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紅玉：政府毋須修訂
開展國教科委員會昨進行多個小時會

議，胡紅玉會後指已就《指引》問題達
成重要共識，未來會將建議提交，希望
政府考慮並採納。其中經過修訂政策，
學校自行決定開科與否，「因此我們認
為，不需要一個『官方課程指引』，所
以《指引》本身已失效，既然如此，政
府也不需要就《指引》作修訂和檢
討」。她補充，現時政策的門已開得好
大，學校可自行決定參考2008年原有或
其他任何課程指引，如決定推行國民教
育，也可自行開發教材。

教材多元培養客觀分析
胡紅玉說，昨日的會議仍未討論到

「撤回」問題，委員會將繼續跟進，外
界亦可各自表述。她重申，有關課程教
材將會多元化，培養學生客觀判斷及獨
立分析能力，不擔心出現所謂「洗
腦」。會上又討論了現時學校面對的壓
力，她期望外界相信學校的專業判斷，
而委員會也將盡快續會，討論有關評估
的問題。
她又期望，社會公眾及民間團體能繼

續討論，增加社會和政府互信。教育局
發言人回應指，知悉委員會討論尚未完
結，會等待其最後結論及報告。

廖亞全：增加學校空間
開展委員會成員、津中議會主席廖亞

全認為，「失效」意味《指引》不再是
官方文件，但學界可將它當作參考文
件，強調「失效」一說不等同撤回，
「因為有學校想推行國民教育，仍可繼
續推行，這只是進一步增加學校自主空
間，並消除外界憂慮」。

冼儉偉：有助消除疑慮
同屬委員的津小議會主席冼儉偉則

稱，「失效」一說是就政府之前提出的
修訂作補充和釐清，向公眾解釋國民教
育可做可不做，以及《指引》可跟可不
跟，「其實9月8日當天，特首提出學校
完全自主時，學界早已覺得沒有壓力；
但明顯部分社會人士並不完全清楚修訂
的影響。委員會因應有關措施去釐清概
念，講清楚《指引》失效，有助消除疑
慮」。他又認為，「失效」並不代表
《指引》有問題，但顯示出當局不會按
《指引》作任何官方行動。

張勇邦：指引仍值參考
資小校長會副主席張勇邦指，希望當

局未來能進一步說明「失效」意思，好
讓學界跟進，他認為《指引》仍有參考
價值，「除當代國情部分被抽起再作討
論外，其他部分原則上都無問題」。已
決定要推行國教科的鮮魚行學校校長梁

紀昌表示，開展委員會的建議給予學界
更多空間，在推行上更毫無顧忌，「不
過我們一向都是校本進行，如何改變亦
不會影響我們課程」。他認為，《指引》
「失效」依然無損國民教育天經地義的
性質，而學界均為專業人士，不會無指
引就不教或不懂得教。
不過，反對團體教協、學民思潮及家

長關注組對委員會的建議仍未滿足，聲
稱當局應全面撤回所有課程指引及相關
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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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協策兩會推動港台全方位合作
2008年以前，香港特區政府與台灣當局之間，一直沒

