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振英：譴責信養奸 「仇警師」應革除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姬文風）教育局僅
以譴責信處理兩名仇警
「黃師」個案，社會各
界深感不滿。一直關注
事件的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昨日三度回應，
批評教育局譴責對當事
人根本不痛不癢，如此
處理是「拖泥帶水，姑
息養奸」，並再次籲請
真道書院馬上革除戴健
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和鄭泳舜亦認為，單憑
譴責信未能反映事件嚴重性，更可能帶出「發表仇警
言論毋須負責」的錯誤訊息，期望教育局未來引入
「停牌」制，以便更妥善處理不同個案。
梁振英昨日在fb三度發帖回應戴健暉事件。他首先

直指「戴健暉無恥，對社會的嚴厲批評不瞅不睬，對
教育局的譴責更是不痛不癢」，認為戴是「極惡劣的
典型」，教育局的處理是「拖泥帶水，姑息養奸」。
由於真道書院有警察子弟就讀，他再次籲請校方馬上
革除戴健暉，又鼓勵關心教育的市民到學校外設連儂
牆，表達憤慨。
教育界幾乎一致認為譴責信處罰過輕，唯教協卻一

直為「自己友」護短，教協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
更聲言發譴責信做法「太嚴厲」。梁振英昨日就批評
「葉建源是沒有專業良知的政棍」，並指教協已經淪
為政治工具，不是什麼「專業人士協會」。
因應教育局稱是從「中立」角度出發作跟進，梁振

英晚上反駁指，「中立」是不站邊，但戴健暉作為教
育工作者，發表仇視警察子弟的極端惡毒言論已經確
立，認為「教育局可以『持平公正』處理投訴，但怎
麼可以『中立』？」

他強調，在戴健暉承
認事實下，教育局根本
沒有「中立」「角
度」，而局方作為行使
教育公權力的政府機
關，唯一的「角度」就
是保護學生、淨化教學
環境，將戴健暉革除讓
這種人遠離學生就是唯
一正確的決定。
張國鈞則指，涉事兩

人為人師表，但就發表
遠低於社會期望的仇恨偏見言論，對學生造成非常壞
的影響，更嚴重損害家長對老師的信任。

張國鈞：向社會發錯誤信息
他指，教育局只發出譴責信，完全未能反映問題嚴

重性，更向社會發出錯誤信息，即教育局未有認真處
理教師違反專業操守問題，錯過重建家長信心的機
會。
他認為，今次事件突顯教育局在懲處違反專業操守教

師方法上只有「0和1」，即書面警告和取消註冊兩個
極端，欠缺中間方案，不是太鬆就是太嚴，期望局方檢
討，包括引入「有時限性暫停註冊」處分，例如「停
牌」一個學期或一年的註冊，以便適切處理不同個案。

鄭泳舜籲教局設家長反映熱線
鄭泳舜則表示，兩位涉事老師的言論非常不妥當，也

涉及違反教師操守，只發出譴責信或令社會以為仇警言
論不用負責任。他最近就收到家長投訴，指有中四生早
上在校亦要觀看老師播放的仇警片段，家長雖已向學校
投訴，但學校沒有積極回應。他期望教育局設立電話熱
線，讓家長能直接反映問題。

■梁振英批評教育局譴責對當事人根本不痛不癢，如此處理
是「拖泥帶水，姑息養奸」。 fb圖片

近九成校無學子罷課
42%學生與25%教師現情緒問題 教聯會籲教局發指引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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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9月初向全港中小學發出問卷，
一周內收到168所中小學校長的回

覆，結果顯示，89%學校指過去一星期沒
有學生參與罷課。

證「全港罷課行動」失敗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大部分學校均
有序展開新學年，顯示所謂「全港罷課行
動」失敗，而大部分教師均緊守崗位，形
容他們能夠守護教育界這片淨土。
調查中，有18所中小學回覆指有學生罷
課，即平均每校不足10人，其罷課或相關
行動的形式包括往圖書館自修、於禮堂聚
會、於校內外示威或築人鏈、向同學派發
絲帶或傳單等。
調查同時發現，75%學校或辦學團隊不
接受學生罷課。有學校回應指，縱使罷課

亦「鼓勵學生回校上課，不影響學習為前
提」、「需要家長書面同意才接納」、
「原則上不鼓勵」等。若遇到學生罷課的
情況，逾六成學校表示教師會與學生傾
談；逾五成半學校會由社工跟進輔導；另
有約半數學校指會制定相關指引及向家長
發出信函。
近期社會的政治風波亦令受訪校長遇到

