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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少數人煽動罷課八宗罪
教協少數人煽動罷課，至少犯有8宗罪：1、專斷獨行引起各方強烈批評；2、將思想稚嫩
的小學生擺上

；3、犧牲學生學業；4、罔顧家長利益；5、以罷課為選舉操作謀政治私

利；6、違背作為教師的專業良知和理性；7、挑戰香港主流價值觀； 8、將教協變為社民連
式的暴力激進政團。教協少數人煽動罷課，冒天下之大不韙，引發眾怒，社會各界必須齊聲
譴責。

一、專斷獨行引起各方強烈批評
教協少數人是上周日反國民教育遊行的主要策動者之
一。遊行結束後，教協副會長黃克廉和教協理事方景樂
聲稱，他們將採取一切行動，包括發動罷課，迫使當局
撤回國民教育。教協7月30日晚召開常務會議，通過決
議決定，如果政府在新學年不撤回國民教育科，就會於
9月3日開學日罷課。罷課涉及家長、教師、校方及學
生，教協少數人專斷獨行宣布罷課，引起各方強烈批評
和反對。
現時全港十八區均設有家教會聯會，以地方團體形式
聯繫區內中小學的家教會，並就教育議題向當局提出意
見。對於教協少數人宣布罷課，絕大部分家教會聯會表
明不贊成。觀塘區家教會聯會主席奚炳松表明，絕對不
認同及亦不欣賞罷課、罷教做法，「為何不有商有量地
解決問題？」他質疑教協有否徵詢所有教師意見。資小
校長會主席梁兆棠指，不應輕率罷課，否則日後每項新
課程推出，質疑者都可能採同樣行動。聖公會大主教教
育顧問夏永豪表示，罷課「會影響不少學生及家長」
。

二、將思想稚嫩的學童擺上
教協發動全港學校罷課，涉及全港528間小學和34萬

多小學生。這些小學生心智尚未成熟，將思想稚嫩的小
學生擺上 ，對孩子們的身心健康是極大的戕害。在討
論區已有不少家長充滿疑慮，其中家長scofieldchan指，
罷課行動等於給孩子一個信息，「不喜歡就罷」
，對食
不滿意可以「罷食」
，學業不滿意可「罷學」
，工作不順
意可「罷工」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總監狄志遠指出，事
情涉及的是小學生，他們未必明白行動的意義。實際
上，教協少數人煽動罷課，是將思想稚嫩的小學生擺上
。
魯迅在《狂人日記》裡，曾經發出「救救孩子」的呼
聲。今天，對於教協少數人將思想稚嫩的小學生擺上
，從孩子身上榨取政治私利，全社會也要發出「救救
孩子」的呼聲。

三、犧牲學生學業
教協少數人煽動罷課，會嚴重影響80多萬中小學生的
學業。教協前會長張文光聲稱，無論是罷課或罷教，會
補課，絕不浪費學生時間云云。但是，如果罷課，已經
浪費學生時間和影響學生學業，補課也會耗費學生時
間，並且會打亂學生的學業進程。教協作為教育專業團
體，應該以學生為本，但教協少數人煽動罷課犧牲學生
學業，必然會引起家長學生的反感。

四、罔顧家長利益
罷課不僅會影響80多萬中小學生，也會影響數十萬家
庭的家長。眾所周知，中小學生的家長，正處於人生和
事業最關鍵的時期，工作繁重，生活壓力大。如果罷
課，數十萬的家長既要顧及工作，又要照顧孩子，甚至
還要給孩子補課，試問他們如何能承受如此重擔？
對此，連反對國民教育的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也對罷
課持保留意見，其發言人陳惜姿指，罷課具爭議性，亦
並非每個家庭也可長時間看顧小朋友，會令家長陷入兩
難。教協少數人罔顧數十萬家長的利益，要他們陷入兩
難處境，必然引起廣大家長的憤怒和反感。

