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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多的抗爭、爭拗，甚至在立法會內 「掟蕉」 、掃枱、講粗口，都對兒童的成長帶來十分負面的
影響。如果社會重視道德，不再容忍不講道理，聲大夾惡式的粗鄙政治文化，人人反對暴力，共建和
諧社會，小朋友的道德問題是可以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的。還小朋友一個乾淨的社會環境，是我們成年
人應盡的責任。

豈容反對派糟踏核心價值
□謝緯武

還香港一個乾淨社會環境
□陳學鋒

未來特首需振興科技 □余永賢

第四屆行政長官依法選出，中央依憲任命，還
未正式就任，民陣就煽動組織一些人到中聯辦抗爭
、施暴，要燒區旗，不知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為何物，竟也宣稱此種胡為是 「維護香港的核心價
值」。

何謂 「香港的核心價值」？ 「香港的核心價值
」集中體現在何處？ 「香港的核心價值」是怎樣形
成的？這些基本論題不弄清楚就聽信有特別政治用
心者或傳媒煽動而魯莽行動，那才是損害甚或破壞
香港核心價值的政治對抗，於自己於香港於國家都
十分有害，不利於香港的穩定繁榮，不利於中華民
族的偉大復興。

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
是十幾二十年或三五十年形成的。自 1840 年中英

鴉片戰爭，1842 年 8 月 29 日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
約，香港被英國實行了一百多年殖民統治，1997
年7月1日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實施香港特
區基本法十五年至今，這才形成系統的相對穩定的
核心價值，並且體現於將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和高度自治的國策具體化、法律化的基本法之中。

以 「一國」 為前提
香港的核心價值，既不等同英國、美國或歐洲

等西方國家的核心價值，也不完全等同傳統的中華
文化涵蓋的核心價值或中國大陸、中國台灣現時的
核心價值。香港的核心價值既與西方價值觀相聯繫
，也與傳統的中華民族價值觀相聯繫，與十三億同
胞的價值觀密切相連一起。這便是歷史和現實所締
造的今天的香港價值觀或香港核心價值觀──這一
價值觀集大成於基本法之中。

香港價值觀的產生早於法治的產生，因為香港

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但作為
具鮮明特色的香港價值觀的形成，則由於香港獨特
的地區歷史，有一個漸進式的過程，是植根於中華
古老文化土壤上內生型與外生型兩種相互作用下所
形成的價值觀，是以 「一國」為前提，愛國愛港為
旗幟，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和中華民族傳統道
德為內涵的價值觀或核心價值觀。

珍惜民主進程
法律將現狀神聖化、制度化。基本法和基本法

所認可的法律，將自由、民主、人權和中華民族重
要的傳統道德規範以法律條文或案例形式將之固定
化、制度化，港人的核心價值便成為神聖的實體，
以法治的優秀管治形式，成為我們生活的規範。

民主、自由、人權是普世價值觀，也為香港社
會所具體消化，演進及昇華為 「港人治港」和高度
自治。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本着確保香

港穩定繁榮、合乎港人切身利益及長遠利益的原則
出發，規定了民主制度化的時間進程。今年由
1200 名選委產生第四屆行政長官，2017 年則一人
一票普選產生第五屆行政長官。這是用法治來落實
或確保港人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核心價值權利。

當反對派和親反對派的傳媒輿論喊什麼 「反對
豺狼當道」，鼓吹向中央 「宣示主場」，叫嚷 「西
環快離場」 「重奪話語權」時，其所破壞的正正是
香港的核心價值。

倡導理性行為
當依憲依法選出第四屆行政長官時，高喊 「梁

振英下台」，陶君行野蠻地 「以刀架人」，用膠刀
壓着梁的頸項作斬狀施暴時，其所破壞的也正正是
香港的核心價值。

筆者希望一些港人，尤其是一些青年學生，靜
下心來讀一讀香港歷史、讀一讀中華民族歷史，把
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中將民主、自由、人權的
核心價值權利法律化、制度化，循序漸進，按部就
班落實的人文精神好好領會一下，同時又將香港回
歸十五年來的人權進步與英國管治香港一百多年的
香港人沒有民主權利的歷史狀況比較一下，甚至與
英國三百多年來、美國兩百年來緩慢的民主進程比
較一下，思考一下怎樣的行為才是一個理性行為，
自己應用什麼態度對待國家，對待特區政府。

