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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非「打份工」播仇超越底線
外國師曾因不當言論「釘牌」教界指「仇警師」懲處應更嚴厲

包圍辱駡記者 學生揚言「私了」
煽暴派口口聲聲追求「自由」，
但實際就做盡扼殺自由之事，有部
分人更以教師身份向學生灌輸歪曲
的價值觀，令不少學子受到影響，
變得極盡橫蠻專制。網上近日流傳

片段，顯示有身穿校服女學生懷疑不滿被一名記
者「影到大頭」，即「吹雞」號召大批口罩友及
黑衣人上前包圍喊打喊殺，更有人聲言要「私
了」該名記者。有網民看到片段中多次有校服女
學生粗口爛舌地恐嚇記者場面，感嘆極端思想對
部分學生竟影響如斯。
該片段顯示，多名身穿校服學生聯同黑衣口罩
人，在商場店舖內包圍一名男記者。其間有人突
然高呼「光復香港」，其他人恍似「撞邪」一

般，異口同聲地回應「時代革命」。
其中一名身穿校服、

帶黑色口罩男學生突上前向該記者稱「想睇吓你
部電話」，身旁一名同樣着校服、帶口罩女學生
此時突然失控，尖聲向男記者呼喝道：「我叫你
唔好影！咩唔好嘈呀！吓！」圍觀者隨即加入起
哄，左一句威脅道：「好簡單咋，你del咗張
相，我哋就唔圍你啦！」右一句恐嚇稱：「del咗
佢咪得，搞咁多嘢做咩！」
其後，有人使出平日「兇」警察的暴徒手

段，脅迫男記者出示記者證以「確認」身份。
黑口罩男生隨即借勢叫在場者「幫手影佢張記
者證」，失控女學生則拿出手機對準男記者，
一邊錄影一邊對男記者高呼「×你老×」，其
餘人等亦跟着起哄，一時間現場粗口橫飛，臨
界失控。

女生爆粗 示記者證續被侮辱

男記者並未因現場群情洶湧而乖乖就範，但現
場人等愈講愈離譜，七嘴八舌地質疑他是「假記
者」云云。結果該男記者忍無可忍，向眾人出示
記者證以示清白，卻換來有關人等改口質疑「張
證假㗎」、「可能只是員工證，未必係記者證
嚟」，有人則謂「相機都無點叫記者呀」、「香
港記者都知道『行規』是唔影得大頭」等歪理，
更有人聲言要「私了咗佢」，片段亦在一片混亂
下結局。
不少網民留言，形容是次事件令人震怒。「張

良」就感嘆道：「新聞自由都無法保障……呢班
垃圾，究竟知唔知自己爭取緊乜！」「WeiMen
Lam」亦質疑：「身無屎嘅，何需驚比（畀）人
影相呢。」「伊賀」則認為當事人應該立刻報
警：「成班非法禁固（錮）加恐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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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教育界人士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討論社會動盪對學
校的衝擊。針對在fb咒罵「黑警死全家」，及警察

子女「活唔過7歲」、「20歲前死於非命」的兩名教師賴
得鐘及戴健暉近日被教育局裁定投訴成立並發出「譴責
信」，津貼中學議會執委林日豐直指，涉事老師言論明顯
超越專業底線，教師不應散播仇恨及暴力。
對於兩人僅被警告再犯或取消註冊，他認為教育局有既
有的調查及程序處理，但同時「一日為師，終生為師」，
言論在個人社交媒體發表並非一個藉口，而外國教育界亦
有例子，老師會因社交媒體不當言行而被吊銷牌照，反映
社會對教師期望很高，為師者任何時候都要持守專業。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則指，教師在公開平台發表怨毒仇恨
言論，比起課室其擴散性更大、更為嚴重。事實上，身為
老師理應要教學生如何做人，有關事件對教師形象非常負
面，教育局的懲處可以較現時發「譴責信」但未有取消註
冊更為嚴厲。

教界需有共識阻同類事件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形容，教育局對涉事教師發「黃
牌」而非「紅牌」，社會上對此有不同意見，教育界亦
較少先例，懲處嚴重程度可以爭論。但他強調，老師絕
對不是「打份工，放咗工做乜都得」，而散播仇恨及暴
力已經超越專業操守底線，加上社會對教師的要求比其
他行業更高，若是其他界別有超越底線的言行早已辭職
收場。
他續說，姑勿論今次個案是否有求情理由，或社會覺得
是否應該「畀個機會佢」，最重要的是，教育當局、教育
界等需要有一個共識，散播仇恨及暴力的事情絕對不可以
再發生，如此老師才能得到別人尊敬。
一直包庇失德「黃師」的教協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則以
「有過火之處」輕輕帶過兩人的惡毒言行，又稱懲處要
「合乎比例」，不應判以「極刑」，只要「提點」就可。

