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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促教局嚴肅跟進違規師
2019年12月11日（星期三）

逾300中學都有學生被捕 證暴力滲校影響師生家長人身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自修例風波以來，泛暴派不斷煽動年
輕人參與違法行動，其中最令人擔心的是有人以教師名義煽暴甚至帶領
學生參與違法行動。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政會議前向記者表
示，修例風波至今，被捕者中接近四成是學生，而六成中學都有個別學
生被拘捕，反映暴力進入校園的情況嚴重影響了師生、家長的人身安
全。她已要求教育局局長對違規或被捕的老師嚴肅跟進。她又譴責有少
數暴徒縱火破壞以至污衊特區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是在踐踏香港的法
治精神。

泛暴派中身為教師者，不斷向同學生灌
輸反政府、仇警的思想，更鼓吹學生

參與違法的「抗爭」。自開學後，有身穿
校服的中學生參與堵路甚至襲擊不同意見
的市民。最新一宗發生在前日，警員在天
平邨一帶巡邏期間截查可疑人等，檢獲一
批已經裝上釘的膠管、3罐白電油等物品，
並以涉嫌非法集結及藏有攻擊性武器拘捕
12 人，其中 6 人是學生、1 人報稱教師。同
日，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的香港華仁書院
一處露天地基更發現土製炸彈。
林鄭月娥昨日指出，反修例風波至今已
有超過 6,000 人被捕，其中接近 40%，即
2,393 名是學生。在中學生裡，差不多有超
過 300 間中學都有個別學生被拘捕，而警
方前日拘捕了一名教師和數名同學，涉嫌
部署堵路或其他違法的行為，還在一間中
學附近發現一些破壞性很高的炸彈。
她強調，暴力進入校園將會令學校、家
長、學生的安全受到影響，她已要求教育
局局長對違規或被捕的老師要嚴肅跟進，
並呼籲各間學校能夠依照 11 月 21 日教育局

局長發給所有官校和資助學校的信件，阻
止學生繼續參與違法行為、遠離暴力地
方，保障學生的人身安全。

譴責終院高院縱火踐踏法治
林鄭月娥並譴責有少數暴徒針對特區終
院和高等法院作出縱火破壞以至污衊的行
為，而社交媒體近日亦出現了針對個別法
官、說要滋擾他們或制裁他們的言論。
「這些行為已經把香港推進一個非常令人
擔心的境地，因為法治和獨立司法是我們
的核心價值，無論對於商界的投資、市民
的保障，都是至為重要，所以特區政府是
絕不容忍這些破壞法治的暴力行為。」
被問及特區政府會否再回應所謂的「五
大訴求」時，林鄭月娥重申，特區政府亦
一直用心聆聽、了解市民在遊行中提出的
訴求，並希望能夠做出讓市民感受到政府
誠意的回應，但對違反法治精神、踐踏一
些重要原則底線的「訴求」，特區政府都
無法作出回應，譬如要求特區政府「特
赦」，即釋放所有該事件中的被捕者。

■林鄭月娥表示，她已要求教育局局長對
違規或被捕的老師嚴肅跟進。
中通社
她續說，雖然無法回應這些「訴求」，
但仍然願意檢視這次事件反映的社會問
題，希望在未來日子裡，香港能夠更有能
力可以紓解市民的怨氣，讓市民有更好的
生活。

播
「換班子」
謠言 對港無幫助
針對泛暴派不斷散播謠言，包括「中央
將考慮改組特區政府問責班子」，企圖製
造社會不安，林鄭月娥昨日坦言，過去數
個月，一直有關於問責團隊改組的猜測和
謠言，包括主要官員，也可能包括行政會
議，但目前的首要任務是恢復香港的法律
和秩序，確保香港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繼續
向前發展，改組班子並非迫在眉睫的任
務，並批評所有謠言和猜測對香港都沒有
幫助，希望不要進一步傳播。