每個地方都需要科技。這個問題可以分兩方面
來討論，一方面是社會文化，另一方面是經濟。

科技就是文化。教育、科技、文化通常是並列
的。缺乏科技就是缺乏文化，缺乏科技就是缺乏教
育，一個知識型社會不可缺乏科技。科技是知識力
量不可缺少的成分，要創新，就需要足夠的知識力
量。正因為香港的知識力量不足，文化力量疲弱，
科技力量才更加缺乏，以至創意產業未能好好地發
展。

在經濟方面，香港需要科技來促成技術類服務
。香港的優勢是提供服務。國家、亞洲、甚至全世
界對服務的需求逐漸趨向與科技息息相關，香港急
需要促成技術類服務。

市場誘因並不足夠
有些人認為香港需要科技全因製造業的需要，

受了西方國家經驗的影響，他們以為一個經濟體一
定需要製造業。不錯，製造業確實需要科技，但是
因為全球化，一個經濟體可以沒有製造業。事實上
，香港現有的製造業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2.3%。

科技研發可以帶來知識產權，而且能形成有經
濟利益的企業。在西方國家，這是令企業家投資在
科技的一大推動力。但在科技發展程度不高的情況
下，成功的機會就相對低，同時成本也相對提升。
往往沒有足夠的誘因讓企業家投資在科技。在香港
似乎比較容易、快捷而且低風險去投資在房地產或
股票市場，所以光靠市場的誘因，科技很難在香港
發展起來。

香港的科技足夠嗎？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統
計，在 2008 年研究及發展總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
值的比率是0.73%。這個數據已充分顯示香港的科
技發展不足夠。國家的比率是1.76%，發達國家一

般都在2%以上，在1%以下就是在發展中國家的行
列裡。香港的0.73%，跟香港的高經濟發展水準、
高生活水準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都不匹配。

香港的科技發展情況一般疲弱，在科技發展架
構裡，最弱的環節是技術企業，中介架構也特別需
要加強。

有些人認為國際比較的數據不適用於香港，因
為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城市。科研投放相對本地生
產總值的比率是一個什麼地方都適合的量度。這些
「香港特別論」，很多時緣於對國際情況的無知，

也反映出一些大香港的優越感。
又有些人指香港的大學在世界排名很高，教授

也有名。香港的確有個別的優秀科研人員，但這不
等於一個科技力量。一個科技能力是由許多懂得科
技的人組成的，這樣才有足夠力量去執行持續的科
研工作，單靠一兩位國際知名的明星是不足夠的。

缺乏優勢也要發展
另一種說法是，香港太小，而且我們在科技方

面起步太晚，所以香港沒有優勢搞科技。這種說法
不完全對，在中醫藥方面，香港是有優勢的，在內
地有很豐富的中醫藥知識經驗，而香港有很先進的
西醫藥分析技術經驗，但這優勢還未能發揮。在資
訊科技方面，研究設備可以說是豐儉由人，香港沒
有因為投資不足夠而在這方面處於下風。正是因為
資訊科技不一定需要昂貴的成本，所有國家、無論
是發達的、還是在發展中的、都從事資訊科技的研
究及應用。

儘管沒有比較優勢，也不可以不發展科技，因
為科技跟別的經濟活動不同，科技是其他經濟活動
的促成元素，這個影響是廣泛和普及的，在這方面
科技就像教育一樣。

科技研發帶來的好處通常很分散，投資者一般
只可以部分得益，這是科技發展最嚴重的市場失敗
，在低科技發展水準情況下，這種市場失敗表現得
尤其顯著。

因為科技發展有嚴重的市場失敗，幾乎所有國
家（包括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都採取積極措施
扶助科技發展，但是香港的科技發展卻多年來不受
政府支持，因為政府對自由市場抱着不切實際的迷
思，什麼 「用者自付」、 「積極不干預政策」、
「大市場，小政府」都是嘗試把西方國家某些經濟

