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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謬論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港
大學生會《學苑》連篇累牘鼓吹 「港獨
」的事件反映，香港青少年必須正確認
識、理解一國和兩制關係。回歸十七年
來，本港中小學對基本法教育的排序十
分低，適逢今年是《基本法》頒布25周
年，學界認為是補偏救弊的良機。

任職教師的香港培青社副主席穆家
駿表示，《基本法》第一章、第一條已
列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學苑》鼓吹 「
港獨」言論明顯是違反憲制。

課程宜多教導兩地歷史
穆家駿認為，現時中學課程指引並

沒有訂明修讀《基本法》時數，不少青

少年可能只因要投考公務員才閱讀《基
本法》，建議局方訂下指引，以提高學
生對《基本法》的認識。除了《基本法
》教育有待加強，中國歷史教育亦不容
忽視，他認為，部分學生不了解國情，
建議教育局將中史列為初中必修科，課
程亦宜 「詳今略古」，講述更多香港與
內地不可分割的歷史事件及關係。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表示，不少香港
青年不了解《基本法》，特別是中國與
特區的關係及香港的憲政地位，教育界
應該重視並加強教育。 「因為呢啲後生
仔無經歷過回歸之前嘅香港，有啲嘢，
例如香港嘅權力來源，佢哋會覺得係 『
與生俱來』，唔會覺得係中央授權。」

黃均瑜指出，基本法教育主要靠辦

學團體及學校的自覺來推行，雖然教育
局有製作基本法教材，卻不能保證學校
會用。 「佔中」爆發前，本港中小學對
基本法教育的排序十分低，不過 「佔中
」後情況或有改善，今年是《基本法》
頒布25周年，教聯會亦正探討如何在學
界推廣《基本法》教育。

青年自我膨脹應釐清責任
香港教育學院助理教授胡少偉表示

，《學苑》鼓吹 「港獨」事件反映，青
少年對 「一國兩制」以至《基本法》的
誤解，教育界需在這方面多做工夫。他
表示，香港自古已是中國一部分，如早
前在興建中的沙中線發現宋代古井，從
考古、歷史各方面已證明香港是中國的

一部分。 「可能學校課程沒有提及，令
部分學生及青少年對國家歷史及《基本
法》認識較淺，不了解國情。」

觀塘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奚炳松
表示，回歸後特區政府的國民教育做得
不夠，今後政府應加強宣傳《基本法》
，立場亦要 「企得硬」。除了《基本法
》教育有待加強，歷史教育亦不容忽視
，故他歡迎特區政府在剛發表的施政報
告提出重整初中中國歷史課程。

奚炳松直言，現今不少學生沒有歷
史觀，不明白香港現時擁有的比殖民地
時期更多， 「例如自由度、政府部門嘅
人等等，回歸之後真正係香港人當家作
主。」他認為，現時不少年輕人將自我
放得太大，寄語他們釐清自己的責任。

行政長官梁振英近日發表行政長官梁振英近日發表20152015年年《《施施
政報告政報告》》時時，，公開點名批評公開點名批評《《學苑學苑》》持續持續
刊登鼓吹刊登鼓吹 「「港獨港獨」」文章文章，，批評其所謂批評其所謂 「「香香
港問題港問題，，香港解決香港解決」」是對香港憲制地位的是對香港憲制地位的
錯誤論述錯誤論述，，而該會結集出版的而該會結集出版的《《香港民族香港民族
論論》》一書竟主張香港一書竟主張香港 「「尋找一條自立自決尋找一條自立自決
的出路的出路」」，，明顯並非單純的學術研究明顯並非單純的學術研究，，而而
是主張香港獨立的言論是主張香港獨立的言論，，必須予以警惕必須予以警惕。。

王俊杰妄稱兩地王俊杰妄稱兩地「「盲婚啞嫁盲婚啞嫁」」
《《城市論壇城市論壇》》昨日就昨日就《《施政報告施政報告》》批批

評評《《學苑學苑》》鼓吹鼓吹 「「港獨港獨」」進行討論進行討論。。出席出席
論壇的該刊前副總編輯王俊杰最初堅稱論壇的該刊前副總編輯王俊杰最初堅稱《《
學苑學苑》》並無鼓吹並無鼓吹 「「港獨港獨」」，，只稱鼓吹只稱鼓吹 「「民民
族自決族自決」」，，其後他竟稱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其後他竟稱香港與中國的關係
是是 「「盲婚啞嫁盲婚啞嫁」」，，又指香港自又指香港自《《南京條約南京條約
》》割讓給英國割讓給英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時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時
間更長間更長，， 「「怎能叫港人認祖歸宗怎能叫港人認祖歸宗？？」」