■林鄭月娥指出，自 6 月反修例風波至今，差不多有超過 300 間中學都有個別學生被拘捕。
圖為上月有穿校服女生夥暴徒「私刑」清路障司機。
資料圖片

30 教師違操守 教局研懲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特首林
鄭月娥昨日明確要求教育局嚴肅跟進違規
與被捕教師，局方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強調，十分重視教師專業操守及學生行
為，從 6 月中至 11 月初，局方已就 106 宗
與社會事件有關的教師專業操守個案展開
調查，初步完成的 60 宗個案中，約 30 宗
初步成立，正考慮應作出的懲處。針對前
日上水一宗教師被捕個案，局方亦已要求
其學校考慮將該教師停職。
教育局回覆已初步完成了 60 宗個案調
查，包括早前已發出譴責信的兩宗個案，
即在社交網站發表「黑警死全家」的嘉諾
撒聖心書院通識科教師賴得鐘，以及詛咒

煽暴派大台搞所謂
「612
人 道 支 援 基
(3
金」，叫大家捐錢支援

「義士」，但就一再俾
人質疑攬住嚿錢唔鬆
手。有「義士」就化名「D 小姐」向
傳媒爆料，話「612」唔肯批資助，
搞到佢只可以用法援下素未謀面嘅律
師。唔少網民都鬧爆，連民主黨中
委、候任觀塘區議員梁翊婷都喺 facebook 開 post 大鬧︰「明明係香港人的
錢，邊個授權你去審批？」結果引嚟
「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留言罵戰，
質問佢咁樣「係咪互相尊重」。大台
咁「唯我獨尊」，有網民就揶揄梁翊
婷今鋪得罪方丈︰「妳死啦！
『612』都夠膽鬧。」
《明報》噚日（周二）刊出「D 小
姐」嘅訪問，D 小姐話自己喺法援資
助下，因為超出資助限額，無辦法起
用原本嘅律師團隊，佢轉而向
「612」申請資助，但就俾人拒絕，
最終只可以用素未謀面嘅律師，自己
仲因為咁而徬徨到喊，「突然同我講
律師無咗，『612』又唔肯畀錢我打
官司，我覺得咩都無晒。」
「612」嘅信託人之一、嶺南大學副

教授許寶強回應《明報》時話，擁有
「無限資源」嘅法援制度可以為大家提
供更大保障，認為有啲人冇辦法由「心
儀法律代表協助」，唔等於佢嘅法律權
利無法行使，仲好絕咁比喻話大學讀唔
到某一科，都唔代表冇讀書。
呢啲咁嘅卸膊言論，當然引起唔少網
民聲討，紛紛問「612」收埋啲錢做
乜，「Timmy Poon」就精準比喻︰
「即係例如我捐錢俾（畀）你醫病，就
係想你去搵私家醫生，點知個『基金』
叫你去公立醫院排隊先……×。」

「基金」叫人申法援 議辦都識做
梁翊婷亦睇唔過眼，喺 fb 開 post
鬧︰「『612』叫人申請法援，申請
到，就唔支援？咁唔駛（使）你搞
啦，申請法援我議辦都識做啦！……
明明係香港人的錢，邊個授權你去審
批？Who are you（你係乜水）？」
佢認為，「612」應該嗱嗱聲幫人，
「唔夠錢就再同香港人籌，唔好阿支
阿左揀 case（個案）做。愈係咁，大
家愈唔想再捐比（畀）『612』。」
呢番人話好快就遭到其他人嘅攻
擊，包括陳皓桓就留言罵戰，質問佢
先申請法援有咩問題，又話做得「基

金」就要有審批，否則就直接做派錢
嘅組織算。咁點解唔做派錢組織呢？
佢又兜話「法律上極危險」喎。陳皓
桓仲好寸咁問，咁唔信「612」，咁
咪去搵「星火」或「學聯」囉，反問
梁翊婷「如果下下即×，係咪互相尊
重？」
梁翊婷就留言暗示「612」向來多
問題，但大家本住「唔分化」先唔出
聲。陳皓桓繼續勞氣反問︰「有無搵
過信託人講過？」講到好似信託人話
搵就搵到咁。梁翊婷話有，仲好沙膽
咁話︰「一班老將唔好躲在『信託
人』三隻字後面吧！」陳皓桓就要佢
公開細節畀公眾知，梁翊婷就暫時未
有回覆。
都有唔少人撐梁翊婷開聲講人話，
「Ho Hin Fishman」反問︰「如果基
於法援係政府錢一於洗（使）咗先呢
個原則嘅話，咁整 612 嚟做乜×嘢？
如果唔信任就搵『星火』唔搵
『612』， 咁捐咗啲錢可以洗（使）
去邊？畀『民陣』買音響，唔信任唔
係要監督下點樣善用呢批款項嘅
咩？」「KC Chan」亦話︰「千瘡百
孔，今次運動揭曬（晒）出嚟。」
大 台 就 點 都 有 人 撐 嘅 。 「Suen

