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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驚現首宗寨卡外地傳入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寨卡病毒殺入香港！香
港出現首宗外地傳入的寨卡
病毒感染個案。香港特區衛
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晚公
佈，一名 38 歲、居於將軍澳
的外籍女子昨日確診感染寨
卡病毒。衛生防護中心指，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 她於本月 6 日至 20 日與 3 名
梁挺雄
家人到加勒比海聖巴泰勒米
旅遊，期間曾被蚊叮，返港後出現手部關節痛及紅
眼病徵，沒有發燒，之後到私家醫院驗血及驗尿，

82%

昨日傍晚證實對寨卡病毒呈陽性反應，現於聯合醫
院接受隔離治療，情況穩定。食環署表示，今天會
到患者住所及其工作地點中環進行滅蚊工作。

患者住所、工作地點及她所到之處進行滅蚊及蚊患
調查，包括清理積水、噴灑殺蟲劑等，並與其他部
門保持緊密聯繫。

外籍女患者居將軍澳 外遊返港

全港展開3月滅蚊工作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梁挺雄昨日表示，傍晚確診並
向患者解釋有關情況後，將她送往聯合醫院接受治
療。居於將軍澳的患者返港後曾於市區逗留及到清
水灣地區，當局將展開流行病學調查，並將個案通
報給世界衛生組織，與鄰近地區保持密切聯繫，而
患者家人現時沒有病徵。
食環署防治蟲鼠主任主管李明偉表示，今天會到

梁挺雄又說，寨卡病毒主要由埃及伊蚊傳播，但白
紋伊蚊亦可傳播寨卡病毒，故需做好控蚊措施。他指
出，每年有逾10萬人從中美洲及南美洲來港，故香港
有寨卡病毒從外地傳入的風險。不過，由於未有本地
寨卡感染個案，故寨卡病毒感染應變維持戒備級別。
李明偉表示，現正進行為期 3 個月的全港滅蚊工
作，希望能減少白紋伊蚊數量，減少寨卡病毒在港

的感染及傳播。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網站資料，寨卡病毒主要由埃及伊
蚊傳播，可引致小頭畸形和吉巴氏綜合症，人類感染病
毒後，寨卡病毒能透過性接觸、輸血及母嬰感染傳播。
資料顯示，2007 年至今，共有 70 個地區錄得寨卡
病毒經蚊傳播，以及 11 個地區有證據顯示病毒可能
經性接觸人傳人。寨卡病毒更於巴西肆虐，由去年5
月至今年 7 月底，巴西共錄得 66,180 宗寨卡病毒確
診個案，當中 4 人死亡，而里約熱內盧是巴西發病
率第 3 高的地方。另外，內地及台灣至今分別錄得
22宗及6宗外地傳入的寨卡個案，當中有7宗內地傳
入個案，病人曾途經香港。

「
市民指教師煽獨
煽獨應 釘牌」

倘校內鼓動學生違法 必須承擔後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激進「本土」組織策劃要在中學校園
煽動違法「港獨」，維護良好學習環境讓學生免受侵擾，本應是教師
應有操守及責任，但反對派政棍連日來卻高舉所謂「言論自由」、
「教學自主」的旗號，為在學校「播獨」者開脫，令學校及家長甚為
擔憂。經濟通及《晴報》近日聯合舉辦、逾 1,200 人參與投票的網上
問卷調查顯示，多達 82%市民認同教育局早前提及，倘有教師在校內
鼓吹「港獨」，可取消其註冊教師資格的做法。眾多網民都表明，中
學生心智尚未成熟，倘有立場偏頗的教師灌輸「港獨」思想向他們
「洗腦」，絕不配為人師表，被撤銷註冊資格理所當然。
進「本土」組織近期聲言要將「港獨」聲
激音「帶入」校園，教育局就此多次表明，