王俊杰一直表示王俊杰一直表示 「「自決自決」」和和 「「港獨港獨」」
是兩回事是兩回事，，但又指但又指 「「香港人不當自己是中香港人不當自己是中
國人國人」」，，又稱又稱 「「政府剝奪了港人公投自決政府剝奪了港人公投自決
的機會的機會」」，，就算有人主張就算有人主張 「「港獨港獨」」或或 「「分分
離主義離主義」」都是都是 「「糾正性的分離糾正性的分離」」。。結果在結果在
港大校友馮煒光連番追問下港大校友馮煒光連番追問下，，他終於公開他終於公開
表明個人支持表明個人支持 「「港獨港獨」」，，甚至妄指甚至妄指 「「中共中共
政權隨時會倒台政權隨時會倒台」」，，宣示宣示 「「港獨港獨」」只為獨只為獨
立帶來正當性云云立帶來正當性云云。。

馮煒光即場直斥王俊杰的歪理謬論馮煒光即場直斥王俊杰的歪理謬論，，
強調中國源遠流長數千年強調中國源遠流長數千年，，香港一直和內香港一直和內
地有深厚關係地有深厚關係，，無論在歷史上和文化都和無論在歷史上和文化都和
中國一脈相承中國一脈相承，，雙方並非盲婚啞嫁雙方並非盲婚啞嫁。。他斥他斥
責近兩屆責近兩屆《《學苑學苑》》編委持續鼓吹編委持續鼓吹 「「港獨港獨」」
主張主張，，透露港大學生會於透露港大學生會於19831983年全民大會年全民大會
已經通過決議已經通過決議，，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 「「當時議案所指的中國當時議案所指的中國，，正是中華人民正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共和國。。」」

馮煒光表示馮煒光表示，，他在他在19841984年出任學生會年出任學生會
會長期間會長期間，，當時發表的當時發表的《《香港前途宣言香港前途宣言》》
提到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提到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都是以國家認都是以國家認
同作為基礎同作為基礎。。他引述去年出版的他引述去年出版的《《學苑學苑》》
及及《《香港民族論香港民族論》》文章提及文章提及 「「獨立主張不獨立主張不
能一直停留於情感層面能一直停留於情感層面」」、、 「「假如香港要假如香港要
成為一個主權國家可以怎做成為一個主權國家可以怎做」」、、 「「很容易很容易
成立一個完善的外交部成立一個完善的外交部」」、、 「「教人如何成教人如何成
立軍隊立軍隊」」等等，，均是一步步教人思考如何落均是一步步教人思考如何落
實實 「「港獨港獨」」。。

馮煒光馮煒光：：特首是善意提醒特首是善意提醒
馮煒光重申馮煒光重申，，實踐普世價值需要得到實踐普世價值需要得到

國家認同國家認同，，否則只會為社會帶來災難性衝否則只會為社會帶來災難性衝
擊擊。。他指他指《《學苑學苑》》持續提出持續提出 「「港獨港獨」」主張主張
，，會逐步令人思維趨向會逐步令人思維趨向 「「港獨港獨」」，，希望與希望與
學運領袖有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士學運領袖有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士，，對提出對提出
「「港獨港獨」」人士加以勸阻人士加以勸阻。。他補充他補充，，特首梁特首梁

振英批評振英批評《《學苑學苑》》鼓吹鼓吹 「「港獨港獨」」，，純粹是純粹是
善意提醒善意提醒，，並非打壓並非打壓。。

論壇講者之一青年民建聯主席周浩鼎論壇講者之一青年民建聯主席周浩鼎
，，也斥責王俊杰負責的也斥責王俊杰負責的《《學苑學苑》》所提論調所提論調
是挑起族群矛盾是挑起族群矛盾，，甚至鼓吹甚至鼓吹 「「獨立是唯一獨立是唯一
的出路的出路」」，，明顯是推動分離主義明顯是推動分離主義。。他表示他表示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在實踐過程中總會出現矛盾在實踐過程中總會出現矛盾

