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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書目落選十大

城邦
城邦論
論遭唾棄
▼ 「第 26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 的 「十本好書選舉
十本好書選舉」
」 昨舉行
頒獎禮，
頒獎禮
， 「城邦論
城邦論」
」落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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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 不得人心，教協藉中學生好書榜 「播獨」 的陰險圖謀在香港讀者的雪
亮眼睛下以失敗告終。 「港獨」 主要推手陳雲撰寫的《香港城邦論Ⅱ光復本土》，
早前入選由教協及康文署合辦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的60本候選書目，教協昨日在
頒獎禮上公布超過三萬名師生選出的 「十本好書」 ，《城邦論》落選十甲不入，足
證 「港獨」 得不到教育界大多數支持。惟教協會長馮偉華仍 「死撐」 60本好書都具
可讀性， 「後生仔、小朋友都有興趣閱讀」 ，卸責稱候選書目完全由 「提委會」 決
定，否認教協支持 「港獨」 云云。獲選的 「十本好書」 將會在全港六間公共圖書館
巡迴展覽至十月，康文署表示活動後會作總結及檢討。
大公報記者 冼國強
教協主辦、康文署協辦 「第 26
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活動，《大
公報》三月底率先揭發，當中的 「
十本好書選舉」60 本候選書本中，
赫然出現由嶺大中文系助理教授陳
雲撰寫的 「港獨」書籍《香港城邦
論Ⅱ光復本土》，教協被質疑藉學
界活動宣揚 「港獨」荼毒中學生，
教協於翌日發聲明回應稱，籌委會
選書的具體準則 「題材健康、正面
、具啟發性、富教育意義」等，引
起社會輿論嘩然。

該活動昨日在荃灣大會堂舉行
頒獎典禮，同時公布 「十本好書選
舉」結果，由 32276 名校長、教師
及中學生投票選出的年度 「十大好
書」，並未包括陳雲的《香港城邦
論Ⅱ光復本土》，陳雲本人未有出
席活動，主辦方亦未有公布每本候
選書的得票。唯一與《城邦論》有
關的獎項，是一名高中女生就該書
撰寫讀後感，獲得書評寫作比賽高
級組優異獎。
教協會長馮偉華活動後被問及

不應向教育界「播毒」

反對鼓吹「港毒」

不會閱讀「港毒」書籍

鄺同學（中五學生）：

陳同學（中一學生）：

黎同學（中一學生）：

之前無留意好書龍虎榜的 60 本推
介好書中，竟有一本散播 「港獨
」 的書籍在內，因為自己一向選
擇閱讀的書籍都是比較正面。我
認為香港有言論自由，但不應該
在教育界推廣
「港獨」書籍。
學生閱讀這類
書籍時，都要
好好分析書本
內容，不要人
云亦云全部吸
收。

如果在教育界推介鼓吹 「港獨」
的書籍似乎不太好，而且這種題
材可能和我們現在所教的通識有
些差異，不過都相信學生會獨立
思考。其實有好多書籍更值得推
薦 ， 好 似 60 本
好書中，《外
星世界的秘密
》講下研究太
空，比較適合
中小學生的口
味。

我認為「港獨」題材不太合學生口
味，就今次教協推介的 60 本好書
中，我自己會選街貓、星座有關
的書籍去閱讀。我本身對正面勵
志的書比較有興趣，如果唔開心
睇番一些正面
積極的書，亦
可審視返自己
的優點，對中
學生都有幫助
。求學時期看
的書籍如果正
面些會較好。

教育界：港獨不得人心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道
：對於播 「獨」刊物《香港城邦論
Ⅱ光復本土》沒有入選本年十本好
書，得獎作家之一、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認為，得
獎結果並無 「造馬」，是中學生因
應自己口味投票得出的結果。教聯
會會長黃均瑜亦指，投票結果顯示
， 「港獨」思想在學界不得人心。
憑着《 「無窮」的盼望——香
港貧窮問題探析》，成為本年十本
好書的得獎作家黃洪認為，今年不
少候選書籍都是繪本、圖像化的書
籍，講生命和小說的也較多。他又