不少問題，47%學校指校園氣氛受到負面
影響，個別學生及教師出現情緒問題的分
別有42%及25%。黃錦良表示，有學校反
映個別教師受情緒困擾而自言自語，只能
被迫休假或接受專業人士輔導；有學生出
現發噩夢、不能專注學習等狀況，需要由
教育心理學家或社工跟進、輔導。
同時，有28%學校表示受到傳媒和社會
人士的壓力；11%學校指日常教學受到干

擾；有8%學校提到，有學生
要求教師作政治表態；另有6%學
校出現學生受杯葛或排擠的情況。

籲停止「人鏈」勿政治滲校
黃錦良表示，社會氣氛對立，對校園日

趨政治化感憂慮，擔心會干擾正常教學秩
序，學生亦難專注學習，情緒波動。他重
申反對外界將政治帶入校園，不贊成學生
參與罷課，並呼籲有關人等停止校外「人
鏈」的行為。
因應學校面對的挑戰，教聯會建議教育

局定期向學校發出通函，就罷課或相關行
動提供應對方向及指引；亦可成立跨專業
法律諮詢和心理輔導團隊，支援師生及家
長；另要密切留意校園欺凌情況，設立熱
線專門處理相關投訴保護有需要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本港近月多次
揭發有「黃師」發表惡毒仇警言論，荼毒學
子，嚴重違反教師專業操守。不過，當中最嚴
重的真道書院助理校長戴健暉及聖心書院通識
科教師賴得鐘兩宗個案，教育局在調查並證實
投訴成立後，僅向兩人發出譴責信，警告如再
作出失德行為會考慮取消其教師註冊，而不作
實質「釘牌」行動。教育界及家長代表昨日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戴健暉、賴得鐘
的言論失德惡毒，超越道德底線，教育局的處
罰實屬過輕，期望局方及校方嚴正跟進，以儆
效尤。
教育局表示，自6月中至9月中共接獲58宗
與近月社會事件有關的教師專業操守個案並進
行調查，其中5宗個案不成立，2宗證實成立。
局方已採取跟進行動，向兩名涉事教師發出譴
責信，並警告他們如再次作出失德行為，可考
慮按《 教育條例 》取消其教師註冊。至於其
餘個案正在跟進中。
據了解，兩宗成立個案正是在fb發表仇警言

論的賴得鐘和戴健暉，前者使用「黑警死全
家」標語作為頭像，後者更以大篇幅咒罵警察
子女「活唔過 7歲」、「20 歲以前死於非
命」。二人的惡毒仇警言論令全城嘩然，惟卻
獲所屬學校「寬容」處理，至今仍在學校任
教。

奚炳松：處罰與「罪行」不對等
教育局證實賴、戴兩人違反專業操守，但僅
以譴責信意圖了事，教育界及家長均指難以接
受。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炳松直言，處
罰與兩人的「罪行」並不對等，「現在反對派
常把『黑警死全家』當成一句口號，但這句話
的實際意義是極其歹毒。」戴健暉針對孩子的
詛咒就更加離譜，理應褫奪兩人教師資格。
他直指，賴得鐘個案發生最早，但教育局事
隔數星期仍沒有明確行動，批評局方反應太

慢，間接縱容戴健暉及同類「黃師」事件一再
發生，並慨嘆事已至此，已不期望教育局會改
判取消兩人註冊，但希望局方以此為鑑，未來
再有同類案件時應當機立斷，勿再縱容「放
生」。

教聯會：賴戴言論超道德底線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認為，社會對教師操守、

道德標準要求較一般人高，教師校內外的一言一
行均會影響學生，涉事二人宣揚仇恨的言論有違
專業守則，且超越道德底線，絕對不能接受。
他表示，是否解僱教師屬校內事務，而教育
局負責監督教師專業資格，有權力及責任取消
失德者的教師註冊，是「做與不做的問題」，
直斥教育局有關處理手法過於寬鬆，促請局方
能作出公平、公正的判決，以免社會因此類事
件而影響對教育界的信心。