五、以罷課為選舉操作謀政治私利
教協參加立法會教育界選舉的人選，由會長馮偉華換
為總幹事葉建源。葉建源不僅在反國民教育遊行中舉旗
博出鏡，而且大肆煽動全港性罷課行動。葉建源以一名
準候選人的身份參與遊行和煽動罷課，是赤裸裸的選舉
造勢和操作。
隨 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臨近，反對派又是鼓動簽名
登廣告，又是推動遊行，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
科，明顯是為選舉造勢。反對派赤裸裸聲稱，是否支持
國民教育是區分建制派與「民主派」的「指標」
，凡反
對國民教育的人，都應投票支持「民主派」云云。教協
以罷課為選舉操作謀取政治私利，是一種極其冷血和殘
酷的行徑，這是要把數十萬學生和家長的利益，拿來做
選舉操作的犧牲品。

六、違背作為教師的專業良知和理性

職工盟策動救生員
全民運動日玩罷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對派職工盟屬下的港九拯溺員工

會，聲稱不滿人手不足，決定於8月5日特區政府舉行「全民運動日」
時發起罷工行動，料有800名救生員參與。康文署表示，將會尋求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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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協助提供義務救生員，不排除會暫時關閉部分游泳設施。有工會
人士表示，支持當局增加救生員人手，但批評職工盟在「全民運動日」
發動罷工行動，會對市民造成極大的影響，並質疑職工盟此舉是以市
民利益作為籌碼，勢令市民對原爭取應有權益的救生員反感，不利於
爭取社會支持。

為日訂為「全民運動日」，當日大部

推廣「普及體育」
，康文署將8月5

池及16個沙灘增加42人，故該會認為
「署方根本無意改善問題」
，遂在昨日如
分收費康體設施將開放予市民免費使 期於「全民運動日」罷工。
用，包括泳池設施等。不過，職盟工屬
康署籲緊守崗位
會、港九拯溺員工會卻決定選擇在當日
康文署發言人昨日回應時強調，康文
罷工。該會稱，康文署於2004年以經濟
署署長早前已致函全體救生員同事，表
衰退為由，大幅削減了30%救生員人
手，不單令救生員工作量大增，人手不 示非常重視泳池及泳灘的救生員人手安
排，以及闡釋部門為加強救生員人手在
足亦令泳池人手情況低於國際標準。
多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計劃，該署會繼續
聲稱缺人迫增聘
積極與工會和員工保持密切溝通，並呼
該會舉例指，根據國際標準，一個50 籲各救生員同事以公眾利益為大前提，
米標準池及副池每更都需要有4名至6名 於8月5日當天在泳池和泳灘緊守崗位。
救生員當值，但康文署現時已將當值人
他續說，康文署會持續評估最新情況
數減至3名，明顯低於國際標準，批評 及作出適當人手部署，務求減輕罷工行
署方未有恢復人手，是「罔顧市民生 動可能對市民大眾引起的不便，又指署
命」，並兩度與署方商討要求當局增聘 方正制訂應變措施，並尋求香港拯溺總
400名救生員，但署方只答應於11個泳 會及駐場拯溺會協助受影響的泳池及泳

灘提供義務救生員；並安排招聘額外臨
時救生員在當日到各游泳池加強救生服
務，以盡量維持開放公眾游泳池予「全民
運動日」免費入場享受游泳服務的市民。

或關閉部分泳灘
不過，為保障泳客的安全，如8月5日
當天沒有足夠的救生員當值，康文署不
排除會將部分游泳設施暫停開放。而在
泳灘方面，署方會在沒有足夠的救生員
當值期間懸掛紅旗，提醒泳客不宜下
水：「我們作出部署時，會將泳客的安

全放在首位。」

惹反感難獲支持
有工會中人表示，救生員為爭取應有
權益實無可厚非，但批評策劃是次罷工
的工會，選擇在全民運動日舉行，會對市
民造成甚大影響，如導致康文署將部分游
泳設施暫停開放，令很多市民「掃興」
，
相信當日罷工不單不能解決問題，更會惹
來市民的反感，並希望有關工會可以市
民利益為前提，另擇日子罷工來表達有
關訴求，減少對市民造成的不便。