，，倘若香港與中央分裂倘若香港與中央分裂，，不單影響地方整不單影響地方整
體利益體利益，，更影響整個亞太區穩定更影響整個亞太區穩定。。

周浩鼎又稱周浩鼎又稱，，梁振英適時批評梁振英適時批評《《學苑學苑
》》持續提出持續提出 「「港獨港獨」」主張主張，，以免慢慢步進以免慢慢步進
文章所帶出的文章所帶出的 「「港獨港獨」」圈套圈套。。他強調他強調，，香香
港有屬於自己的本土特色港有屬於自己的本土特色，，只要盡力實踐只要盡力實踐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維持香港的本土特色維持香港的本土特色，，才才

能推動社會進步能推動社會進步。。

周永康任副總編立場更激周永康任副總編立場更激
《《學苑學苑》》為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官方中為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官方中

文期刊文期刊，，主要內容是探討各項校園及社會主要內容是探討各項校園及社會
議題議題。。不過不過，， 「「佔中佔中」」行動煽動者之一行動煽動者之一、、
激進學生組織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擔任激進學生組織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擔任《《學學
苑苑》》副總編輯後副總編輯後，，整份刊物的立場和風格整份刊物的立場和風格
都大變都大變，，更對更對 「「港獨港獨」」言論的宣傳不遺餘言論的宣傳不遺餘
力力。。學聯和學聯和《《學苑學苑》》正是利用學生作為平正是利用學生作為平
台台，，在校園內鼓吹所謂在校園內鼓吹所謂 「「香港民族香港民族，，命運命運
自決自決」」，，以達到以達到 「「港獨港獨」」的不軌圖謀的不軌圖謀。。

自周永康擔任自周永康擔任《《學苑學苑》》副總編輯已利副總編輯已利
用用《《學苑學苑》》作為鼓吹作為鼓吹 「「香港自決香港自決」」的宣傳的宣傳
平台平台，，在校園內肆無忌憚地宣揚在校園內肆無忌憚地宣揚 「「港獨港獨」」
思想思想。。在在20142014年的年的22月號月號《《學苑學苑》》更以更以 「「香香
港民族命運自決港民族命運自決」」為題為題，，發表多篇鼓吹發表多篇鼓吹 「「
香港自決香港自決」」的文章的文章，，其中一篇名為其中一篇名為《《香港香港
是否應有民族自決的權利是否應有民族自決的權利？》？》文章文章，，更認更認
為香港人有權進行為香港人有權進行 「「公投公投」」，，自行決定要自行決定要
獨立還是要維持獨立還是要維持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云云云云。。

李佳斌批偏激傳媒洗腦

教界促補偏救弊認識基本法

●香港獨立與否，答案可能因人而異，姑
勿論可行性有多渺茫，至少我們必定要
誓死維護鼓吹港獨的自由。（王俊杰，
2013年學苑副總編輯，《本土意識是港
人抗爭的唯一出路》）

●民主回歸論死亡， 「香港民主獨立」 應
運而生。香港新的民主運動是將香港獨
立訴求與爭取民主連成一線。（陳雅明

，2014年學苑副總編輯，苑論）
●港獨運動是一場分離主義革命……必然
出現流血衝突。獨立之法不外乎有三：
武裝獨立、境外勢力扶植獨立，以及政
治協商獨立。所謂武裝獨立，是指地區
戰力通過與主權國進行武裝鬥爭，以達
至獨立自治。有關本土陸地部隊的組成
方式，大可參照新加坡的軍民比例。（
甄健華，《談軍政看港獨》）

●南方多是革命溫床。兩廣獨立，並非天
方夜譚。兩廣幅員40萬平方公里，可屏
障我城，供應資源。可有正規軍至少135
萬，連同港獨戰力，兩廣共和國合計可
擁有至少140萬全職軍人，此數量已經超