活動的經驗直接搬到香港來，其實這些市場運作只
適合個別的行業，不能一般應用。香港的市場細小
且不夠多元化，市場失敗是常事。

一個錯誤觀點是把擁有科技產品等同於擁有科
技能力。因為香港的經濟水準高，所以在人均電腦
擁有率，無線電話擁有率等都比很多國家高，但其
實香港的科技能力比很多發展中國家還要低。這個
產品效應給很多香港人一個自滿的假象。

因為政府內部的評估看不到科技的缺乏，很多
跟科技有關的經濟活動通常在香港社會看不到，因
為長時間缺乏科技，香港人習以為常，見怪不怪，
沒有意識到科技的缺乏。

社會不能再被誤導
香港科技的缺乏，是一個深層次矛盾。香港有

充分的資源、資金、人才去發展科技，只是政府不
願意投放資源。政府好像看不到科技的缺乏，也令
到香港社會同樣受蒙蔽，政府是真的不知道還是刻
意誤導？

這個深層次矛盾緣於殖民者對殖民地科技的壓
制。在經濟上，殖民地是被佔領的市場，要用殖民
者的科技，不要發展自己的科技。在文化上，科技
是文化，但是殖民者不希望殖民地發展自己的強大
獨特文化。這樣就道破了為什麼香港不需要科技、
香港沒有條件搞科技、香港科技發展良好等說法的
出發點。

解釋清楚之後，持殖民地心態者可能變本加厲
，更加強調壓制科技發展的理由。但是希望未來的
香港特首不再抗拒科技，而是積極幫助香港的科技
發展返回正常的軌道。作者為應用科技研究院顧問

指指點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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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庭教育學院日前公布的一項調查顯
示，九成半小學生對人不禮貌。負責是項調查
的香港家庭教育學院主席狄志遠指出，按調查
發現家長身教直接影響子女品行，反映家長太
着重於學業成績而忽略品行道德。

這項調查在社會引起廣泛討論，對於今日
在香港成長的孩童，社會上已不止一次表達出
各種擔憂，甚至冠以一個特殊的名稱—— 「港
孩」，當作今日的一大社會問題來看待。其中
所關注的並非只是兒童的道德教育問題，同時
也包括他們的生活自理能力、情緒問題等。

筆者認為，我們分析小學生的問題，除了
從成年人的角度展開探討之外，也很有必要從
小朋友的角度去研判，這樣有助於我們更了解
問題的本質和尋求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

過多抗爭令兒童厭惡
民建聯不久前舉辦了一個全港性的小學生

繪畫比賽，題目為 「香港的明天」，邀請小學
生們用畫筆表達他們心目中對未來的看法。筆
者看過這些小朋友的繪畫，以及他們為畫作所
寫下的簡單說明，從中不難看出小朋友對現時
香港社會的看法，從而更全面和清晰地明白了
今天的香港小朋友所面對的問題。

這次繪畫比賽，共收到八百多幅作品，許
多參賽的小朋友都希望香港的未來是個環境綠
化、社會和諧、充滿關愛，以及經濟繁榮、科
技昌明的現代化大都市。不少參賽的小朋友都
在繪畫作品中表達出對未來香港社會和諧的美
好憧憬。從畫作中可以看出，環境和社會和諧
，在他們的心目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

些小朋友直接指出對社會紛爭、爭拗和爭吵的
不滿。有一位小朋友在畫作說明中寫道： 「圖
中的小朋友，希望香港沒有爭吵和不要污染地
球」；另一位九歲的小朋友，在作品中表明
「希望政府接受民意，沒有人再需要發起示威