教評會：教局應闡明譴責立場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認為，教育局目前僅表示

對再犯者「可能」、「考慮」取消其教師註
冊，有關說法模棱兩可，期望局方應進一步跟
進，包括約見涉事教師，闡明譴責立場。同時
亦宜針對近月跟社會事件有關的教師專業操守
問題，向全港學校發信，表明絕不容忍同類事
件再次發生，起阻嚇作用。
就社會對相關教師判決的意見，教育局發言

人稱，十分重視教師的專業操守，有關跟進行
動是從中立及教育專業角度出發，按既定機制
及程序作公平及公正的處理，包括研究每宗個
案的實際情況及證據，對教師專業及學生的影
響，並就不同個案作比較，以及給予涉事教師
有合理申辯的機會，務求作出不偏不倚、不枉
不縱的決定。
教育局續指，學校作為僱主亦須負責管理員
工的工作表現，包括處理有關教師操守及紀律
事宜。

「放生」失德教師 如何能匡正師德？

教育局向早前在社交媒體發佈仇警言論的兩名教
師發出譴責信，表明不得再犯，否則可被取消教師
資格。對這個處置，好多人好失望，直言等同「放
生」重犯，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就批評教育局拖
泥帶水，姑息養奸，要求馬上革除有關教師。有教
育界資深人士不無擔憂：「教育局僅僅發出譴責
信，而不立即革除教職，擺到明是『高高舉起，輕
輕放下』。過去三個月，有『黃師』在網上公開辱
罵和惡毒詛咒警察及其子女，戴健暉、賴得鐘

是典型，二人的言行有違教師基本
專業操守，枉為人

師。教育局不將此二人清理出教師隊伍，讓其繼續
潛藏學界，誤人子弟，如何能匡正師德，未來還會
培養多少仇警仇社會的學生？」
此次反修例暴力運動，不少人士均指出教育界是

「重災區」。資深教界人士對自明話：「有其師，
自有其徒。正因為有賴得鐘、戴健暉這樣的無良失
德教師，不講道德，不講人性，自然教壞學生，教
出暴徒，怎能讓這樣的人在教育界混下去。梁振英
甚至批評戴健暉是『全球教育界之恥』，要求真道
書院馬上革除戴健暉。但真道書院僅取消了戴的行
政職位。香港警察家屬聯署致函真道校董會主席、
校監，重申不能接受校方只對戴調職，批評此舉是
助紂為虐，呼籲戴自行離開教育界及辭去教席，深
切反思。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前主席陳祖光坦言對校
方的回應感到失望，批評校方『無恥、無賴』。」

「現在，教育局僅發出譴責信，並沒有革除有關
教師，讓這些害群之馬繼續留在教育隊伍，無視社
會各界、警員家屬和警隊的強烈要求，這樣做根本
是非不分、混淆黑白，說得直一點，就是姑息養
奸。」資深教界人士一針見血指出。
資深教界人士憤怒地說：「教育局姑息養奸，放

過賴得鐘、戴健暉二人，他們就會痛改前非？不要
太天真太傻了。有學校和教育局包庇，相信二人不
但不會引以為戒，日後更會變本加厲，之不過言行
必然更隱蔽、更小心；同時亦助長其他『黃絲』教
師仿傚。最近，賽馬會官立中學女教師譚玉芬，亦
在facebook上載『黑警死全家』的圖片，更發表仇
警及奚落警員子女的言論，並貼上侮辱警員妻子的
圖片。教育局不從嚴處分，不革除喪失師德及人倫
的教師，類似的事件陸續有來，學

生想不變暴徒都難。」
廣大家長憂慮「黃師」荼毒學生，有立法會議員

建議教育局研究為受調查期間的教師引入「停職」
安排，並研究引入「有時限性暫停教師註冊」機
制，嚴肅處理教職員在校內涉及歧視、欺凌、發表
激進或嚴重政治偏見言行等個案。資深人士說：
「教育局不得罔
顧民意，應改變
姑息養奸做法，
立即革除無良失
德 的 有 關 教
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反修例

風波不斷，縱暴派企圖通過罷課、「人

鏈」等方式，千方百計將政治帶進校

園，荼毒千萬學子。教聯會本月初進行

問卷調查，發現近九成學校沒有學生參

與罷課，惟47%學校指校園氣氛因近期

的政治事件而受到負面影響，個別學生

及教師出現情緒問題的分別有42%及

25%。該會建議，教育局應定期向學校

發出指引、成立跨專業團隊加強支援，

共同應對社會事件對學校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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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良（右一）表示，大部分學校均有序展開新學年，
全港罷課行動均告失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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