任何「港獨」主張或活動均不應在校園出現，
更提醒指倘教師在校內鼓吹「港獨」思想，須
承擔相關責任和後果，最嚴重可被取消註冊教
師資格，及提醒校董會或法團校董會均有責任
跟進。當局強調，教師跟學生討論相關的「港
獨」議題時，應以基本法為基礎，不應有任何
政治灌輸的成分。
不過，有別有用心者卻將教育局向學校及教
師的善意提醒扭曲為「打壓教育專業」云云。
為了解市民相關意見，經濟通及《晴報》本月
15 日起進行網上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截至昨
日下午 7 時，參與投票的 1,235 人中，多達 82%
（1,013 人）認同「校內鼓吹『港獨』可取消註
冊教師資格」的做法，另有 17%不認同及 1%指
無意見。

網民：保護學童免被洗腦
不少網民留言反映，中學生心智尚未成熟，
若有立場偏頗的教師向學生灌輸「港獨」思
想，學生易被洗腦，教師理應被取消註冊資
格。網民「六十後男士」表示，學校必須導人
向善，「 因為孩子心智未成熟，很容易被人洗
腦。評論學校宣傳『港獨』，應該從保護兒童
立場出發，不能從鑽法律空子出發。 」
「香港長大小市民」指，在學校範圍內，教
師應該教授校內課程，而不應表達其個人政
見，否則算是失職，又指「學校是香港人送子

▓林日豐（右）及冼儉偉（左）指，如牽涉不適合在校內討論的內
容，校方必定處理。
吳希雯 攝

女去學習知識的平台……父母並沒有同意過自
己子女上學校會聽教師的政見，荒廢學業，捲
入政治爭鬥的旋（漩）渦 」。不過，他亦擔
心，一旦有教師因鼓吹「港獨」遭取消註冊資
格，或會有大反彈，「肯定同你死過 」，建議
「炒魷魚」（辭退）更實際。

辦學團體企硬 解散違法組織
就反對派在學校禁「獨」的問題上，動輒稱
學校「打壓」教師專業。網民「jutice」則強
調，辦學團體及校長必須企硬，不准播「獨」
組織在校內成立，若有相關學會必須立即解
散， 「教職員如有抗命，應與其解約」。
「史堤芬」則狠批教協「搞搞震」，「教協
狠批學校行升旗禮、奏國歌，年前又力撐反國
教，今天又以『言論自由』為名，支持『港
獨』言論，相信其會員也會不遺餘力的向莘莘
學子『教導』一番吧」。而「YNWL」則質疑
搞「港獨」的激進學生「連自己都未能、亦未
曾個人經濟搞到獨立，仍要家人及全港納稅人
去養、去支持、去贊助，就去搞什麼香港『港
獨』」。
目前，就涉及教師行為失當的個案，教育人
員專業操守議會有權就註冊事宜向教育局常任
秘書長提供意見。本報昨日依上述調查結果向
操守議會主席鄒秉恩查詢，他表示，理解市民
對教師專業操守的要求及期望，倘若有教師涉
及違規個案，議會在收到投訴個案後，會按既
定程序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盼霖）社
會各界連日狠批「港獨」組織入侵
校園，學校普遍亦堅定地向違法政
治宣傳說不。不過，相關「本土關
注組」學生即鑽空子，稱會於校門
外「播獨」派發單張。津貼中學議
會及津貼小學議會昨日都坦言，校
方難以干預校外派發傳單的組織，
但會提示學生與家長多作商討判
斷，同時呼籲「港獨」組織三思不
要將政治帶入校園。教育局局長吳
克儉重申相信學校專業，而就校外
狀況，他指學校與警方及局方分區
教育主任向來有接觸，如有特別需
要，校方亦可得到援助。

再多兩校中
「獨」
有有師生組織「本土關注組」，
校內也沒有進行任何與「港獨」
相關活動，暗示有關「關注組」
均「校外人」所為。
兩校都表示，會提醒教師不
能以任何形式宣揚「港獨」主
張或活動，討論相關議題時應
以基本法為基礎，不應有任何
政治灌輸成分，並保持以客觀
及理性態度教導學生。