能提升交流層次，限制了彼此的交流深度。2008年兩岸

關係回暖之後，香港特區政府與台灣當局開始友好接

觸，港台兩地在經貿、食物安全、旅遊、金融、文化和

航空運輸等多方面的合作，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2010

年，港台分別成立「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協進

會）和「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策進會）。自從協

策兩會在2010年成立至今，已踏入第三個年頭。透過協

策兩會這個平台，港台兩地在經貿、金融、文化、旅

遊、航空運輸等多個範疇上的合作，都取得了豐碩的成

果。

台港雙方銀行機構去年8月透過策進會與協進會平

台，簽訂諒解備忘錄；雙方也正就保險業監管方面的諒

解備忘錄進行密切溝通。去年12月30日，港台雙方簽署

《台灣與香港間航空運輸協議》後，港台航線更為繁

忙。今年1月至7月，港台航班增長16%、載客率增8%，

雙方來往熱絡。特區政府從今年9月1日起，讓台灣民眾

自行在網上免費預辦進入香港的登記，進一步便利台灣

民眾到訪香港。同樣，台灣也實施了香港居民赴台手續

簡化措施。據統計，至今年8月底，共計有逾128萬名香

港居民透過簡化後的方式赴台，為台灣帶去高達360.9

億元新台幣的經濟效益。

二、未簽自貿協議 港台經貿關係存「缺口」
隨 港台交流合作日益密切，香港跟台灣現在是彼此

的第四大的貿易夥伴，去年的貿易總額是3300億港元，

較1997的1600億港元翻了一番；台灣企業在香港設立的

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和當地辦事處的數目，由2001年

的224間上升近一倍，至2011年的446間，並集中在貿

易、金融業等高增值行業； 香港的企業也積極開拓在

台灣的業務，例如一些香港銀行和物流公司，都在台灣

設有分支機構，視台灣為其大中華業務中的一個重要組

成部分；在旅遊業方面，每年有將近210萬台灣遊客人

次訪港，是香港第二大旅客的客源市場，香港訪台旅客

每年也多達60多萬人。

香港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物流業也十分發達，長

久以來是兩岸商貿合作的服務平台，也是不少台商進軍

大陸市場的橋頭堡。康師傅、富士康、中國旺旺、統一

等台灣知名企業都已經在香港上市，利用香港的優勢，

走向內地和國際市場。兩岸最近簽署了《海峽兩岸貨幣

清算合作備忘錄》，港台在人民幣業務方面也有了非常

緊密的合作。香港已經發展成為最具規模的離岸人民幣

業務平台，可以為全球各地的金融機構和企業提供一站

式的離岸人民幣金融服務。現在有20家台灣銀行的香港

分支機構，已經加入了香港人民幣即時支付系統，相信

會有越來越多的台灣銀行和企業利用香港平台進行離岸

人民幣貿易結算、發債、資金管理等業務。可以預見，

台灣在未來擴充大陸業務，將進一步利用香港服務，以

配合業務發展需要。

可惜的是，儘管香港與內地已有《內地與香港關於建

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台灣與大陸也有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港台之間卻沒有

簽署類似的經濟合作協議（FTA），使兩岸四地之間的更

緊密經貿關係存有制度性的「缺口」，不僅不利於港台

經濟發展，亦會阻礙全面構建和發展大中華經濟區的進

程。日前舉行的港台兩會聯席會議，台港兩地簽署FTA

的議題並未列入討論議程，台灣陸委會副主委高長在會

後記者會也明確表

示，若台灣業者有迫

切需要台港簽署FTA的

需求，政府就一定會

推。

三、兩岸三地成經濟鐵三角 提升共同優勢
港台兩地的業界近幾年都一直要求香港和台灣積極研

究簽訂全面的經貿合作框架，以全面提升兩地的經貿關係，

增進商界投資兩地的信心，讓兩地業界都得到實質的好

處。這是兩地業界的共同願望。的確，港商對ECFA早收清

單的優惠大感興趣，台商又希望在CEPA許多進入大陸的優惠

措施可以分一杯羹，台港之間訂定框架或經貿安排，就

能令他們在雙方貿易中得到CEPA和ECFA加起來的優惠。

大陸、台灣、香港兩岸三地都是WTO的成員，可以成為

經濟鐵三角，提升共同的優勢，加強在全球市場的經濟地

位和比重。三地可以憑各自的優勢，在互相交流、合作、

競爭、磨合中，找到自己適當的定位，各展所長，互補不

足，推動三地的生產力，令到整體經濟增長進一步發展。

現在，堅持「九二共識」的馬英九成功勝選連任，希望進

一步加強兩岸三地的經貿合作，帶動台灣的經濟發展，確

保國民黨長期執政的地位；香港特首梁振英也表示，非常重

視台港關係的發展，希望在他的任內，台港兩地的經濟合

作能夠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既然港台雙方目標一致，就

應積極務實協商，聆聽業界的訴求，盡早推動台灣與香

港簽署自貿協議，把港台的合作推向一個更高層次，為

兩岸人民的未來創造互惠發展，共創多贏的局面。

本月25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以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榮譽主席的身份，在台北出席協進