何俊仁續龜縮 市民發動「打龜」
龜行動」
，要求市民「帶定手機」
，一旦
發現「龜仙仁」行蹤，就「馬上突
擊」，要他交代漏報利益事件，並用手
機拍下上傳，「一定要質問佢點解唔交
代瞞報事件，又話唐唐同CY如果唔回應
僭建同漏報就應該退選，咁佢係咪應該
退選」，但就提醒「打龜者」一定要冷
靜，「動口不動手」
。
不少市民響應是次行動。網民「dacre」
坦言：「其實做議員做到何俊仁咁都好
快閃抽水拒談瞞報
折墮，唔敢面對市民，唔敢面對質詢，
在瞞報門事件發生後，何俊仁一直 仲有乜資格出 競選議員？難道你真的
「潛水」
，未有公開露面，包括於日前缺 不需要對你的支持者負責嗎？⋯⋯隨時
席屯門兆康苑（第三期、第四期）業主 一見佢就撲埋去質問佢，希望影到一段
「無心無力」揶揄
立案法團的第五屆管理委員會周年大 可以放上YouTube。」
會，在地區派宣傳單張時亦「來去如風」 道：「原來龜仙仁除 修煉隱身術外，
等。不過，他近日就在其提出的、針對 還修煉埋飛天遁地大法，一遁就遁 去 覺，諗住借國民教育 轉移視線！」
特首僭建事件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被否 無雷公咁遠，真係無佢符！另外他的抽 「latelate3302」：「很多報紙有報道76
決，及其黨員狄志遠以家長的身份支持 水神功已經大成，真係抽乜都得，神乎 （在特首選舉中只取得76票的何俊仁）
反對國民教育⋯⋯76你幾時先跟進自己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時，就「快閃」式出 奇技，嘆為觀止！」
單瞞報利益和僭建事件？叫班民主黨
現大抽其政治油水，然後就「消失無
現身反國民科挨批
出來交代他們的衰
又唔見搶 要帶
蹤」
，一直未有回應瞞報門事件。
「daisy1010」也說：
市民更不滿他拒絕回應事件，更借德 頭，全部龜縮晒！」
街頭發現即「公審」
育及國民教育科來「抽水」
。「oldpopo」 「自己衰 就唔回應，狄（狄志遠）生
有網民在網上討論區表示要發起「打 說：「烏龜仁，你休想側側膊，唔多 話國民教育冇問題佢就死出 插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
黨主席何俊仁最近借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的爭議等機會「快閃抽水」，但就一直
未有回應其涉嫌瞞報持有的公司股份利
益的事件。有市民不滿何俊仁「快
閃」
，決定發起「打龜行動」
，呼籲市民
在街上遇上一直龜縮的何俊仁時，即要
求對方解釋瞞報門並以手機拍下整個過
程再放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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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仲有少少人性，少少良知，就交代
你單衰 先，你自己衰 一籮籮，有乜
資格質疑別人！」
「wongfl1934」則批評：「佢（何俊
仁）真係超級無恥，夠膽抽狄志遠破壞
黨聲譽，佢自己隱瞞利益，先真係破壞
黨聲譽！條友十成係 狄志遠 轉移部
分黨員對佢 不滿啦，真係沒有最可
恥，只有更可恥！」

作為教師，為人師表，授業解
惑，本應擁有高尚的專業操守，視
教學為神聖工作，以學生學業為本，
故絕不輕言罷課，更不會鼓動幼稚的小學生罷課。事實
上，香港教育史上極少罷課事件，就算近年教育界經歷
教育改革、殺校潮、基準試及爭取小班教學不果，都沒
有出現罷課。鼓動小學生罷課更是聞所未聞。教協少數
人為政治私利煽動罷課，完全違背一個教育專業團體應
有的道德和操守。

七、挑戰香港社會主流價值觀
香港社會奉行理性、持平、溫和的主流價值觀。教協
領導層內的少數人煽動罷課，這種極端手段與香港社會
理性務實的主流價值格格不入。國民教育是作為普世價
值的國際慣例，教協少數人煽動罷課反對國民教育，也
悖逆作為國際慣例的國民教育的普世價值。

