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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教育人員職工會前日發出最新一期會
員通訊，刊登題為「庸官誤港，禍國殃

民」的聲明。聲明指，教育局每個新學年開
始前都會舉辦新入職教師研習班，今年8月
中也不例外，包括邀請了課程發展處
（CDI）「專家」擔任「基本法：學與教的
支援」研習班課節的講者，惟對方採取了
「不恰當、不尊重的態度」向參加者介紹基
本法，是「公然讓莊嚴的基本法蒙羞」。

會長被指「干擾證人」
聲明續指，基於事態的嚴重性，該會在收

到個案後，隨即向負責課程發展的「副常任
秘書長（五）」發出電郵，作出正式投訴。
課程發展處行政組於一個月後作出回覆，承
認有關人員在介紹基本法的表達手法上「有
改善的空間」，但同時聲稱「已回訪一些當
日參加者以了解其觀感」，憑此否認有關做
法對受眾帶來任何負面影響。處方並指稱職
工會會長「在調查進行期間干擾證人」，影
響調查結果，造成不公。
職工會聲明反駁，會方在接獲會員投訴

後，必先核實投訴中的基本資料，確定無誤
才作出跟進工作，並不存在干擾調查之說。
同時，會方強調在不涉及或未有警方司法介
入的情況下，沒有任何人士或團體組織可有
獨霸調查的權利。
同時，職工會還批評課程發展處所謂「回

訪參加者」的調查伎倆「幼稚」，一來參加
者背景存疑，難保不存偏見；二來處方並無
交代會見人數、取樣方式及發問問題等關鍵
資料。

質疑圖卸「修例風波」責任
職工會質疑調查過程疑點處處，令人懷

疑背後另有動機，「為的可能不單只包庇

個別犯錯人員，而可能是希望輕輕帶過，
轉移焦點，掩蓋事實，用以推卸檢討CDI
在『修例風波』所引發眾多學生參與暴動
一事上所應負的責任和所應作出的整改行
動！」
聲明指，會方因不想再在傷口上灑鹽，是
故未能進一步提供上述課堂的細節。香港文
匯報昨日嘗試向會方查詢詳情，惟截稿前未

獲回覆。教育局在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時則
確認已接獲相關投訴，並正按照既定程序作
出跟進，現不會對任何正按機制跟進的個案
發表評論。
發言人並呼籲，任何人士或工會不要向外

界單方面發佈任何未經證實或未經相關人士
同意發放的資訊及意見，以免影響調查及侵
犯有關人士的權利，或引起公眾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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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有課程發展處「專家」以

「不恰當、不尊重的態度」向

新教師介紹基本法。職工會就

此作出投訴，但被處方有關官

員反咬「調查期間干擾證

人」。職工會在通訊中否認指

控，並質疑有人故意打壓告發

者，以包庇個別犯錯人員，呼

籲處方應及早掃除歪風。教育

局昨日確認正跟進投訴，表示

不會對任何正按機制跟進的個

案發表評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拔萃女
書院通識科教師楊子俊因參與6月12日
金鐘示威被警方拘捕，社會各界狠批其
行為教壞學生，枉為人師。日前，他在
個人facebook網站宣稱已獲警方「無條件
釋放」，更聲言日後會「繼續戰鬥」，
不排除有人暗示未來仍會參與違法行
為。有網民對此直言「無天理」，質疑
楊子俊只是僥倖逃過法網，並慨嘆家長
只能自求多福，提防「黃師」誤人子
弟。

網民：僥倖甩身無悔意
楊子俊前晚在facebook發文，宣稱下午

到警署報到及「踢保」後，已被警方
「無條件釋放」。「當然，警方有權在
未來再次拘捕我，但在這4個月時間，警
方仍找不到證據作檢控，我認為這已足
以証（證）明事情的真相」。最後。他
公開聲言：「為了所有戰友，我會繼續
戰鬥」，為所謂「五大訴求」繼續「行
動」。
為人師表卻帶頭參與暴力行為，僥倖
脫罪後毫無悔意，更繼續鼓動大眾「繼
續戰鬥」，不少網民均表示難以接受。

「Ho Wong」直言：
「老師喎！有冇做自己
知！找不到足夠証
（證）據吾（唔）代表
你冇做！係呀你吹得我
脹咩？咁樣心態是老師
所為？」「Ryan」亦
批評道：「咩邏輯？找
不到證據就一定等於
真相？我只能話你太
好彩了！」
「Philip P. H.

