BB%A3%E6%BC%A2%E5%A5%B8%E3%80%8D
https://www2.hkej.com/instantnews/current/article/2988415/%E9%84%A7%E7%82%B3%E5%BC%B7%3A%E7%BE%85%E5%86%A0%E8%81%B0%E5%87%BA%E8%B3%A3%E5%9C%8B%E5%AE%B6%E7%82%BA%E3%80%8C%E7%8F%BE%E4%BB%A3%E6%BC%A2%E5%A5%B8%E3%80%8D


鄧炳強今午出席活動後會見傳媒時主動提到，立法會前議員羅冠聰接

受美國總統拜登邀請演講，行為出賣國家換取外國政治目的猶如「現

代漢奸」，認為對方應對此感到羞恥。  

鄧炳強在活動中致詞時亦提到，要提升年輕人對於國民身份及意識，

強調當局一直向青年灌輸明辨是非及國民價值，認為愛國情懷應從小

培養，才能保護下一代立足香港面向世界。  

 

 

49. 成報 

2021-12-09  A03 

入境處副處長郭俊峯 2 高官 收財團貴價果籃 鄧炳強稱會調查廉署跟進涉違防賄

行為  

入境處副處長郭俊峯、入境處首席入境事務主任汪奇承認接受由恒大執董兼香

港公司總經理黃賢貴送贈的中秋禮籃，同時沒有申報，解釋與送贈者為私交好

友，無公務來往。據了解，有關禮籃定價 3,388 元，內有鮑魚、姬松茸、香檳

等。不過，據知恒大內部文件，有入境處兩名高層的住址、相片，亦有港島香

格里拉酒店果籃的相片。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表示，入境處會作出調查。廉

政公署稱，會依法按既定程序跟進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的行為。 

本報記者報道 

報道稱，在今年 9 月中秋節前四天，有恒大職員從總部出發，把禮籃送到郭俊

峯所住、位於大坑畢拉山道的政府宿舍，住所有人接收，而隨後另一個禮籃送

到汪奇位於火炭華翠園的居所，有人開門讓職員將禮籃送入屋。 

港島香格里拉禮品籃 定價 3388 元 

郭俊峯、汪奇回覆查詢傳媒時均承認，接受恒大執董兼香港公司總經理黃賢貴

送贈禮籃，稱跟對方是私交好友，沒有利益衝突或公務來往，因此無申報。據

知，兩人所接收的禮籃屬港島香格里拉酒店的「壁月禮品籃」，定價為 3,388

元，內有鮑魚、姬松茸、香檳等。郭俊峯、汪奇均回應稱，按「早鳥優惠」折

扣及網購平台資料，禮籃價值不多於 3,000 元，符合規定。 

翻查《防止賄賂條例》第 3 條，公務員未經許可接受利益已構成刑事罪行，而

條例中指明的許可包括私交好友給予利益，在傳統會送禮的節目可接受總值不

多於 3,000 元的禮物。 

不過，據知恒大內部文件，有入境處兩名高層的住址、相片，亦有港島香格里

拉酒店果籃的相片。既然恒大內部文件擁有相關資料，似乎與兩人所說的「沒

有公務來往」不符。 

據恒大內部文件顯示 列 2 人住址等資料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表示，相關官員已解釋，入境處亦會作出調查，待調查

結果出來後社會可以再討論此事。廉署回覆《成報》查詢時表示，不評論個別

事件。廉署會依法按既定程序跟進涉嫌觸犯《防止賄賂條例》的行為。 

民主黨主席羅健熙表示，事件嚴重打擊公務員團隊廉潔形象，影響公眾對入境

處處理公務不偏不倚的信心，又質疑兩名高官和恒大高層是否屬「私交友

好」，本已令公眾質疑，涉事禮品價值又相信不止 3,000 元，依例應作申報，

廉政公署應主動調查。 

 

 

 

