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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推「洗腦教材」誘導學生反修例
用字含「魔鬼細節」質疑意見13頁 支持意見僅3頁

邪教為害世人，多年來有不少例子，最為人熟悉
的如日本奧姆真理教，以洗腦控制殘害信眾，做出
令人髮指惡行。不曾想，港府為了修補法律漏洞修
訂《逃犯條例》，令一個隱匿於香港教育界的邪教
組織，進一步露出邪惡真面目。昨日，一段循道衛
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中一學生的家長，與該學校
校長張欽龍的對話錄音，在網絡瘋傳，讓香港各界
震驚不已。
在這段長達6分多鐘的電話錄音中，學生家長質
疑該校公然欺騙誤導價值觀和是非觀念尚未成型的
學生，以「野餐」為由，帶鎅刀、石油氣爐罷

課去金鐘「野餐」。「陳淑莊都是
只判8個月，就算

言論自由受到規管，她都不需要移交大陸（應為內
地），那你們還叫他明天罷課？！」當這位家長發
出激憤之問時，這位詞窮理虧的校長，除了支支吾
吾語無倫次之外，只有顧左右而言他。
「這個世界什麼樣的人才會教孩子們去犯法，

什麼樣的人才會騙孩子去犯法？什麼樣的人才會
把孩子推到犯罪的火坑裡？只有一種，就是邪
教。」多位教育界老友聽完這段錄音之後，忍不
住致電自明，控訴號稱全港最大教育團體的教
協，禍患孩子的種種行徑遺毒無窮，「同邪教根
本無分別」。
首先是肆無忌憚地欺騙孩子。在這段錄音中家

長一直在質疑，學校和老師是否有跟孩子解釋，
什麼叫《逃犯條例》？會對他造成什麼影響？有
沒有告訴孩子參與暴動行為是違法？「校長不
答，即是無解釋。這就是欺騙，赤裸裸欺騙心智
完全不成熟的孩子，讓他們誤以為放棄上課放棄

考試是一件好光榮的事情。」老友直言，一個稍
微有一點良知的人，都做不出這種公然推孩子入
火坑的事，更何況是教書育人的學校。學校是什
麼地方？是給孩子指引前途的領路人。你帶他們
去光明他們就能獲得光明，你帶他們去黑暗，他
們就會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其次，在這次暴動中，教協跳出來煽動罷課，並

不是一個簡單的影響到孩子們的學業問題，而是一
個關係到孩子們是非觀念的形成，和法治意識建立
的關鍵問題。培養孩子有獨立思考的和具備社會擔
當的能力，是沒有錯的。但前提是要先引導孩子樹
立分辨是非的能力和正確的法治觀念。把懵懵懂懂
的孩子捲入政治，這和邪教招𡃁 仔有什麼分別？
「教協就是個邪教，拯救孩子已經刻不容緩，作為
教育界中人，作為家長，心在流血，眼裡滿是焦慮
的淚水。」老友痛斥，教協在香港早已是惡行纍
纍。藉助其教育界的地位，鼓動老師誤導學生，灌

輸扭曲是非觀念和價值觀。之前是權力催谷「反國
教」，如今又藉反修例唆擺孩子參與暴力，不是邪
教是什麼？「再不揭露教協的邪教真面目、再不拒
絕教協的煽動，香港的下一代，再下一代都會毀在
他們手上！」
教育界老友說，101年前，魯迅先生在《狂人日
記》中痛心疾首，大呼救救孩子。想不到百年之
後，以法治、文明、包容、多元享譽世界的香港，
竟然還要重提魯迅先生的名言，實屬可悲。為香港
長遠計，為
香 港 前 途
計，我們要
高聲呼喊：
拒絕邪教，
救救孩子！