Wong」揶揄：「即係
等 於 啲 賊 話 冇 畀
（俾）警察捉到就等
於冇做錯嘢。」「Wong Gigi」就有感而
發：「實實在在證明，香港係講證據
的，警方唔夠證據提起訴，佢仍然可以
平平安安，無穿無爛咁走出來。唔似啲
蠻不講理嘅暴民，佢話你有罪就有罪，
圍人打左（咗）先算，仲要話人抵死。
多謝呢位老師證明警方的公正依法辦
事。」
有網民則慨嘆楊子俊至今仍在任教，

擔心其「思想」影響學生。「Yan Yan」

說：「有咁既（嘅）黃師，點會有好學
生！」

曲線證警方公正依法辦事
「Fong Chio」就說：「可悲的是這些

老師根本沒有去傳道授業解惑，而是以
身作則教導學生去反中亂港，禍害社
會，去當肆意破壞自己美好家園的暴
徒！誤人子弟，這真是香港教育的悲
哀！」

女拔「黃師」獲放生 聲言繼續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18歲

男學生許添力於本月13日「全港十八
區」騷亂中，在港鐵觀塘站外以利器
割傷警員X的頸部，被控一項有意圖
而傷人罪，本月18日在東區裁判法院
提堂時被拒絕保釋。他被還押8日
後，昨（25日）向高等法院申請擔
保，陳慶偉法官在聽取控辯雙方陳詞
後，再度拒絕被告保釋申請，案件押
後至12月27日再訊。被告的聲援者
在得知結果後，重演上周在東區法院
的故伎，一度在庭上叫囂及指罵控方
代表，又向被告大叫：「細路頂住
呀！加油呀！」
被告許添力，報稱學生。控罪指
他於本年 10月 13 日在港鐵觀塘站
A1出口天橋，意圖使軍裝警員X身
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及惡意傷害
他。陳慶偉法官昨日指，控罪非常嚴
重，受傷警員的傷勢不能以輕微來形
容，而針對被告的證供非常強，案發
經過亦被傳媒拍攝下來。
陳官又引述他早前審理的案件，指

兩名老翁起爭執後，其中一名老翁兩
度拳擊對方的頭部，導致他人死
亡，最終被陪審團裁定謀殺罪成。
陳官稱，所有襲擊均可以導致嚴

重後果，當中以利器插頸是極度嚴
重的行為。陳官擔心若被告保釋外

出候訊重犯機會高，以及會傷害自
己，故拒絕其保釋申請。

支持者再於庭上辱罵控方
昨日有20多名市民到庭旁聽，當中

有被告的支持者，當許被拒絕保釋
後，有人情緒激動，陳官隨即離開法
庭，此時在犯人欄內的被告仍未離
開，有數名中年女子向他大叫：「細
路頂住呀！加油呀！」
當被告離開後，聲援者仍在庭上大

吵，有人指罵控方：「死八婆」、
「天理呢？法治呢？喺邊呀？」，其
間有法庭人員喝止：「法庭重地，唔
好嘈」，並要求他們立即離開法庭。
被告許添力上周五（18日）在東區
裁判法院提堂時，同樣有支持者在散
庭時叫罵。當日辯方為被告申請保
釋，但主任裁判官錢禮考慮案情嚴
重，而且證供甚強，認為許有風險不
依期應訊及重犯，因此駁回其保釋申
請，許須還押至12月27日再訊，交
由懲教署看管。
集結在法庭的聲援者在被告被帶離法

庭時，大叫「細路頂住啊！加油！」、
「天理喺邊呀」、「知唔知點解會有遺
書啊？」其後又對制止的庭警粗言辱
罵，聲援者其後聚集在囚車出入口，不
斷拍打押送許的囚車車窗及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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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會批評教育局涉嫌包庇涉事
人員，更意圖推卸「修例風波」中
的責任。 會員通訊截圖

■教育局安排「專家」向新入職教師介紹基本法，被指「態度不恰當、不尊重」。圖為2017年教育局
在簡介會上向教師簡介包括基本法教育的課程指引。 資料圖片

■有網民擔心涉事的楊子俊會影響學生。圖為楊所任教的拔
萃女書院，上月初有校友在校外集會向校方施壓。資料圖片

黃之鋒參選南區海怡西選區的提名仍未獲確
認之際，選管會宣佈改由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
蔡亮，兼任該區的選舉主任。黃之鋒聲言事件
「非常不尋常」和「前所未見」，稱這與政府
要取消他的候選人資格有莫大關係，更指國際
對他參選區議會選舉相當關注，若DQ他只會
引來更多輿論批評。黃之鋒是典型的「港獨」
分子，一再跑到外國唱衰香港、勾結「台獨」
推動「港獨」，一定要DQ黃之鋒，絕不能讓
其參選，否則等於放暴力、「港獨」分子進入
建制架構，對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維護香
港繁榮都遺禍深遠。

黃之鋒所屬的「香港眾志」長期鼓吹所謂
「香港自決」，其黨友周庭去年被裁定參選
立法會港島區補選提名無效。高等法院在周
庭被DQ司法覆核一案中已表明，法例的要求
並非只是一種形式上的表態。單單簽了聲明
並不足夠，選舉主任在查詢可疑個案時，不
能簡單接受其一面之詞作為辯解，必須全面
審視其過往言行，一切決定必須基於客觀事
實，而非僅憑參選者對選舉主任查詢所作的
辯解。因此，判斷黃之鋒是否符合參選資
格，不能聽他怎麼說，而要看他怎麼做。

黃之鋒此次以所謂「泛民徵召」的名義參
選，是欲蓋彌彰、做賊心虛。他一向言行表
明他是徹頭徹尾的「港獨」分子。過去幾年
來，他一直推動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案》，不但與「港獨」藝人何韻詩到
美國國會「作證」，更扭曲事實，唱衰香