50. 成報 

2021-12-09  A05 

鄧炳強斥羅冠聰是「現代漢奸」    

【本報記者報道】美國將舉行全球民主峰會，棄保潛逃海外的的前立法會議員

羅冠聰接受美國總統拜登邀請，將在峰會上演講。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繼前天發

表網誌表示極度憤怒後，昨天（8 日）出席公開活動時再次斥責羅冠聰是「現

代漢奸」，批評他為了外國政治利益，出賣自己國家，並「沾沾自喜」，「我

覺得他應該感到羞恥」。 

羅冠聰其後在社交網站回應稱：「我也並不是第一次被罵漢奸、懦夫、賣國

賊，司徒華、李柱銘也曾遇到如此罵名，很多仍在監獄內的、即將出獄的，也

是如此。假如獨裁是「中國特色民主」；封閉是「中國特色自由」，人治是

「中國特色法治」，那麼「中國特色漢奸」應該就是真正為香港付出的人。」 

全球民主峰會將於 12 月 9 日及 10 日舉行，羅冠聰獲邀美國總統拜登邀請，

「保障人權」和「鞏固民之及對抗威權」兩個討論環節發表講話。 

 

 



 

51. 南華早報 

2021-12-09  EDT5 

Top immigration officers probed over gift hampers    

Immigration authorities are looking into reports two senior officers received gift hampers 

worth more than HK$3,000 each from embattled developer China Evergrande, the security 

minister has revealed. 

The driver of an Evergrande director delivered Shangri-La hotel hampers to the homes of 

Deputy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Benson Kwok Joon-fung and Chief Immigration Officer 

Jacky Wong on September 17, four days before the Mid-Autumn Festival, media outlet 

Standnews reported. 

It said each hamper, which included mooncakes, a bottle of champagne and abalone, was 

valued at HK$3,388, going by the hotel’s catalogue. 

Under the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the value of a gift a civil servant can accept 

from a personal friend or other people on a special occasion is capped at HK$3,000, or 

else approval from the authorities is required. 

The driver of executive director and Hong Kong company general manager Huang 

Xiangui dropped off the hampers at the two officers’ doorsteps. 

A government source yesterday said the pair had been friends with Huang for years. They 

checked the price of a hamper online upon delivery and found there was a 15 per cent 

discount.  

"Since the two officers do not have any business dealings with Huang and the gift value 

was under the cap ceiling, they did not seek approval from the immigration director," the 

insider said. 

Secretary for Security Chris Tang Ping-keung said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would look 

into the matter.  

"I think [the two officers] have given accounts of the incident and that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is going to investigate.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then we can 

comment further," Tang said. 

After his remarks,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officers had 

informed the director immediately after receiving media inquiries on Sunday. 

"If any officer is found to be involved in any unlawful acts or misconduct, the department 

will handle the matter serious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established procedures," it 

said. 

In an earlier reply to Standnews, Kwok said the hamper was valued at HK$3,199 in 2020 

and enjoyed an "early bird 15 per cent discount" so he believed the hamper would not cost 

more than HK$3,000 this year. A discounted hamper at the 2021price would have cost 

HK$2,879.80.  



"I’m friends with Huang. We do not have any business dealings nor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refore, I did not declare the hamper to the immigration director," he said. 

The outlet also carried a similar statement from Wong.  

The Democratic Party chairman Lo Kin-hei said it was suspicious the pair claimed they 

had no business dealings with the developer although they handled visa matters. 

He urged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to investigate and disclose the 

findings to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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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media hit out at fugitive nathan law    

Former lawmaker accused of being a traitor, who would be ‘crucified on the pillar of 

historical shame’, ahead of his appearance at Biden event 

State-run media yesterday launched fierce attacks on fugitive former Hong Kong 

lawmaker Nathan Law Kwun-chung, saying he would be "crucified on the pillar of 

historical shame" ahead of an expected appearance at US President Joe Biden’s "Summit 

for Democracy". 

The media outlets also condemned the coming summit, calling it a tool for anti-China 

forces in the West to meddle in domestic affairs but their bid would be doomed to fail.  

Law is expected to give a brief address during an "intersession remarks" section tomorrow. 

A Xinhua commentary accused the former lawmaker of having "forgotten his roots" and of 

betraying the country and Hong Kong.  