損害學生活動 校園明例禁止

：利用自己身為老師嘅職能在校內
政治爭鬥的旋（漩）渦！從「佔中」一役已 「熱愛香港」
經知道，教協 + 記協班下價橙（×家剷）是 鼓吹「港獨」，荼毒無數單純無知嘅學生，
無所不用其極的，將莘莘學子污染，役使為 只係取消其註冊教師資格，處分實在太輕太
爛頭卒作開路先鋒，卑鄙已經不足以形容他 輕太輕了。此等敗類煽動學生分裂國家，罪
行極奇嚴重，絕不可輕饒，必須嚴懲！否
們了！
■整理：周子優
「YNWL」
：連自己都未能亦未曾個人經濟搞到 則，禍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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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門外「播獨
播獨」
」 可邀警制止

就「港獨」組織宣稱開學後會於校

「靜觀」
：老師們在討論這個問題 獨立，仍要家人及全港納稅人去養去支持去
之前請先和同學一起研習香港地理，三面環 贊助就去搞什麼香港「獨立」。香港人要頂
海，陸地和中國大陸（內地）相連，鬧翻 住！唔好再縱容！
了，香港人的民生物資，從何而來？
「昨日的我」
：「港獨」究竟是甚麼？是將香港
「史堤芬」
：全賴老師的教誨引導，一張白紙的 推向滅亡的劇毒。……革命？別說笑，叫兩
小孩才知要愛家，愛社會與愛國，同樣地， 句口號就以為革命的人，他們目的不是要犠
若老師心存不軌，要令孩子們變成漢奸走 牲自己，而是想推那些意志薄弱或對現實不
滿之人出去送死，自己就躲在後方領功。教
狗，也是易如反掌？
「香港長大小市民」
：父母並沒有同意過自己子 師如果鼓吹「港獨」，被推出去的就是無辜
女上學校會聽教師的政見，荒廢學業，捲入 學生。

張並招募成員，更明言組織
「成立」原因是源於陳浩
天、梁天琦等人被裁定選舉
權無效所致，「港獨」侵校
之「主謀」可謂呼之欲出。
另一方面，首批「被成立」
「關注組」的學校中，保良局
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及保良
局莊啟程預科書院都於昨日回
覆本報，指沒有任何資料顯示該

▓「學生動源
學生動源」
」fb
fb上展示多張街頭宣揚
上展示多張街頭宣揚「
「港獨
港獨」
」相片
相片。
。

吳克儉：學校警方密切接觸

.0 (3 部分網民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
風）繼早前共 21 所中學及大
專院校「被成立」所謂「本
土關注組」後，再有多兩所
中學「中獨」。昨日「學生
動員」專頁轉貼「鄭記本土
關注組」（鄭植之中學）及
「觀瑪本土關注組」（觀塘
瑪利諾書院）成立的消息，
肆無忌憚在散播「港獨」主

▓吳克儉昨日表示，如
「港獨
港獨」
」
組織在校門外騷
擾，校方可邀警方協助處理。
梁祖彝 攝

門外派發宣傳單張，吳克儉昨出席學
界活動後回應指，學校與警方、分區
教育主任等單位一直有接觸，如在校
外發生事情，學校有特別需要時，可
得到援助。他重申基本法列明香港是
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港獨」違反
基本法及破壞「一國兩制」，有關部
分已很清晰不需要討論，並指學校已
明白這立場。他又指現有機制包括
《教育條例》、《教育規例》、《資
助學校資助則例》、《香港教育專業
守則》等都有教育專業作說明，加上
校長教師具備經驗處理爭議，足讓學
校作出應對及處理。