會與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第3次聯席會議，表示台港商討更緊密經貿合作安排是「當務之

急」。行政長官梁振英前晚出席中評社及中評智庫的演講餐會發表題為「香港特區對台政策」

主題演講時，希望共同推動兩岸三地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事實上，港台相互設立了對口工

作機構和辦事機構，兩會於多個合作範疇取得明顯進展及豐碩成果。港台兩地應該趁熱打鐵，

加快推動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全面提升兩地的經貿關係，回應兩地商界、民間要求更緊密合作

的訴求，把港台的合作推向一個更高的層次。

港台合作成果豐 早簽自貿協定再上新台階

國教科課程指引
委員會指無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內訌並未
因立法會選舉結
束而告一段落，
反而是連場好戲
的開始。在新界
東競逐連任落敗
的民主黨立法會

議員黃成智，因被「人民力量」狙擊落
敗而懷恨在心，於昨日到警察總部投訴
以「人民力量」成員身份參選及當選的
香港人網CEO（行政總裁）「慢咇」陳
志全，其負責的網台充斥色情內容，涉

嫌經營「色情資訊」生意，毒害香港社
會年輕一代，並要求當局執法。

匿名廣告批宣淫販賤
自稱為「一群新東選民」昨日在報章

上刊登題為「陳志全，請收起你的偽
善！」的全版廣告，批評香港人網的內
容淫穢不堪，包括迷姦、強姦、偷窺、
亂倫、嫖妓等，「罄竹難書」，並批評
身為人網CEO的慢咇在選舉期間「經過
精心包裝」，表面上打出正義的形象，
在政綱中聲言關心青少年問題，更以
「救救孩子」為競選口號，但私下卻以
色情資訊賺錢，實枉為受納稅人供養的

立法會議員。
儘管未有在廣告中打出名號，但黃成

智昨日就聯同一批「新界東選民」到警
署投訴，暴露其身為該廣告「疑似黑手」
的真身。

慢咇反寸黃敗選不服氣
慢咇昨日在出席立法會宣誓綵排後辯

稱，自己擔任CEO約1年多，已在所有
競選刊物內清楚列明其職務，沒有任何
隱瞞，又聲言所有綜合性網站都會有成
人討論區，人網也不例外，並聲言討論
區的數千條討論議題中，難免會有數十
條較為過火，而版主會處理所有違反規
例的留言，而自己是否偽善，應由選民
決定，又揶揄黃成智自立法會落敗輸到
現在都不服氣，又認同是次事件，是
「有人」刻意要謀殺其政治前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一屆立法會將於10月舉行首次會議。根據
香港研究協會於昨日公布的最新民意調查發現，51%受訪市民對新一屆立法
會議員的信心「一般」，沒有信心者佔27%，有信心者僅12%。協會呼籲新任
議員在切實履行立法會議員職責的同時，應認真了解市民的需要，積極就市
民最關注的議題向政府提出具針對性的建議，提升市民生活質素，兌現選舉
承諾，以理性、務實的態度服務市民，造福香港。
是次調查於9月19日至25日進行，共訪問了1,248名18歲或以上市民，其中

996名為登記選民，發現42%受訪選民「滿意」是次立法會選舉的整體安排，
較上屆立法會選舉同類調查升6個百分點，「一般」佔41%，「不滿意」的僅
佔13%。在89%表示有投票的次樣本中，最多受訪選民表示其投票的最主要原
因是「履行公民責任」（36%），其次為「表明支持某政團/派別的立場」
（27%）、表明反對某政團/派別的立場」（18%），隨後的分別是「表明支持某
候選人的立場」（11%），「慣性投票」及「表明反對某候選人的立場」（各佔
3%）。

15%選民有自行配票
就是次選舉的所謂「配票效應」，72%有投票的受訪選民表示「沒有」因配

票考慮而改變投票取向，而表示「有」的則佔15%。至於其配票的最主要根
據是「自己對選情的判斷」（63%），其次是「民調結果」（13%），再次是「政
黨呼籲」（9%）。
被問及新屆立法會議員的工作應 重哪個政策範疇，最多受訪者表示是土