過大陸解放軍總量一半。（甄健華，《
談軍政看港獨》）

●若將建國視為香港民族的最終目標，那
麼其支持者必須有一種覺悟，獨立之主
張不能一直停留於情感層面，不能因為
中共對香港人的態度轉變而有所動搖。
……港人亦理應擁有自己國家的權力，
與世界其他各國平起平坐，這是理所當
然的。（王俊杰，2013年學苑副總編輯
，《香港民族論》序二）

● 「自己政府自己揀、自己香港自己救」
，公民抗命的本質已由爭取民主轉化成

捍衛我城的本土運動。當獨裁成為事實
，革命就是義務。一旦港人明白唯一剩
下的憑藉就是自己，接下來將是本土自
救運動時代。（王俊杰，2013年學苑副
總編輯，《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
出路》，《香港民族論》第二章）

●若香港成為主權國家，意味着香港政府
享有不受其他國家侵犯，排他性的政治
權力……香港人如果有決心的話，絕對
可以由現時政府在十一個國家的經濟及
貿易辦事處的基礎上發展出一個完善的
外交部。（李啟迪，2013年學苑專題編
輯，《香港是否應有民族自決的權利？
》，《香港民族論》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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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2014年2月刊
《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

《學苑》2014年9月刊
《香港民主獨立》

《香港民族論》

▲早前鰂魚涌一些山邊牆壁被噴上 「香港建國」 及 「HK STATE」 等 「港獨」
字句 資料圖片

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學苑》》不止發布不止發布 「「港獨港獨」」謬論謬論，，其結集出版其結集出版
的的《《香港民族論香港民族論》》更主張香港更主張香港 「「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引起包括引起包括
特首梁振英在內各界人士嚴重關注特首梁振英在內各界人士嚴重關注。。負責編輯有關文章的負責編輯有關文章的《《學苑學苑》》前副前副
總編輯王俊杰昨日在總編輯王俊杰昨日在《《城市論壇城市論壇》》公開坦承個人贊成公開坦承個人贊成 「「港獨港獨」」，，更妄指更妄指
「「（（中央中央））政權隨時會倒台政權隨時會倒台」」。。就此就此，，曾任港大學生會會長及學聯會長曾任港大學生會會長及學聯會長

的馮煒光直斥的馮煒光直斥《《學苑學苑》》持續提出持續提出 「「港獨港獨」」主張主張，，會逐步令人思維趨向會逐步令人思維趨向 「「
港獨港獨」」，，值得深思警惕值得深思警惕，，要求與學生領袖有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士勸阻這要求與學生領袖有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士勸阻這
股思潮股思潮。。

大公報記者大公報記者 唐曉明唐曉明

▼馮煒光（右一）昨日直斥《學苑》持續提出 「
港獨」 主張，會逐步令人思維趨向 「港獨」 須警
惕。圖右二起為1986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游清
源、王俊杰及周浩鼎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大公報訊】記者吳維思報道：香
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會長李佳斌批評《
學苑》不是合格的學生刊物，指它未履
行其會章，立場偏頗，為 「佔中」及 「
港獨」推波助瀾。他強調傳媒身為社會
第四權，有責任為市民提供持平報道，
讓各持份者理性討論問題，而非利用媒
體發泄情緒。

李佳斌引用《學苑》會章 「透過報
道校園和社會議題，鼓勵學生關心自己
身邊的校園議題，從而推展到社會議題
。」他指出，去年 「佔中」前夕，港鐵
西港島線完工在即，又適值開學，很多
新生面臨高中銜接大學問題，《學苑》
對上述兩個關乎港大學生的切身議題全

無涉及，只是不斷鼓動罷課、 「佔中」
，且一面倒支持，完全不是站在中肯立
場上分析事件利弊。

他認為，身為學生刊物，應以服務
同學為宗旨，關心大學議題，提供客觀
平台予不同聲音者討論，而非觀念偏頗
、扭曲事實，甚至以 「革命是義務」的
句子刺激年輕學生。 「若現時《學苑》
編輯們無法做到客觀，應換上態度持平
且更有能力的同學擔任編輯職務。」

除了校園刊物，李佳斌認為大眾傳
媒更要公正客觀。他批評某些偏頗傳媒
不斷 「唱衰」香港，而不少本港學子，
由小到大看這些報章，五年、十年間不
停接收偏激信息，難免也變得偏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