揭穿「邪教」組織真面目 救救孩子！

教協近日製作一系列「《逃犯條例》修訂爭議教
材」，表面上羅列「正反意見」，惟綜觀其中

一份共36頁的教材，當中有13頁描述反修例或質疑
聲音，5頁寫下官員回應，只有3頁是刊載支持意
見，其餘則是背景和事件簿等資料。
同時，教材遣詞用字存在眾多「魔鬼細節」，部
分更顛倒是非黑白，誘導學生反修例。其中條例中有
關行政長官為移交把關方面，教材稱「香港特首事實
上為中國指派，外界認為其（行政長官）不會拒絕中
國的要求」，對香港在基本法「一國兩制」下享有高
度自治的事實視若無睹，誤導年輕學子。

無視逾80萬人挺修例
教材採用所謂「惡法」等偏頗字眼，更以大篇幅
描述修例後「可能對社會帶來的影響」，包括所謂
「外商撤資，經濟倒退」、「對外關係，汲(岌)汲(岌)
可危」、「宗教界寒蟬效應」等，完全漠視了本港逾

80萬人聯署支持修例的事實，亦對本港包括工商、
科技、文化、勞工、教育等多個界別的支持修例聲音
隻字不提。
教材所提供的補充練習，提到在剛過去的周日反

修例遊行，而內容一面倒地支持反修例，包括引述
「議會陣線」毛孟靜宣稱「內地司法不公，會用不同
方式包裝疑犯，達成政治目的」的單向指控，然後引
導並向學生解釋市民參與遊行的其中兩個因素。
教協甚至推出一份小學教案，鼓吹老師播放周日

遊行以及周三的暴動片段，並將之美化為「今天有很
多成年人為了香港、為了你們的未來」、「今天亦有
不少愛你們的香港人為了維護法制而努力」，盼望學
生「未來多關心社會」。

鄧飛：教材建基兩點不信任
資深通識科老師、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分

析，該教材完全建基於兩點不信任，「既不信任修例

的良好政策原意，更不信任內地司法制度近年的進
步」，內容處處可見含沙射影的陰謀論，「佢未算係
赤裸裸的偏頗，但明顯在遣詞造句中下功夫，引導同
學獲得負面印象。」
他並質疑，教協一直甚少編教材，「點解個別議

題會做一套，有些卻完全不做呢，又唔見佢做過大灣
區教材？」從其選題取捨來看，可見強烈的政治取
向。
香港通識教育學會副會長李偉雄亦認為，該教材

存在明顯政治目的，反修例意見明顯較多，篇幅「用
心」，部分內容亦疑有歌頌抗爭行為的暗示，質疑涉
及洗腦成分。
他特別批評其中一份教材對象竟是小學生，「對

小學生而言，老師是非常重要的人物，老師咁樣
教，佢哋會信，是否想教出一班幫手參與暴動的
人？」他形容教協作為教育團體，寫出這種教材可
怕、驚心。

這 份 所 謂
《逃犯條例》
修 訂 爭 議 教
材，出自教協

理事方景樂手筆。香港文匯報
翻查資料發現，方景樂早在
2013年就已在教協出版所謂
「佔領中環」通識教材。該份
教材以「佔中」宣傳品見稱，
洗腦味道極重。
在該份39頁的「佔中」教材

中，首22頁主要介紹「佔中」
緣起、建議、原則，詳列「佔
領時間表」，更將「佔領中
環」視為「答案」，而只用了1

頁去討論其他意見，極為偏
頗。剩餘的頁數則羅列基本法
以及普選理念等一般性資料。
同時，教材不單由提出

「佔中」的戴耀廷擔任顧問及
作「審查」，內文更大字標題
提到「戴耀廷的政治分析」、
「戴耀廷的建議」、「戴耀廷
的文章」，連一模一樣的戴耀
廷相片也上場2次，其中一次
更配以戴的「金句」，教材推
介的12篇參考文章之中，7篇
均出自戴的手筆，整份教材更
似是「戴耀廷宣傳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姬文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前日大批暴
徒聚集金鐘一帶，就反對修訂《逃犯條例》
多次發起暴力衝擊、氣氛緊張動盪之際，教
協竟然公開「啟動」大中小學老師罷課罷
教，令對立局面火上澆油。教聯會昨日舉行
「反暴力、反極端、反罷課、守護孩子」記
者會，重申強烈反對罷課，並批評教協此舉
將政治凌駕於教育，質疑他們是利用學生作
為政治籌碼，嚴重違反教師專業精神。多個
校長團體亦發表聲明，對政治干擾校園感到
不安，並呼籲教育同工堅守崗位。