表示未有看過《香港城邦論Ⅱ光復
本土》，難以作出評論，但相信學
生投票都會選一些適合自己口味的
，證明該書未為學生所接受。他又
指出，輕鬆些、抒情些，甚至科幻
的，仍然是比較受這代中學生歡
迎。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以 「懸崖勒
馬」形容《香港城邦論Ⅱ光復本土
》落選，並稱 「港獨」思想在學界
不得人心，但他坦言，未知教協會
否用其他方法宣揚 「港獨」。他續
稱，教協前會長司徒華在世時對 「
港獨」深惡痛絕，從無半點尋求 「

港獨」之意， 「佢嘅接班人點呢，
要繼續聽其言，觀其行。」
香港家長聯會會長李偲嫣表示
，《香港城邦論Ⅱ光復本土》落選
，反映該書得不到家長以至社會支
持， 「本書係好詭異咁樣攝入去（
候選書目），好多家長同我講佢哋
係懵然不知。」她批評，教協一直
致力反政府，現時更圖謀在 「佔中
」後再掀起另一場風波，向學生滲
透 「港獨」思想，卻得不到社會認
同，反而引起家長關注， 「作為家
長，我希望教協以家長、學生福祉
為最大依歸，唔好再埋沒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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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十本好書」
「無窮」 的盼望──香港貧窮問
題探析》

●《

●《97 歲的好奇心女孩》
● 《一路追隨去拉薩一隻流浪狗×一

康文署將檢討活動成效

中學生反港獨

wap

責任編輯：黃穎華
美術編輯：馮自培

為期半年，直至十月三十一日。

康文署發言人回應表示，會按
一貫做法，活動完結後總結及檢討
活動的安排和成效，以持續優化圖
書館的各項服務。署方指出， 「中
學生好書龍虎榜」自 1989 年舉辦至
今已有 26 屆，過往一直由前市政局
與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
合辦。自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
署）於 2000 年成立以來，轄下香港
公共圖書館承接一貫做法，與教協
繼續合辦有關活動，旨在提高中學
生的閱讀興趣，從而推廣閱讀風
氣。
署方強調，康文署按一貫做法
，不會參與任何推薦及選舉工作，
該活動一直以來由教協主理及全面
負責所有統籌工作，包括公開邀請
推薦書籍，再由教協轄下委員會選
出候選書目，推行中學生投票選出
十本好書，以及籌辦相關的典禮活
動等，康文署在是次活動的主要角
色是為活動的頒獎典禮提供場地及
負擔部分開支。

手機客戶端

個單車手的故事》

●《我所痛愛的香港》
●《我是馬拉拉》
●《秦始皇最恐怖的遺言》

（最受歡迎書籍）

● 《假如女兒沒有跳下去——自殺者

爸爸活下來的勇氣之書》

教協播獨事件簿
2014 年
10 月初
月初：
：
● 教協開始宣傳 「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
公布 「十本好書選舉
十本好書選舉」
」 60 本候選好書
本候選好書，
，
各項活動開始接受報名及投票

2015 年
2 月：
●教協第二輪宣傳
教協第二輪宣傳「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活動
3 月 9 日：
●供全港師生投票的
供全港師生投票的「
「
十本好書選舉」
十本好書選舉」
截止
3 月 31 日：
●《大公報
大公報》
》頭版
報道 「教協播獨
」，陳雲宣揚 「
港獨」
港獨
」的《香港
城邦論Ⅱ
城邦論
Ⅱ光復本
土》竟入圍 「十
本好書選舉」
60 本候選好書
4 月 1 日：
●教協發聲明回應
《大公報
大公報》
》報道
，稱遴選好書準
則是 「題材健康
、正面
正面、
、具啟發 ▲ 本 報 於 3 月 31 日 頭
性、富教育意義 版揭露教協散播 「港
獨」圖謀
、勵志
勵志」
」等
4 月 25 日：
● 民間團體 「
和平論壇」
和平論壇
」 請願抗議
請願抗議，
， 批評
「教協立場偏
教協立場偏，
， 港獨當學術
港獨當學術」
」 ， 將教育
政治化，
政治化
，推學生淪為政治炮灰
4 月 25 日：
● 教協在總部舉行閉門 「
會員代表大會」
會員代表大會
」
， 領導層在會上大放厥詞
領導層在會上大放厥詞，
， 重申其反對
派的立場，
派的立場
， 又指
又指《
《 大公報
大公報》
》 針對教協是
「
政治干預」
政治干預
」
5 月 1 日：
● 教協 「
第二十六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第二十六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
舉行頒獎典禮，《
舉行頒獎典禮
，《香港城邦論
香港城邦論Ⅱ
Ⅱ 光復本
土》落選 「
十本好書」
十本好書
」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 康文署在全港六間公共圖書館為 「
第二
十六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十六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 舉行巡迴書
籍展覽