It said he would eventually "eat the bitter fruits" of his acts and end up being "crucified on 

the pillar of historical shame for betraying the country and the Chinese people". 

It also alleged that Law had been backed by anti-China forces in the West since 2019. It 

accused him of being a willing "pawn" controlled by these forces, which sought to 

interfere with the country’s domestic affairs by playing the "Hong Kong card". 

But the West’s attempts were like a "mantis trying to stop a chariot", it adde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steadily advancing," the commentary said, referring to the policy under 

which Hong Kong is governed. 

It added: "Whatever the means or tricks may be, any plot to make use of Hong Kong to 

suppress China, or to make use of Hong Kong to disrupt China, will be doomed to fail." 

Broadcaster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said in a commentary that Biden’s two-day virtual 

summit had exposed an "evil" attempt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meddle in China’s 

domestic affairs by inviting a fugitive to speak.  

Calling Britain-based Law a "Hong Kong independence element", it accused the 28-year-

old of being a "sidekick" fed by the West and who was wanted for national security 

offences. 

"How can [Law], a fugitive who aims to split the country and destroy Hong Kong’s 

democracy, be qualified to represent Hong Kong to talk about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t said. "Why doesn’t the US side also invite those rioters who had stormed the 

Congress in January to deliver speeches?" 



The attacks coincided with escalated rhetoric against Law by Hong Kong’s security 

minister Chris Tang Ping-keung, who also branded him a "traitor who gloats about 

betraying the country" for accepting an invitation to speak at the US event.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who blasted Law on Tuesday and yesterday, accused him of 

shamelessly serving the political interests of overseas governments after he accepted an 

invitation to contribute to Biden’s meeting, which is billed as an attempt to renew 

democracy across the world. 

In a Twitter post, Law said he was "very honoured" to be invited and that "the voice of 

Hong Kong will be heard". 

Tang said: "Fellow Hong Kong residents, and media friends, I noticed that Nathan Law 

had said he felt honoured to be invited by US President Joe Biden to attend the democracy 

summit. 

"A man who betrays his own country to serve the political objective of foreign countries is 

a traitor. And Nathan Law is a modern traitor. He gloats about betraying the country. I 

think he should feel ashamed of himself." 

Tang added: "This behaviour should be condemned." 

He rounded on Law for the second time this week after issuing a strongly worded 

statement a day earlier calling him a "coward" and "traitor". Tang described Law as a 

"runaway anti-China disrupter" and accused him of "spreading political lies" about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 Referring to Biden’s summit, Tang said the US had plotted the event 

under the guise of democracy to encourage resistance against China.  

Law, former chairman of the now-disbanded localist party Demosisto, fled Hong Kong 

ahead of the June 2020 enactmen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which bans acts of 

secession, subversion, terrorism and collusion with foreign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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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tion pair probed over gift hampers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will investigate two of its senior officers for allegedly 

receiving hotel gift hampers worth over HK$3,000 each, says Secretary for Security Chris 

Tang Ping-keung.  

The probe focuses on whether deputy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Benson Kwok Joon-fung 

and principal immigration officer Jacky Wong Ki received hampers containing abalone 

from Evergrande executive director Andrew Huang Xiangui on September 17, four days 

before the Mid-Autumn Festival.  

Tang refused to divulge other details, adding he will wait for the results from the probe.  

"Regarding the allegation that our immigration officers accepted some gifts, I think they 

have given an account of the incident and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is going to 

investigate," Tang said.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we can comment further."  

The department said the officers had informed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Au Ka-wang 

immediately after media inquiries on December 5 that they had received gifts from their 

personal friends at a traditional festival.  

"Since there were no dealings in their official capacities and the value of the gifts did not 

exceed relevant regulations, the concerned officers did not make any declaration," the 

statement said.  

The department said it alway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staff conduct.  

"If any officer is found to be involved in any unlawful act or misconduct, the department 

will handle the matter serious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established procedures," it 

said.  