地及房屋（26%），其次是社會福利（20%），第三是政制及管治（16%），其
餘分別是經濟（13%）、教育（7%）、醫療（6%）、勞工及就業（5%）及環保
保育（1%）。進一步分析則發現，新民黨、自由黨、新民主同盟、獨立人
士、民建聯及社民連的支持者較重視土地及房屋政策，工聯會及工黨的支持
者較重視社會福利政策，「人民力量」、公民黨及民主黨的支持者較重視政制
及管治，而街工的支持者則同時較重視土地及房屋和社會福利政策。

鴿狀粉絲三成感擔憂
另外，有四成公民黨支持者對選舉結果感失望，29%表示擔憂。民主黨則

有三成支持者感到失望，三成表示擔憂。在建制派方面，民建聯的支持者
中，分別有19%和28%表示高興和安心，工聯會擴大參選團隊規模，最終贏到
6席，有25%支持者對選舉結果高興。

黃成智報警 控慢咇宣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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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立法會各候任議員昨
日再到立法會大樓「上
堂」，而最新的「課程」就
是為將於10月10日舉行的宣
誓儀式綵排。九龍西候任議
員蔣麗芸強調自己心情緊
張，工程界候任議員盧偉國
則笑言自己有30年的唱大戲
（粵劇）經驗，相信正式宣
誓日定能應付自如。而曾事
先張揚將在正式宣誓時「搞
事」的「人民力量」，其新
丁陳志全稱，他們會商討
「以甚麼方式」來宣誓。

多位反對派「逃學」
新一屆立法會第一次大會將於10月10日舉

行，屆時70名議員會正式宣誓就職，並在會
上投票選出立法會主席。為讓在立法會選舉
中首次當選的候任議員做好準備，秘書處於
昨日舉行宣誓儀式綵排。不過，在28名議會
「新丁」中，只有22人出席，其中民主黨、
公民黨、工黨等反對派成員紛紛當「逃學威
龍」。
候任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在綵排時首先講

解了有關程序，並由多名秘書處職員先扮演
議員來示範一次，隨後即隨機抽選了4名候
任議員，包括航運交通界的易志明，旅遊界
的姚思榮，以及蔣麗芸和盧偉國親身練習一
次。

蔣麗芸坦言感緊張
蔣麗芸坦言，自己在宣讀誓詞時有點緊

張，但很快就平靜下來，又指自己身為天主
教教徒，定會以莊重及神聖態度來宣誓，作
為對自己及選民的承諾。盧偉國則笑言，自
己唱了大戲30年，時常踏台板及表演樂器，
故相信自己屆時定可表現自如。
聲言在正式宣誓時會有「搞作」的「人民

力量」，其新丁陳志全「慢咇」說，陳維安
曾提醒他在宣讀誓詞時不可以讀錯字或讀漏
字，但停頓的方式則不限，而過去曾有議員
在詞中加插字句，自己稍後會與其餘兩名
「人力」成員商討，才決定他們屆時會以甚
麼方式宣誓。
另外，被問及「人力」被安排坐在會議廳

的後方，慢咇稱他們並不介意「人民力量」
的位置，指根據「遊戲規則」，民主黨及公
民黨等「大黨」在選擇位置時有優先權，又
聲言他們倘有意見要發表，可因應身處的不
同位置採取不同的行動來表達。

22「新丁」立會學宣誓

■盧偉國正模擬宣誓。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珈南、歐陽文倩）因應社會就國民教育爭

議，「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昨日舉行第二次會議，就有關

《課程指引》進行討論。主席胡紅玉會後指，因應政府月初改動國民教

育政策，委員會認為不需要再有「官方課程指引」，因此不建議政府就

現有《課程指引》作修訂和檢討，學校可自行決定參考任何課程指

引，教授相關課程內容；至於「撤科」議題，是次會議仍未討論，續

會時將繼續跟進。有學界及委員認為，有關決定與「撤回」並不等

同，而是進一步確認學校自主空間，讓學界自選《指引》或其他不同

資料作參考。

■胡紅玉表示，學校可自行決定參考任

何課程指引。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陳志全 劉國權 攝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