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黨」認「供貨」「獨」害學生
交付傳單給學子 揚言再派其他「獨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鼓吹

「港獨」傳單及貼紙在開學日透過多

個濫用學校名義成立的所謂「本土關

注組」肆意派發，不論樣式還是內容

均一模一樣，有校外政治勢力在背後

策劃及「供貨」，煽動「港獨」入校

之事實可謂呼之欲出！其中「香港民

族黨」日前主動承認是交付傳單予學

生的「元兇」，更揚言將再額外派發

其他的宣傳品，企圖「令獨立風潮席

捲學界」。眾多學生受政黨誤導淪

「政治炮灰」，開學日至今無日安

寧，家教界均表痛心。

20162016年年99月月33日日（（星期六星期六））A12 香 港 新 聞■責任編輯：陳啟恒

「敬師日」紀念郵票
郵票面值 表達主題

$1.7 言傳身教、塑造生命

$2.9 亦師亦友、關愛同行

$3.7 發掘潛能、建立信心

$5 有教無類、不離不棄

$10「小型張」 向老師致敬

資料來源：香港郵政 整理：殷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9月10日是香港「敬師
日」，香港郵政將於下周二（6日）首次發行一套五枚
的敬師紀念郵票及相關明信片，主題是「向老師致
敬」。五枚郵品以懷舊的黑板彩色粉筆畫，表達了師生
關係的五種感人意義，溫馨而直觀。在政治入侵校園、
偏激學生以指斥師長為榮的當下，香港郵政冀這套紀念
郵票能傳遞尊師重道的普世價值。
香港郵政集郵推廣高級經理李振宇稱，本港由1998
年開始正式將9月10日定為「敬師日」，香港郵政今年
決定首次發行「敬師日」紀念郵票；既為學生們提供向
老師表達敬意的別致方式，也為集郵愛好者提供了新的
藏品。

這套郵品包括價值1.7元、2.9元、3.7元、5元四枚通
用型郵票，和面值10元「小型張」一枚，及演繹這五
個主題的各種明信片、首日封等。
李振宇解釋在五枚郵品上，五幅彩色黑板粉筆畫圖案

的含意。1.7元至5元的四枚郵票主題分別是「言傳身
教、塑造生命」，「亦師亦友、關愛同行」，「發掘潛
能、建立信心」，及「有教無類、不離不棄」。
至於10元「小型張」的主題則是「向老師致敬」，

喻意在老師悉心教育下，學生終能於書海中汲取各方面
的充足知識裝備自己，有能力走入社會開始自己事業；
並向老師多年來春風化雨、培育人才的辛勞致以崇高敬
意。

冀傳遞正面師生關係
對於目前政治入侵校園、學生指斥師長的事件屢有發
生，香港郵政推出這套敬師郵票是否有特別意義？李振
宇表示，香港郵政每年都會推出12套郵票，會在社會
各界的建議中選擇不同主題，希望能涵蓋多一點社會元
素。
他又稱，在廣泛聽取各界意見，尤其是學界意見後，

今年選擇推出這個主題。學生和青年應該尊師重道，這
是永遠不變的普世價值；香港郵政希望透過這套郵票，
傳遞陽光、正面的師生關係，及對所有春風化雨的老師
致以崇高敬意。

「敬師日」郵票 弘尊師重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由激進
「本土」組織「學生動源」煽動成立的多個
所謂「本土關注組」，昨日繼續企圖於校內
外派發由外間政團提供的「港獨」宣傳品，
試圖將學校捲入政治漩渦。當中有一直隱身
網絡、報稱學生「關注組」成員臨時「縮
沙」，聲稱害怕被校方召見，又因「有可能
下雨」，故取消其「港獨」宣傳「大計」。
日前發聲明辱罵不認同其「煽獨」行徑同

學為「港豬」的「慈幼本土關注組」，昨晨
原定於慈幼英文學校外派發「港獨」傳單，
但臨時取消。
「關注組」發言人Tom接受媒體訪問時

稱，由於有其他成員害怕被校方召見，不願
露面，並聲言有成績優良的成員稱如「守
法」可以有美好前途，加上「有可能下
雨」，故取消行動。他續稱，暫不會考慮再
派傳單。
元朗信義中學前日原本亦有學生計劃在校

內派發「港獨」宣傳品，但未有行動就被校

方阻止及邀請作輔導。

元朗信義冀學生專注學習
該校校長尹浩然昨日稱，為避免個別黨派

的政治主張入侵校園，校方反對只宣揚單一
政治主張，故不容許學生未經批准，擅自派
發宣揚「港獨」的單張。
他強調不想學校成為不同勢力作政治鬥爭

的場地，期望學生專注學習。
網上昨日流傳一張由嘉諾撒書院發出的通

告，內容提到該校按照天主教香港教區的建
議，就學生參加政治活動作安排，強調香港
是中國的一部分，教區一向重視香港基本
法，為保障學生安全，不鼓勵學生參與政治
活動。
通告續指，所有未經校方批准的行動，如