」。
筆者還注意到，小朋友並非不重視道德，

相反，有多位小朋友都在作品中表達出他們對
社會道德的期望：一位小朋友畫出扶老攜幼，
善待動物，平等對待不同種族的內容。另一位
小朋友在畫作的說明中寫道： 「藉此作品，我
想帶出 『有品』的信息，希望香港的明天，每
人充滿公德，熱心助人，締造有品香港。」還
有一位小朋友則寫道： 「希望明天的香港除了
經濟好，更加希望人們有好品德。」

成人應該樹立好榜樣
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小朋友還在作品中直

接點出成年人未能成為小朋友的良好榜樣。他
在畫作的說明中寫道： 「明天的香港是由未來
的主人翁——我們來主宰，要是我們沒有好的
榜樣，就不能繪出美麗的明天。」

從小朋友的畫筆下，能直接反映出他們對
現時社會的觀感，社會充斥着過多的抗爭、爭
拗，對小朋友的成長直接帶來負面的影響。今
日我們在討論小朋友缺乏道德的時候，其實很
應該反省一下，到底我們為下一代準備了一個
怎樣的社會環境，更應該看看在小朋友的眼中
，今日的香港是怎樣的社會，成年人的社會為
小朋友都樹立了怎樣的榜樣。

小朋友對社會上過多的爭拗、紛爭感到不
安和憂慮，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在立法會內
「掟蕉」、掃枱、講粗口、掟雞蛋，則可以在

媒體上爭得顯著的版位，爭得較多的曝光度；
蠻不講理，缺乏事實根據之下，謾罵政府官員

，被當作是崇高的 「民主」；在社會上衝擊警
方 「鐵馬」，焚燒各種 「道具」，或者塗鴉、
搗亂等行為，被標榜為不可侵犯的 「自由」，
還常常被塑造成英雄、正義的形象……凡此種
種都顯示，香港的社會並不健康，有一股歪風
邪氣正在擾亂着社會風氣，一些香港人十分注
重的價值觀被扭曲，而小朋友就生長在這樣的
社會之中，如何不讓人擔心呢。

我們在慨嘆今日的小朋友道德水平低下之
時，是否應該先審視成年人的社會具有什麼樣
的道德水平？如果成年人都不注重道德和品行
，代表市民參與政治的立法會和區議會議員們
不能以較高的道德標準行事，我們還能怎樣要
求下一代表現出良好的道德品行呢？

端正風氣建有禮社會
討論兒童無禮的問題時，許多人都將討論

的焦點放到家長管教子女的方式，或者學校教
學方法，甚至教育制度、考試制度上。有些人
認為是家長過分寵愛所致，有些人認為是學校
忽視了道德教育所致，也有些人將問題歸咎於
菲傭和印傭缺乏正確的教育方法……不錯，這
些都是現今社會需要重視的問題。但這些並非
問題的關鍵所在，最重要的還是應該首先端正
社會風氣，建立一個有禮的社會。

社會就像是一個大染缸，這個染缸的顏色
決定了裡面的色彩，如果整個社會風氣不正，
歪風邪氣盛行，學校、家庭和個人如何努力，
都難免會受到污染和侵蝕。相反，如果社會重
視道德，不再容忍不講道理、聲大夾惡式的粗
鄙政治文化，人人反對暴力，共建和諧社會，
則小朋友的道德問題才能得到根本的解決。還
小朋友一個乾淨的社會，這是我們這一代成年
人的責任。

作者為民建聯宣傳公關委員會主席

美國參、眾兩院分別
於 3 月 5 日和 6 日全票通過
《1930 年關稅法》修正案
，賦予美國政府對來自非
市場經濟國家的產品進行
反補貼調查和徵收反補貼
稅的權利。奧巴馬總統也
於 3 月 13 日簽署了此修正案，使其成為一項新的
法律。