港，甘當美國鷹派政客的扯線公仔，賣力反
中亂港。

在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簡介會上，黃之鋒更
率領「港獨」分子暴力「踩場」，高喊「港
獨」口號衝擊簡介會，向選舉主任施壓，簡
介會被迫腰斬。此暴行被強烈質疑：「未入
閘已經做出暴力衝擊行為，入閘還得了！」
早前，他已向美國國會交了18區選舉主任名
單，助擬定制裁名單。黃之鋒昨日又說，國
際對他參選區議會選舉「相當關注」，若DQ
只會引來「更多輿論批評」，更聲言一直有
跟法律團隊探討，一旦被DQ後在本地以至國
際層面的「跟進行動」云云。由此可見，黃
之鋒向政府及選舉主任施以十分嚴重的政治
壓力和暴力威脅，公然破壞選舉的公平和公
正。

區議會選舉的安排是在基本法框架下進
行，是特區政府建制內的操作，黃之鋒公然
阻撓政府正常運作，凸顯出他並非真心擁護
基本法、效忠特區政府。政府必須嚴肅跟
進，依法作出檢控，防範事件重演。

此次區選有多人主張所謂「光復香港、時
代革命」竟然能「入閘」，例如朱凱迪、張
秀賢等等，情況令人擔憂。特區政府在遏止
暴力和「港獨」方面，不能掉以輕心，現在
有選舉主任似乎未把握好參選準入分寸，為
香港未來的法治安定埋下重大隱患，政府必
須正視問題的嚴重性，不能重蹈覆轍。

DQ黃之鋒 不容暴力施壓破壞選舉
美國副總統彭斯當地時間24日發表講話，對

中國內外政策進行無端指責，罔顧事實地稱香
港黑衣魔的暴行是「和平示威」。彭斯的言論
美化暴力，替煽暴派撐腰，給暴亂火上加油，
暴露出禍港反中的險惡用心，必然遭到港人在
內14億中國人民的同聲譴責。香港事務純屬中
國內政，決不允許任何外部勢力干涉，彭斯既
然聲稱深受黑衣魔「啟發」，不如將暴力引入
美國，讓暴行在美國「遍地開花」、築起自己
的一道「美麗的風景線」好了。

彭斯去年 10 月也發表了對華措辭強硬的演
說，譴責中國干涉美國政治，包括指控中國在
南中國海進行軍事化；對發展中國家實行「債
務外交」等。時隔一年，彭斯再次在美智庫發
表中國問題演講。今次演講的言論與其去年的
演講內容如出一轍，根本老調重彈。

他將矛頭指向中國，在經貿、香港、台灣、
民族宗教、國際合作等問題上橫加指責，當中
充滿了政治偏見和謊言，流露出十足傲慢和虛
偽，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此表示強烈憤慨和堅
決反對。

彭斯在談到香港近期的違法暴力活動時，竟
然稱是「進行和平示威」，「代表香港發
聲」，完全對黑衣魔的違法暴力惡行視而不
見，完全罔顧事實、顛倒是非。由今年 3 月
起，彭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眾議院院長佩
洛西等一眾以反華著稱的美國政客，先後與黎

智英、陳方安生、李柱銘等「禍港四
人幫」頻繁會面，面授機宜；

「港獨」分子黃之鋒、羅冠聰等人更被拍到與
美國駐港人員密會。

在連串街頭暴力衝擊中，美國國旗越舉越
多，更出現了大量的外國人身影。黑衣魔及縱
暴派向美國示好，企圖乞憐美國庇護、撐腰，
如今彭斯對黑衣魔讚賞有加，正正暴露美國在
香港問題上下其手，唯恐香港不亂，美國正是
香港亂象的幕後黑手。彭斯假惺惺地敦促香港
的示威者「維持非暴力抗爭的路徑」，多麼虛
偽可笑。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決不允許任何外部
勢力干涉。以彭斯為首的一小撮美國政客對香
港問題說三道四，造謠污衊，目的是要干涉中
國內政，藉搞亂香港阻撓中國的穩定和發展，
中國人民絕不會答應。

彭斯對香港和中國問題指手畫腳、頤指氣
使，卻對美國自身存在的種種嚴重問題熟視無
睹，企圖通過詆毀中國轉移美國公眾的視線，
掩飾美國的政治弊端和社會矛盾。既然彭斯認
為支持香港的示威者也深受「啟發」，那麼，
請彭斯把香港黑衣魔肆意打砸燒的「美麗風景
線」引入美國，在美國「遍地開花」。

美國元老級資深外交家傅立民近日接受《紐
約時報》專訪時指出，香港的暴力示威者沒有
捍衛「港人治港」的原則，只會引致「港人滅
港」，這些人不應該受到外國同情。希望港人
看清彭斯等美國政客禍港反中的圖謀，團結一
致為本港和國家利益而奮鬥，防止香港淪為遏
制中國崛起的棋子。

彭斯美化黑衣暴力用心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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