黃錦良：教協向政治勢力交貨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教協

在此政治動盪的關鍵時刻發動罷課行動，「無疑
是以政治騎劫教育」。會長黃均瑜則指出，教協
經過數年前「佔中」事件，應知道罷課行動並不
可行，他們「只是純粹向政治勢力交貨」。
他批評，發起罷教及罷課，不單干擾校園

正常教學秩序，亦影響學生學習及升學進
度，憂慮更多未成年學生因此受鼓動走上街
頭，因而陷於受傷及違法險境之中。
他提到，在前日金鐘的暴動中，部分年輕學
生牽涉其中，他們的正義感被一小撮別有用心
者利用，「年輕人參與暴動，是最讓人感到痛
心！」該會收到不少學校及家長反映，對教協
鼓吹的說法表示強烈抗議，甚至質問：「為何
要將我們的孩子推上街頭成為炮灰？」
教聯會引述有校長反映，有部分學生因受到

朋輩壓力而「被動員」參與遊行、集會，否則
就被同儕排擠，該會副主席王惠成則注意到不
少中學畢業生，會以校友名義，要求學生組織
及學生就政治取向進行表態並進行聯署。
教聯會建議，教師及家長應該與學生進行
理性分析，引導他們思考，並強調對於造成
社會撕裂的一切行為，教育界均不能接受。
黃錦良呼籲社會，「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
育，共同還教育界一片淨土。」

鄧飛：罷課就是罷教
教聯會理事、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直
言，課堂的核心就是教學，「課」與「教」
不可分割，「罷課不罷教」是一個「似是而
非」的概念，直言「罷課就是罷教，罷教就
是罷課」，批評這是一種文字遊戲。
對有指個別教師在社交媒體「鼓勵」學
生，在考卷上寫下有關近日遊行等行為的感
受，黃錦良認為情況不可接受。然而他對大
部分教師有信心，據該會了解，「幾乎所有
教師都堅守工作崗位，這兩天只有極少數的
學校出現教師及學生參與罷課、集會等活
動。」黃均瑜並讚賞香港教師的專業素質，
認為他們並不會擅自離開工作崗位。

新界校長會籲大局為重
新界校長會昨日發表聲明，指日前有暴徒

手持武器，有組織、有預謀地行使暴力，造

成多名警員及記者受傷，行為令人髮指。該
會強烈譴責此等破壞社會秩序的暴力行為，
並批評有人煽動學校及教師罷課，鼓吹學生
在上課時間上街遊行，違背教育專業精神及
保護學生的本分，陷年輕人及學生於危險境
地，實不能接受，該會對此表示極度遺憾，
並呼籲所有教育工作者以大局為重。
香港副校長會亦發出緊急聲明，表示對政

治入侵校園感到不安，呼籲教育界同工堅守
崗位，秉持教育專業，維持校園正常運作，
並期望同工能以身作則，成為學生的榜樣。
在遇到不同觀點時，應以互相尊重、積極溝
通、和平理性的方式發表意見，爭取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教協發起全港
罷課，令學界不得安
寧。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昨日向全港學校校監及
校長發信，呼籲同工緊
守崗位，同心攜手守護
學生。
楊潤雄在信中指，在

暴動期間，有不少年輕
人參與導致受傷流血，
令人痛心，而近日又有
人社交媒體號召破壞社
會秩序，甚至煽動情
緒、製造恐慌，教育局
對此十分關注。
他懇請校監校長同心守