修正案似乎主要是對付中國出口產品的，此
後，美商務部就可以一方面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
濟地位，另一方面理直氣壯地對中國的產品同時
展開反傾銷和反補貼的調查，徵收反傾銷稅和反
補貼稅。

美國國會修正《1930 年關稅法》是有原因的
。2011年12月19日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就中國
出口到美國的非公路用輪胎司法訴訟案件（GPX
和其他公司訴美國案）作出判決：即根據《1930
年關稅法》的立法原意，美國商務部不能在視中
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情況下對中國出口到美國
的產品進行反補貼調查。

美國政府改變立場
應該說，美國原先的《1930 年關稅法》早就

規定了對外國產品徵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雖
然該法律沒有明確指出反補貼稅不適用非市場經
濟國家，但是商務部早在 1983 年就考慮是否對非
市場經濟國家的產品徵收反補貼稅。1983 年，喬
治城鋼鐵公司和其他美國生產商請求商務部對來
自非市場經濟國家（捷克斯洛伐克）的產品徵收
反補貼稅。1984 年，商務部決定反補貼稅不適用
非市場經濟國家。美國生產商提出上訴並且得直
。商務部上訴至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理由是：（1
）補貼是政府使用的扭曲市場給予公司信號的方
法；（2）根據定義，補貼不存在於非市場經濟國
家。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最終支持了商務部的決
定。

此後，商務部一直維持這一立場。直到2007年，商務部發布
備忘錄，聲稱要對來自中國（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商品徵收反補貼
稅。美國政府改變這種持續將近14年的立場，完全是因為貿易保
護主義在作怪。

即便如此，美國政府要對中國產品同時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調
查和徵稅（簡稱 「雙反」），必然要涉及 「雙重救濟（重複計算
）」的問題。對此，美國政府在今後的 「雙反」中，仍然會面對來
自兩方面的壓力。

實施 「雙反」 亦有掣肘
第一重壓力是來自美國的判例。在2007年的 「GPX和其他公

司訴美國案」中，美國國際貿易法院認為，針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的
反傾銷法律是為了對付政府干預非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包括導致
價格扭曲）。但是，同時徵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 「卻非常可能導
致雙重救濟」。國際貿易法院同時認定，美國商務部將證明雙重計
算的責任強加於外國生產商也是不合理的。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
似乎不同意國際貿易法院有關 「雙重計算」的觀點，認為這種分析
是有問題的：一方面是因為有關法律禁止雙重計算的程度不明確；
另一方面是因為商務部已經認定雙重計算是否已經發生也是遠遠不
清楚的。但是，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卻迴避了對這個問題的進一步闡
述，反而從立法原意的角度維持了國際貿易法院的判決。

第二重壓力是來自WTO的決定。2008年12月9日，中國向世
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提起申訴，要求就美國商務部針對來自中國的
標準鋼管、矩形鋼管、非公路用輪胎和複合編織袋等四種產品採取
的 「雙反」措施進行調查。2009年3月4日，世貿組織正式成立專
家組，展開調查。2010年10月22日，專家組作出調查報告，部分
支持中國主張。2010 年 12 月 1 日，中國正式向世貿組織上訴機構
提出上訴。2011 年 3 月 11 日，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發布裁決報
告，支持中方有關主張，認定美方對中國產標準鋼管、矩形鋼管、
非公路用輪胎和複合編織袋採取的反傾銷、反補貼措施，以及 「雙
重計算」做法，與世貿組織規則不符。

由此可見，《1930 年關稅法》修正案出台後，美國可能會加
劇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圍剿。但是，誠如有學者指出的，WTO上訴
機構在 「雙反案」中所建立的重複計算違法的原則，已經通過爭端
解決機構的認可而成為WTO法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在有關針對
中國產品的 「雙反」案中，不僅要受到其國內判例的制約，尤其要
與WTO的規定相一致。因此，在今後出現的 「雙反」案件中，美
國商務部必須履行舉證責任，明確指出在有關 「雙反」的決定中，
重複計算的問題已經被有效避免。

作者為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