道德底線下降帶來挑戰
林日豐又形容，社會風波令教育界面臨數十年來未有遇
到的嚴重困擾，學校既要擔心學生情緒，又要應付家長查
詢，對於校內出現問題也要先講情理，其後再講法規，令
教師疲於奔命，而學校亦會堅守培養學生知識、品德，以
及確保校園安全等原則。
黃均瑜則指，社會動盪嚴重影響到學校，而一些學生
「抗爭」牽涉到外間政治人物或勢力，對校長而言更是
大難題。他強調，對教育界來說，絕非所謂「和平、非
暴力」行動就等同可接受，學校有既定正常運作，而社
會撕裂更不應在校園繼續出現，對於學生不同意見，修
補關係應由校園做起，守護校園寧靜是教育界每一個人
都應有責任。
他並提到，香港部分人對暴力容忍度愈來愈大，擔心整
個社會道德底線將不斷下降，而包括肆意「跳閘」及圍堵
不同意見人士等行為，亦反映年輕人中出現「我有不滿，
有理由就做乜都得」的思維，衝擊既有社會道德規範，對
教育工作者挑戰很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連月暴亂令社會

嚴重撕裂，而理應是保護學生遠離暴力、仇恨

的學校，卻接連有「黃師」在社交網站帶頭散

播仇恨，教育局近日對當中問題最嚴重的兩人

發「譴責信」了事，警告再犯或取消註冊，被

質疑懲處過輕，縱容失德惡行。多名教育界人

士昨日強調，教師絕非「打份工」，可以在放

工後「做乜都得」，特別社會對老師的要求較

其他行業更高。事實上，外國亦曾有老師因在

社交媒體帖文的不當言行而被吊銷牌照，並不

涉及「封殺言論」，而是反映為師者應嚴謹遵

從專業責任，才能協助孩子建立正面價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教
育局近日向仇警教師賴得鐘及戴
健暉發出「譴責信」，被不少人
質疑處罰過輕。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昨日表示，教育局在處理每一
宗涉及教師的投訴個案時，都會
經過充分的考慮，及由專業的同
事根據過往經驗和他們在專業上
的考慮而作出決定。
楊潤雄昨日在出席一公開活動後，

被問及教育局被批評在處理仇警教師
的問題上過於寬鬆、是在「姑息養
奸」時表示，不評論個案，但大家
都明白，未成年青少年在成長中都
會受到教師的影響，故教師在社會大
眾心目中的地位比較特殊，社會對
教師的要求亦特別高。

他續說，除了官立學校，教師的
僱主是其所屬的學校，「如果學校
覺得老師在他的行為上、教學上或
者操守上有問題，或者與學校的理
念有相違背的時候，其實學校是有
權力因應他的僱傭關係去採取一些
行動。」
同時，教育局在處理有關教師一

些操守上的投訴或者操守上的問題
時，一定會全盤考慮，包括事件的
背景、事件本身、對整個教育界的
影響、對學生的影響，及和過往一
些不同的例子作比較，然後決定每
一宗個案應採取什麼行動，包括勸
喻信、警告信或譴責信，以至於最
嚴重者取消其教師註冊。
楊潤雄強調，在處理投訴個案

時，該局沒有政治考慮，並採取同
一套準則，「我們會繼續聆聽社會
上不同人士的聲音，大家也看到，
就一些個案，社會上有不同的看
法，有些會覺得寬鬆，有些會覺得
太嚴，但我們會將在社會上聽到的
不同的聲音，作為我們將來在考慮
一些個案時作為考慮，但說到底，
這是專業的同事根據他們的專業判
斷而作出的一個決定。」
他還表示，身為政府官員，「我

為我自己及局方的工作負上政治責
任。在我日常的工作，有很多人會
給予不同的意見，亦有很多人可能
對我的表現不是很滿意，就每一個
對我的意見，我自己都會深深反省
或考慮一下。」

被指「姑息養奸」楊潤雄：深深反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
香港不少中小學在國慶日都會舉
行升旗禮，並掛國旗及區旗慶祝
國慶，惟因日前以「反修例」為
名的示威和暴力行動嚴重叨擾校
園，葵青區多所中學已決定取消
國慶日前後的校內升旗禮。教育
局局長楊潤雄昨日表示，不認同
相關學校的做法，認為升國旗是
讓師生表達對國家感情的機會，
亦是教學的一部分，並指有學校
倘遇到特別情況要取消升旗禮，
則可與局方討論，局方願提供支
援。
楊潤雄昨日在出席活動後見媒體

時強調，香港是中國一部分，大家
都是中國人，國慶是每一個香港人
的國情，因此每一個香港人都應該
參與國慶活動，而在學校內，升
旗、奏唱國歌均是師生表達對國家
感情的機會，而升旗或奏唱國歌，
亦造就教學機會，令同學能學懂並
尊重國旗和國歌。