The Civil Service Bureau said it will not comment on individual cases at this stage.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also refused to comment on individual 

cases, but said it will follow up on any potential violations against the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according to established proceedings.  

Former ICAC chief investigator Stephen Char Shik-ngor said on a radio program that it 

creates a bad impression for two senior officers to have received such expensive gifts.  

He urged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to give an explanation and said the personnel 

involved might have violated the law if the department has any official dealings with 

Evergrande, a real estate developer in the mainland.  

Civil servants cannot - under the Acceptance of Advantages (Chief Executive's 

Permission) Notice 2010 of the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and the Civil Servants 



Guide to Good Practices - accept gifts or advantages from contacts with whom they have 

official dealings, while gifts from family members are exempted.  

The notice stated that civil servants can only accept gifts not exceeding HK$3,000 from 

"close personal friends" on occasions when gifts are traditionally given or exchanged and 

gifts not exceeding HK$500 on any other occasion.  

Other people can give gifts not exceeding HK$1,500 on occasions when gifts are 

traditionally given or exchanged, and gifts not exceeding HK$250 on any other occasion.  

The gift hampers given to the two senior officers were from Island Shangri-La Hotel. 

Priced at HK$3,388 each, they contained mooncakes, abalone, him matsutake mushroom 

and champagne.  

Kwok has said the hamper cost HK$3,188 in 2020 but, with a 15 percent early bird 

discount, it cost less than HK$3,000 in 2021. Wong said the hamper cost HK$2,879.8 in 

2021, citing an online shopping platform.  

The two said they were close friends with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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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9769862-官媒發三炮轟羅冠聰-鄧炳強

斥「現代漢奸」?current_cat=179187 

官媒發三炮轟羅冠聰 鄧炳強斥「現代漢奸」 

正潛逃海外的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將出席美國「民主峰會」，新華社、《人民

日報》及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三官媒昨日發表文章炮轟，批評羅冠聰甘做西方反

華「玩偶」及「傀儡」，將被永遠釘在背叛國家的歷史恥辱柱上；並斥美方為

一個「港獨」分子、在逃犯罪嫌疑人提供表演舞台，讓世界看清美方口中的

「民主」是何其虛偽與「雙標」，看清美方將民主武器化、不擇手段打壓別國

的霸權真面目。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亦斥羅為「現代漢奸」，羅冠聰則回應自

己並非首次被罵「漢奸」，又稱「中國特色漢奸」是真正為香港付出的人。 

  新華社文章指，美西方反華勢力妄圖通過打「香港牌」干涉中國內政的圖

謀從未改變，斥畏罪潛逃的反中亂港分子羅冠聰甘做西方反華「玩偶」，並為

此深感「榮幸」，在海外瘋狂「唱衰」香港由亂轉治的大好局面，心甘情願為

反華勢力提供彈藥，可謂不折不扣的香港罪人、民族罪人。文章認為，作為西

方反華勢力殘存的「馬前卒」，這種數典忘祖、肆意出賣國家和香港利益的獻

媚行徑，終將反噬自身，被歷史牢牢釘在背叛國家、背叛中華民族的恥辱柱

上。 

  《人民日報》批評，美方滑天下之大稽，將一個在逃犯罪嫌疑人搬上所謂

「民主峰會」，只會讓國際社會進一步看清其假「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實

的荒唐本質。文章又斥美國為這名「港獨」分子提供表演舞台，進一步暴露出

所謂「民主峰會」實質就是要把民主工具化、武器化，並稱美國披着「民主」

外衣維護自身霸權，已經激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美政客與反中亂港分子勾

結，包庇縱容違法犯罪分子，其惡行只會遭到唾棄，其陰險圖謀必將以失敗告

終。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國際在線亦指，美國把一個在逃犯罪嫌疑人當成座上賓

的舉動令人瞠目結舌，反問一個企圖分裂國家、破壞香港民主的在逃犯罪嫌疑

人，有何資格代表香港市民在國際上談論「民主」、「人權」，又反問如果美

國政府通緝的犯罪嫌疑人被別國當成座上賓，美方有何感想。文章並揶揄美方

既然敢把羅冠聰這樣的犯罪分子推上演講台，為何不一視同仁地邀請今年一月

衝擊美國國會山的暴亂分子去演講發聲。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指，留意到羅冠聰提到因美國總統拜登邀請他出席「民