派發宣傳單張或張貼宣傳海報，均有機會違
反校規。另除了學校發出的家長信和官方網
站消息外，其餘資訊均不代表校方立場。該
校與天主教香港教區暫時未有回應。

關注組「借雨遁」取消派「獨」傳單

違法違憲的「港獨」侵
校問題持續，年輕學生遭
利用於校園作政治宣傳，
學校勸阻學生免其誤作錯

事，卻遭部分輿論扣上「打壓學生」帽子，
因而備受壓力。昨晨在上水的東華三院甲寅
年總理中學（簡稱「甲寅校」），一名女生
帶備近200張「港獨」傳單欲向同學派發，
該校副校長遂上前提醒她身穿校服正代表學
校，應注意自己的言行是否恰當。其間有媒
體敵意質問該副校長，又煽動學生情緒引導
性追問其是否感壓力，令同學情緒激動落
淚，該副校長目睹如斯情況亦不禁哽咽。

「甲寅」生派傳單受勸阻
濫用甲寅年總理中學名義、於網上成立的

「甲寅香港前途關注組」，原聲稱會於開學
首天派發傳單，但又突然取消行動，至昨晨
上課前該校一名中五陳姓女同學，以紙袋裝
着近200張寫有「香港獨立」的傳單，在校
門近大閘位置準備向同學派發，當記者向其
了解情況時，該校副校長溫建國隨即上前保
護學生，而他亦指校方不便回應，着相關記
者向東華三院傳訊部查詢。陳同學則引述校
方向其勸說，指因正身穿校服代表學校，並
應考慮清楚自己的言行是否恰當。
之後，溫建國強調學校應要保護學生，欲

中斷訪問，引起媒體記者不滿多次敵意向他
質問，現場氣氛緊張；陳同學又遭煽動情
緒，被問及有否感到很大壓力，她本微笑回
答：「我不想說太多。」後來她卻突然感觸
落淚；溫目睹如此情況亦哽咽，並着同學先
行入校。
本報嘗試接觸該校其他學生，部分人直言
不認同派發「港獨」傳單的做法，校方亦手
持擴音器「呼籲」同學盡快回校，免得遲
到。
對於「甲寅校」的做法，東華三院發言人

昨晚回應指，校方主要以學生安全為首要考
慮，特別開學日前後學校需要為學生和家長
提供較多協助，須注意維持出入校園秩序，
確保學生上學不受影響。
發言人又指，同學是否適宜接受訪問尚待
家長同意，且當時接近上課時間，校方出於
關顧學生心切，為確保其能依時回校，故邀
請學生先返回學校。

東院：校內傳政治信息不恰當
東華三院重申，尊重師生表達意見的權

利，惟其表達方式須以不影響學校及機構為
大前提，而任何人在校園內推廣任何政治信
息或主張，均為不恰當。

■記者 溫仲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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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日至今多間學校受「關注組」侵襲，成員在校內及校
外派發傳單，學校按制度阻止有關違法違憲的政治宣

傳，好言相勸望學生重回正軌，卻引發連場風波，不論校方
還是學生都被逼得劍拔弩張，彼此都受折磨，歸根究柢都是
有政治組織策劃，誘使學生播「獨」所致。
早前聲言要「搞學校」、向心智未成熟學生播「獨」的

「香港民族黨」前晚發表聲明，直認是「交付傳單予同學」
的黑手，更揚言會有「第二輪中學宣傳攻勢」，將再額外提
供其他宣傳品予其他關注組派發，協助各關注組宣傳，「務
必令獨立風潮席捲學界，為香港獨立奠下基礎。」
另一方面，煽動中學生及離校生成立「關注組」的「學生

動源」早前發聲明，聲稱學校日前阻撓違法「違憲」的「港
獨」宣傳是「打壓」，繼續鼓吹學生站在學校的對立面。

東區家教聯：校園不容政治干預
對激進「本土」組織「獨」害年輕學生，煽動其當播
「獨」棋子，家教界均表示不能接受。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主席趙明強調，學校絕對不容政治干預，「這並非針對某一
種政治立場，政黨大可以在其他地方自由發展，然而學校是
讀書學習的地方，應該保持中立，任何政治主張都不應帶入
校園」，趙明認為今次「港獨」侵校多少跟立法會選舉臨近
有關，希望今後問題能改善。
他坦言，昨日於媒體上看見有女同學流淚，心裡當然難