●《第七天》
●《給自己一個 Like》
●《街貓》

教協死撐 拒向公眾交代

馮偉華卸責提委會選書

《城邦論》入選一事時，似將責任
推得一乾二淨，認為《城邦論》落
選還教協 「清白」，重申 「獨書」
入選完全是由活動 「提委會」遴選
，教協理事會從未干預或 「政治審
查」云云。他稱自己從未讀過《城
邦論》，說不出書中內容，對該書
不予置評，又說 「我都係睇報紙先
知有本具爭議的書（入圍）」。惟
他同時又認為， 「60 本好書都具可
閱讀性、多元化，同埋後生仔小朋
友有興趣去閱讀」。
被問到對 「港獨」的看法，馮
偉華就稱 「個人來說我不支持港獨
」、《城邦論》不代表教協立場、
教協不會鼓吹 「港獨」。他承認現
時社會有好多青年人強調 「本土意
識」，而 「港獨」是源於社會很多
爭拗和不滿，因此 「年輕人對中國
的認識和歸屬感需要建立」。
康文署將會安排十本獲選書籍
在圖書館巡迴展覽，先後於大埔公
共圖書館、香港仔公共圖書館、屏
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香港中央圖
書館、保安道公共圖書館及沙田公
共圖書館，每館展出一個月，展期

天氣炎熱
25℃-30℃

資料來源：教協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道：
今年度《中學生好書龍虎榜》遴選書
籍備受爭議，竟選出 「港獨」搞手陳
雲撰寫的《香港城邦論Ⅱ光復本土》
為 60 本年度好書之一。教協會長馮
偉華表示，未來不會檢討活動籌委會
的籌組過程及遴選方式，更稱 「26
年來都係咁，我哋又唔覺得有咩爭議
」。他又辯稱，公開好書龍虎榜書籍
的 「提名委員會」成員名單是政治化
，拒絕向公眾交代。
被問到鼓吹 「港獨」的《香港城
邦論Ⅱ光復本土》何以被揀選為本年
度 60 本推介書籍，馮偉華即時卸責
，稱自己沒有干預好書龍虎榜的 「遴
選委員會」及 「提名委員會」的工作
， 「結果我都係上到台打開結果先知
」。他又指 「書籍提名由老師、作家
、出版社、圖書館主任負責」， 「我
好相信提委會的專業判斷」云云，意
圖與好書遴選劃清界線。
但記者進一步追問，今年教協揀
選了政治味濃的播 「獨」書籍帶入校
園，會否向公眾交代由何人進行書籍
遴選，馮偉華竟以公開名單 「太政治
化」為由拒絕。他稱 「我哋一定有一
個（遴選名單）組合響度，不過就未
必會擺出來，其實 26 年來一直都無
將名單擺出來」，又稱 「
如果你話要
知果個組合，交代晒個名單，我認為
唔使咁政治化」，指遴選人士名單 「
參與的人、學校、作者會知」，但拒
絕向公眾交代。
馮偉華又稱， 「
我哋又唔覺得（
60 本好書）有咩爭議……其實幾十
本得獎書籍全都無爭議，都實至名歸
，我哋都覺得無問題」，指 「
各界好
信任我哋，《好書龍虎榜》都做咗
26 年，一路都有口碑，又有出色的成績」。他
又指 「
我哋得獎係需要經過投票，投票由學生和
讀者去選，選到邊個就邊個，投票公正公道」。
被問到《城邦論》的 「
港獨」理論極具爭議
，會否先了解一下內容再進行推廣，馮偉華再度
卸責，稱 「
評審和遴選委員會已經睇晒，我無干
預佢哋的遴選」， 「
我信任他們（籌委會）的專
業判斷，又有康文署的參與，我對他們好信任。
由兩大組織共同舉辦，其中一個更係官方，我覺
得無問題」。他又不斷重申，《城邦論》不代表
教協立場，稱 「我無睇過，我哋無推介。學生睇
唔睇，由他們選擇」， 「起碼我無睇過，我都講
唔到本書講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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