八、將教協變為社民連式的暴力激進政團
教協領導層內的少數人以社民連式的激進方式反對國
民教育。教協領導層內的少數人煽動罷課，這種極端手
段是社民連、人民力量那樣的暴力激進政團才幹得出來
的事。人們不禁要問：教協領導層內的少數人是否要把
教協變成社民連？
社民連作為香港一個民進黨式政黨，其在政治上的極
端激進和抗中亂港，是一體兩面。 社民連充分映照出
在香港越是激進的反對派團體，其本質越是黨格卑鄙、
投機成性、人格墮落，這與民進黨極其相似。教協領導
層內的少數人要把作為教師團體的教協變成社民連，相
信廣大教協會員也不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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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特區
政府上任剛滿1個月，期間推出多項如雙
倍「生果金」等民生政策。香港大學民
意研究計劃最新民意調查發現，受訪者
對新特區政府的滿意度，較上屆政府大
幅上升5個百分點，有25%，不滿意度則
有42%，大幅減少了10個百分點。
是次調查於7月17日至20日進行，共訪
問了1,018名市民。結果發現，在面對前
發展局局長麥齊光被廉政公署拘控等事
件影響，受訪者對特首梁振英的最新評
分為51.2分，較7月9日至11日進行的調查
下跌了2.6分，而其最新支持度下跌4個百
分點至41%，反對率則有45%，增加4個
百分點，民望淨值為負4個百分點。
民調又按受訪者的年齡組別進行深入
分析，反映年齡越大的組別對梁振英的
支持度越高，其中梁振英支持度最高的
年齡組為50歲或以上，有47%，其次是30
歲至49歲組別，有43%，最低是18歲至29
歲組別，有23%。

滿意淨值急彈15點
在特區政府方面，和在6月19日至25
日，即新班子上任前比較，民望數字出
現明顯反彈，滿意淨值上升了15個百分
點，但仍為負17個百分點。
另外，調查亦公布由民研計劃自創的
「民情指數」，並指最新的民情指數為
84.7，較上次調查下跌7.5；政評數值及社
評數值分別為89.0及89.9，較上次調查分
別下跌5.8及5.3；在按月變化方面，7月最
終「民情指數」為88.5，較上月上升
13.8；政評數值是91.9，上升15.3；而社
評數值則為92.6，比上月上升5.1，反映香
港的民情在過去1個月得到改善，但仍屬
負面。

超選民調 3成人投嫻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浸會大學香港
過渡期研究計劃受 A-Plus PR Consultancy Limited 委
託，於2012年7月24日至27日，透過電話隨機抽樣訪
問了500名登記選民，了解他們對9月立法會「超級
區議會」選舉的意見及投票意向。結果發現，有
30%稱會投票予陳婉嫻，其次為馮檢基，有15%，何
俊仁有12%，白韻 10%，李慧 6%，涂謹申5%及
劉江華3%，而稱不知道及不會投票的分佔1%及
8%。

王卓祺獲委中策組顧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昨日宣
布，委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和香港亞
太研究所副所長王卓祺為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任
期由2012年8月1日起至2014年7月31日，負責協助中
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向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
和財政司司長就不同的社會課題提供意見，和進行
相關的政策研究工作。
邵善波昨日對該項任命感到高興。他說，王卓祺
在社會和公共政策研究方面有豐富經驗，尤其在社
會政策比較研究、貧窮線和社會保障、公民身份和
社會權利、主管福利和管治指標研究、內地的福利
及醫療改革等各範疇的認識，有助中央政策組的工
作。

本財年首季赤字97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昨日公布
本財政年度首3個月，即截至2012年6月30日的財務
狀況：首3個月的整體支出為885億港元，收入為788
億港元，因此有97億港元的赤字。政府發言人解
釋，截至6月份的赤字，主要是由於薪俸稅及利得稅
等主要收入均大多在財政年度的後期收取。
另外，財政儲備在2012年6月30日為6,594億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