主峰會」而感到榮幸，直斥羅冠聰是「現代漢奸」，「一個人出賣自己的國家

是為了外國的政治目的，這就是現代的漢奸。現代漢奸羅冠聰，因為出賣國家

而沾沾自喜，我覺得他應該感到羞恥。」 

  羅冠聰就在社交平台回應，稱自己也不是第一次被罵「漢奸」、「懦

夫」、「賣國賊」，又指民主黨元老司徒華、李柱銘，以及許多仍在監獄內的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9769862-官媒發三炮轟羅冠聰-鄧炳強斥「現代漢奸」?current_cat=179187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9769862-官媒發三炮轟羅冠聰-鄧炳強斥「現代漢奸」?current_cat=179187


人也曾遭到如此罵名。他指，假如獨裁是「中國特色民主」，封閉是「中國特

色自由」，人治是「中國特色法治」，那麼「中國特色漢奸」應該就是真正為

香港付出的人。 

 

55. 東網 

2021-12-08  14:51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11208/bkn-20211208145117088-

1208_00822_001.html 

羅冠聰獲邀出席美全球民主峰會  鄧炳強形容如現代漢奸  

保 安 局 局 長 鄧 炳 強 今 日 ( 8 日 )出 席 活 動 後 ， 主 動 就 現 時 因 涉 嫌 違

反 《 港 區 國 安 法 》 被 警 方 通 緝 、 正 流 亡 英 國 的 前 香 港 眾 志 常 委

羅 冠 聰 ， 受 美 國 總 統 拜 登 邀 請 將 會 在 美 國 全 球 民 主 峰 會 上 作 演

講 。 鄧 炳 強 形 容 羅 出 賣 自 己 國 家 ， 以 達 到 政 治 目 的 ， 其 做 法 等

同 「 現 代 漢 奸 」 。  

鄧 又 說 ， 「 現 代 漢 奸 」 羅 冠 聰 以 出 賣 國 家 而 沾 沾 自 喜 ， 理 應 為

自 己 行 為 感 到 羞 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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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羅冠聰賣國 鄧炳強斥「現代漢奸」 

【 本 報 訊 】 保 安 局 局 長 鄧 炳 強 昨 日 出 席 活 動 後 ，

主 動 談 及 現 時 因 涉 嫌 違 反 《 港 區 國 安 法 》 被 警 方

通 緝 、 正 流 亡 英 國 的 前 香 港 眾 志 常 委 羅 冠 聰 ， 受

美 國 總 統 拜 登 邀 請 將 會 在 美 國 全 球 民 主 峰 會 上 作

演 講 。 鄧 炳 強 形 容 羅 出 賣 自 己 國 家 ， 以 獲 得 政 治

目 的 ， 其 做 法 等 同 「 現 代 漢 奸 」 。 他 又 說 ， 羅 冠

聰 以 出 賣 國 家 而 沾 沾 自 喜 ， 理 應 為 自 己 行 為 感 到

羞 恥 。  

官 媒 昨 日 亦 撰 文 指 ， 羅 冠 聰 作 為 西 方 反 華 勢 力 殘

存 的 「 馬 前 卒 」 ， 這 種 數 典 忘 祖 、 肆 意 出 賣 國 家

和 香 港 利 益 的 獻 媚 行 徑 ， 終 將 反 噬 自 身 ， 被 歷 史

牢 牢 釘 在 背 叛 國 家 、 背 叛 中 華 民 族 的 恥 辱 柱 上 。

該 文 又 指 ， 羅 冠 聰 背 後 有 不 少 美 西 方 反 華 勢 力 的

扶 植 與 支 持 ， 而 西 方 妄 圖 通 過 打 「 香 港 牌 」 干 涉

中 國 內 政 的 圖 謀 從 未 改 變 ， 羅 亦 甘 心 被 用 作 「 棋

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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