他強調，教育局一直有通告建議
學校在包括國慶日在內的重要日子
進行唱國歌或升旗活動，學校亦可
藉此進行相關教學，認為今年大家
可以繼續依據過往做法，繼續進行
升旗及唱國歌的活動，並指有個別
學校倘因某些情況今年不進行升旗
禮，亦可與局方討論，局方樂意提
供意見。
香港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越是艱
難的時候，升國旗就越有教育意
義，倘為了避免眼前的「衝突」而
取消升旗禮，可能會產生更大的問
題。
他續說，舉行國慶日升旗禮是國

民道德教育的指標，應該堅持，若
學校擔心國慶升旗禮會受到滋擾，
應提前做好相關工作，包括解釋國
旗的意義、升旗禮的注意事項、升
旗禮的含義、新中國的來之不易等
等，從校長到老師，層層深入，若
仍有學生干擾升旗禮，則應按校規

處理和追究。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在學校

舉行國慶升旗禮是應有之義，學
校、老師、校長，都有責任堅持國
慶升旗禮，不能因為社會風波和波
折而放棄原則。他直言，國民教育
面臨重重困難，而且不斷被「污名
化」，表達愛國情感卻被當做「異
類」，亦是香港才有的情況，希望
教育工作者能在自身崗位上堅持不
懈做好道德教育。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亦反對

某些學校取消升旗禮的做法。他直
言，青少年容易受到社會上極端思
潮的感染，此時學校和教育工作者
更應發揮作用，協助同學從仇恨、
怨恨的情緒走出來，當學生對國旗
有「情緒」時，更要用升旗禮教育
學生，而不是逃避。
他建議，若有校外人滋擾升旗禮

秩序，均可報警處理；若校內出現
針對升旗禮的「示威」，則需要跟
進、輔導和教育相關學生。

教局：不認同學校取消升旗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
文）「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
代表團（HKIAD）」近日不僅
向西方主子搖尾乞憐，繼鼠竄
美國後，本周一又與棄保潛逃
的「港獨」組織「本民前」前
召集人黃台仰沆瀣一氣，到瑞
士日內瓦散佈謠言、唱衰香
港，企圖以此騙取歐盟國家為
暴徒提供所謂「政治庇護」，
以逃避法律責任，又乞求聯合
國向特區政府「施壓」云云。
多名香港政界人士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有關人等
不斷鼓吹暴力、撒謊成性，並
相信其抹黑香港、打擊警隊及
特區政府的目的注定不會得
逞。

聯黃台仰散播謠言
黃台仰和「香港大專學界國

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邵嵐、
代表梁耀霆日前與歐盟28國駐
聯合國大使及聯合國人權事務
高級專員辦事處代表見面時，
大肆散播謠言，包括聲稱「警
察對示威者施行性暴力」、
「香港警察『嚴重濫權』」，
更妄自對香港法治指手畫腳，
聲稱暴徒容易受到「極端判
決」，更暴露「港獨」嘴臉聲
稱香港淪為「警察國家」云
云。
嘗到逃避法律制裁甜頭的黃

台仰，恬不知恥地「呼籲」歐
盟成員國給暴徒提供「政治庇
護」，允許有案底的暴徒在歐
盟地區申請簽證，並乞求聯合
國繼續向特區政府「施壓」云
云。

青年民建聯主席施永泰強調，香港是
中國的一部分，香港事務屬於中國內
政，特區政府絕對有能力處理本地事
務，香港司法獨立，尊重人權，香港人
享有言論自由，回歸後從沒有香港人因
政治見解、宗教、特定社會團體成員的
身份而受迫害，所謂「政治犯」一說在
香港根本不存在。
他批評，「大專學界」和黃台仰到聯

合國「睜着眼睛說謊」，將責任全推卸
到警方及特區政府身上，絲毫不提暴徒
的暴力行為，認為一干人等此行的目的
就是抹黑香港、打擊警隊及特區政府的
國際聲譽，相信醜陋居心既不會得逞，
亦不會得到香港巿民的支持。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譴責縱暴派、

煽暴派經常遊走歐美國家及聯合國唱衰
香港，對國際社會造成誤導。他直言，
如今香港社會亂象頻生，嚴重影響經濟
及民生。
他續說，如今修訂《逃犯條例》草案

亦已正式撤回，更需要全社會共同對
話、探討，為香港找到出路。他建議，
縱暴派應立即收手並集中精力與特區政
府對話，尋找共識，為香港重回正軌走
出理性的一步。
對一干人等造謠抹黑警方，顏汶羽認

為，若有人真的認為警方過分使用武
力，理應挺身舉報，交予香港聞名於世
的司法系統處理。

■有女學生疑不滿被男記者「影到大頭」，揚言
「私了」記者。 網上片段截圖

▲戴健暉曾在fb詛咒警察子女。 資料圖片

▶賴得鐘網上發佈咒罵仇警圖片。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