林日豐：校方必定處理違規
同樣出席活動的津中議會主席林日
豐及津貼小學冼儉偉亦指，學校難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盼霖）激進政團
騎劫學校及學生名義，以所謂的「本土關
注組」於中學校園宣揚「港獨」主張，反
對派中人則假借「言論自由」意圖為有關
行動開脫。現時《教育規例》列明，任何
損害學生福利或教育的活動，均不得在校
舍內進行，教評會引述有關部分指，由於
「港獨」明顯違反基本法，校方不應批准
任何相關活動，而師生亦不應參與；該會
又強調教育局有「必要責任」發公函，指
出「港獨」違法的嚴重後果，讓學校師生
有所適從。

教局：
「煽獨」違法 後果嚴重

就「港獨」入侵中小學校園一事，教評
會執委會近日發聲明，認為基於《教育規
例》第九十八條，教育局有「必要責任」
向全港學校發出公函，指出「港獨」入校
違反香港基本法及教育相關條例，後果嚴
重。該條文主要規管學校「損害性質的活
動」，同時確保政治性資料並無偏頗。
教評會又表示，如在通識、中史科的相關
學習上有學生提出「港獨」疑問，教師應從
專業角度，先說明「港獨」行動違反香港基
本法，更會為國家、社會、個人帶來破壞性
後果；然後才酌情討論，以免學生因認知不
足、未明底蘊而貿然參與校外「港獨」行動
以至誤入險境。該會並建議，教育局及學校
有需要更具成效地推動基本法教育，並就其
中有關國家與香港的關係和歷史，向學校提
供更多學習及認識的機會。

限制組織在校外派發傳單，林日豐以
美容產品宣傳單張類比，希望學生判
斷傳單內容是否適合自己，如牽涉不
適合在校內討論的內容，應與家長商
討，並強調學生要學習「有規有
矩」，學校與社會均有其規矩及法
例，如有違規學校需要作處理。冼儉
偉則指，暫時應未有相關的「關注
組」接觸小學，如有學生問到，教師
可與他們搜集資料，作出解釋及持平
討論。
就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下星期一
舉行會議，繼續關於修訂《香港教育
專業守則》的討論，吳克儉表示，有
關議程中並沒有就「港獨」修改《守
則》的部分，但他強調「港獨」侵校
議題受關注，相信議會屆時亦會討論
有關事項。

教協為何特別驚「釘牌」
？
社會及學界對「港獨」侵校均齊聲反
對，更認同要密切提防有人向心智未成熟
學生鼓吹「港獨」思潮，所以足有逾8成人
支持教育局指老師鼓吹「港獨」可能要
「釘牌」之說。 然而，一向以政治立場先
行的教協對此卻異常「驚青」，又反咬局方「打壓」教師
專業、製造「白色恐怖」云云，有關原因令人相當疑惑。
教協指控教育局沒有就「鼓吹」作定義，或者可能因
為在該會的字典中，根本就沒有「鼓吹」二字；無論是
如何一面倒地美化宣揚，只要是該會做的，便所有都是
「專業討論」。只要回想2013 年教協的「佔中」「通識
教材」，39 頁內容詳列「佔中」原則與時間表、「戴耀
廷的政治分析、建議及文章」，更由戴耀廷作顧問及審
稿，最後只有 1 頁「做樣式」陳述「佔中爭議」，但卻
隱去有關的違法負面影響。常人肯定覺得，那是洗腦式
地鼓吹「佔中」，但對教協來說卻是「專業討論」。
若參考上述標準，如教協中人要製作所謂「討論『港
獨』」的「教材」，是否便要邀請「香港民族黨」及
「學生動源」作顧問審稿？是否又要將其「復興農業」
的願景、標榜兩地仇恨的「勇武抗爭」文宣數十頁內容
照搬至「教材」中？再悄悄地隱去「港獨」違法「違
憲」本質及對社會的衝擊及影響，只循例說一句「特區
政府反對『港獨』」作結？
說到這裡，相信讀者都明白，當教育局表明鼓吹「港
獨」最嚴重或可遭「釘牌」後，身為淆混「討論」與
「鼓吹」的始祖的教協，為何會如此「驚青」了！
▓記者 周子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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