過，但認為整體而言學校表現克制，給予學生相當大自由
度，相信雙方只要保持理性溝通，情況總會改善。

教聯會憂學生淪播「獨」工具
看見有校外政團背後策劃「港獨」侵校，教聯會副主席胡

少偉表示憤慨，「該些組織不斷向學生灌輸單方面信息，多
次提及『尚武』，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招攬群眾未來進行
更激烈行動。」他強調，不論是「佔中」還是年初旺角暴
亂，這些組織做的事情根本同出一轍，今次更將矛頭對準中
學生，情況讓人擔憂。學生在校派發「港獨」傳單，所為早
已超出言論自由範圍，而是切實的政治行動，擔心學生未能
分清兩者差異，遭人誤導淪為工具。

張民炳籲學生與父母師長溝通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指出，剛開學升中生需要適應
中學生活，高中生準備迎接文憑試，教師本忙得不可開交，
「先不談『港獨』違法，即使是其他與教學無關的活動，都
不宜在這時候進行。」偏偏在這節骨眼上，開學日卻被「港
獨」問題添煩添亂，感嘆連日來已大大影響不少學校運作。
張民炳認為，「關注組」針對中學校園附近派發「港獨」

傳單，只是政治組織搶佔「陣地」、引起媒體關注的手段，
如今更揚言「攻勢」陸續有來，恐怕校園將仍然受「獨」害
威脅，呼籲學生應多與父母及師長溝通，多聽不同角度意
見，勿遭別有用心的政治人物利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雯）2017年度
入學的「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申請表格將於
下周一（5日）起派發，家長可為其在2011
年12月31日或以前出生、未入讀小學及從
未曾獲派小一學位的本港子女，申請明年9
月入讀官立或資助小學一年級。教育局提醒
家長須在申請表上填寫真確的居住地址，如
虛報住址，其申請將會作廢，獲派的學位亦
會被取消。
在小一入學「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家長
可以不受學校網限制，向任何一所官立或資
助小學遞交申請表，家長可將填妥的申請表
格，連同有關的證明文件，在9月26日至
30日的學校辦公時間內直接交回所申請的
學校。家長只能為每名子女遞交一份申請
表，否則其子女的自行分配學位申請將會作
廢。
教育局提醒，家長必須在小一入學申請表

上填寫真確的居住地址，如提供虛假住址，
其申請將會作廢，獲派的學位亦會被取消。
由下周一起，家長可向子女就讀的幼稚園

或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各區民政事務處等，
索取《小一入學申請表》及相關資料單張。
家校會亦將於下周一在網上發佈《小學概覽
2016》（www.chsc.hk/primary），當中包括
超過500所小學的基本資料，供作選校參
考。

小一入學申請表下周派

開學僅僅兩天，「港獨」
勢力便蠢蠢欲動要滲透校
園，一批學校無辜中招，
「被成立」所謂「本土關注

組」，而煽動這股歪風的激進「本土」組
織「學生動源」本身是始作俑者，繼續擺
出一副唯我獨尊的樣子，不但罔顧廣大家
長學生的排「獨」訴求，更出招挑撥離
間。

就極少數學生於開學期間派發「港獨」
傳單，校方出於保護學生的立場，均抱持
好言相勸的溫和態度對應，但「學生動
源」因不欲其「煽獨大計」無功而還，遂
於 facebook 發帖抹黑學校是「打壓」、
「阻撓」學生行動，又危言聳聽稱「言論
自由已被完全摧毀」，此舉的目的，明顯

是誤導政治思想未成熟的同學，破壞師生
互信的關係。

其中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昨晨有一
名女生穿着校服在校外欲派發「港獨」傳
單，副校長溫建國上前勸導，明顯是為學
生着想，但女生似乎並不理解，誤以為校
方是打壓自己，在旁的溫副校長盡是無
奈。

原本和平寧靜的校園，今日因為滋事者
欲在校園播「獨」，師生之間產生了無形
的隔閡，令人心痛。

筆者希望那些被「學生動源」招攬的學
生認真細想：「難道真的願意為了這些為
達政治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激進組織，讓學
校變成『戰場』，令互相尊重的師生變成
陌路人嗎？」 ▓記者周子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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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離間損互信 師生恐成陌路

■■多所中學先後遭多所中學先後遭「「港獨港獨」」
分子侵擾分子侵擾，，包括東華三院甲包括東華三院甲
寅年總理中學寅年總理中學。。 溫仲綺溫仲綺 攝攝

■「民族黨」早前承認交付傳單及派發
宣傳品予同學及「關注組」，更揚言將
有第二輪中學宣傳攻勢。

「香港民族黨」專頁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中五生陳同
學（右），昨晨欲在校門外派發傳單，
但被校方勸阻。圖左為副校長溫建國。

溫仲綺 攝

■■李振宇展示李振宇展示
「「敬師日敬師日」」系列系列
郵品郵品。。 殷翔殷翔 攝攝

■「向老師致敬」紀念郵票均以黑板粉筆
畫為圖案。

■香港郵政推出
「向老師致敬」
系列紀念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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