護學生，並向學生及家
長清楚解釋，有關活動
或涉違法行為，告誡同
學切勿參與，同時提醒
他們警惕網上訊息，以
自身安全為重，不要前往
可能有危險的地方。

楊潤雄重申，局方堅決反對罷
課及罷教，這不但破壞學校正常
運作，同時亦令未成年學生無辜
捲入政治漩渦，失去正常學習的
機會。
楊潤雄並強調，教師在任何情

況下均須履行職責，緊守工作崗
位，行為須符合專業操守，而學
校有責任管理員工及監察他們的
工作表現，若個別教師在工作時
間未經學校批准而缺席，或沒有
履行職務，學校須明確指出有關
行為實屬不當，並按相關資助則
例、僱傭條例及校本政策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教協及其他
反對派組織煽動罷課，置學生學業及安全於
不顧，更令校園變成政治表態場所影響學校
日常運營。有學校為確保有意罷課學生獲家
長同意並安全地留校自修，發通告說明相關
處理程序，卻引起家長投訴「令兒子逼自己
簽家長信去罷課」。多名校長都強烈反對政
治入校園，認為在現時敏感環境部分學校處
理相關議題具有難度，批評反對派做法干擾
學校正常運作。

校方管理營運難度大增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李惠利中學早前發出
「本校處理罷課的立場」的通告，要求學生
如考試期間罷課，須得到家長書面同意及返
校自修。雖然該校前日最終並沒有人校內罷
課，亦沒有人參加反對派集會，但校長就收
到家長投訴，質疑發出通告會令兒子逼自己
簽家長信，有鼓勵罷課效果。
旗下有多所學校的辦學團體東華三院昨日

發聲明指，尊重學生表達意見權利，但必須
顧及自身及他人學習需要，不支持學生參與
罷課，或其他可能妨礙正常學習的行為。
就有社工及教師團體呼籲罷工或罷課，東

華指尊重員工以個人身份參與非本院活動選
擇，此乃其個人的判斷及決定，但院方同時
強調，期望屬校教師本着專業精神，緊守崗
位，攜手維持學校教學活動正常運作。
喇沙書院則向教師發電郵，表示尊重師生

表達意見，但學校需要維持政治中立，不建
議師生在校內表達自己政治立場，但對教師
罷課，校方並沒有權力容許或不准許，只能
提醒他們應以安全為首要考慮。

香港直資學校議會主席招祥麒表示，政治
入校園為學校正常運作增添麻煩，在當下敏
感環境，對部分學校或造成管理困難。
他強調，學校是給學生安全成長的場所，校
外安全也應給予正確指引，中小學生心智未
成熟，身為教師更要遵守行為操守。
他認為在社會重大議題方面，學校管理層

就必須訂立原則，教師有任何立場，都不應
該把想法灌輸給學生。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校長邱少雄亦反對將

政治帶入校園，不應該影響學校的運作。他
表示，學校已經提醒老師同學不要參與罷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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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批反對派干擾學校運作

教聯會批教協以政治騎劫教育

因應《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多少青

年學生近日淪為反對派的政治工具，上

街參與暴動，最終落得被捕收場。正當

社會各界齊聲呼籲學生遠離危險、應以

和平理性態度看待事件，教協就在此時

火上加油，不但啟動全港罷課，更推出

所謂《逃犯條例》修訂爭議教材，明裡暗裡鼓吹「反修例」偏

頗意見，灌輸所謂修例「危害社會」錯覺，誘導學生加入反對

行列，唯恐學界不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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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頗通識 早有前科

▲修訂教材內容美化暴力。 教材截圖◀教材內容稱「香港特首事實上為『中國政
府』指派」，明顯與事實不符。 教材截圖

■教聯會舉行記者會，回應教協「罷課不罷
教」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