■梁翊婷喺 fb 開 post 大鬧「612 人道
支援基金」。
fb截圖
Yip」話︰「唔准妳鬧『612』。星火
直頭唔公開收支㖭呀！」「Westlake
Tang」亦「提醒」梁翊婷︰「你好似
係候任區議員 wo（喎），身份唔同左
（咗）就諗清楚先再講野（嘢）la
（ 啦 ） 。 」 「James Pang」 揶 揄 ︰
「我諗四年後，私怨公怨加加埋埋，
阿梁小姐倒嘔幾千票都唔夠還。」
「ChiChung Choi」亦恥笑︰「佢真
係唔係撈㗎喎！出呢段嘢，問左
（咗）胡志偉（民主黨主席）未？」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六大學擬下月起陸續復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黑衣
魔上月肆虐香港各所大學，縱火、破
壞等暴行，令校園化為焦土。如今黑
衣魔作鳥獸散，各校亦加緊復修工
作，受損較嚴重的理工大學校園仍需
關閉，該校校董會昨日舉行會議探討
重開校園。同時，多所大學亦正計劃
於下月初開始，陸續安排下學期復
課。

理大校董會昨日簡報了校園復修及
環境評告等安排，校方將於明日有限
度准許部分教職員，確認知悉風險後
進入指定範圍，稍後才知悉何時能重
開整個校園。而大學教務處日前向學
生發出電郵，指第二學期將於下月 13
日開學。校方將預留首兩星期，進行
第一學期尚未完成的考試，而正式授
課日將於2月3日開始。

校園同樣大受破壞的中大，則暫定
於下月 6 日開學。由於港鐵大學站仍
未重開，校方有意安排接駁巴士，在
大埔墟站接載師生回校。
在其他大學方面，教大下學期開學
日將由下月2日延至1月6日。浸大、
城大同於下月13日開學。港大則按校
曆表，把下月20日定為第二學期開學
日。

高院下令禁蒙面法失效 政府上訴下月初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高等法院上
月裁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下稱「緊急
法」）和《禁止蒙面規例》（下稱「禁蒙面
法」）「違憲」，下令「禁蒙面法」失效，
特區政府就裁決及命令提出上訴，同時要求
法庭暫緩執行裁決，原訟庭早前頒令暫緩判
令至 11 月 29 日。律政司其後向上訴庭申請
延長暫緩生效，直至上訴有結果為止。上訴

庭在收取與訟雙方書面陳詞後，昨日頒判詞
拒絕律政司要求。換言之禁蒙面法即時失
效，政府的上訴已排期在明年 1 月 9 日開
審。
律政司今次的申請，由高院署理首席法官
潘兆初和上訴庭副庭長林文瀚共同審理，兩
人判決一致，並由潘官撰寫判詞。判詞內容
說明拒絕再批出暫緩執行令的理據，包括認

為暫緩執行命令並不能「有意義」地協助政
府，以及有效、快速解決本港法治秩序的情
況。政府亦未能證明在等候上訴期間，有需
要利用「緊急法」處理本港情況，因此拒絕
政府的申請。
判詞指，本港的法治秩序雖然仍受到持
續的暴力嚴重威脅 ，但認為對「禁蒙面
法」的裁決上訴，已排期明年 1 月 9 日進

■理大日前
向學生發
信，指第二
學期開學日
將於明年 1
月13日。
理大學生報
編委會
fb截圖

警協籲「謊匠」慎言 勿讓港成「謊言之城」

「乳鴿」鬧爆「612基金」唔批錢 網民諷「得罪方丈」

警察子女「活不過 7 歲」及「20 歲前死於
非命」的真道書院教師戴健暉。局方指約
30宗初步成立，正考慮應作出的懲處。
至於被捕教師數目，由於涉及法律程
序，教育局表示現階段不便置評。惟發言
人強調，如確立教師有違法行為，他們除
了要承擔法律責任外，教育局會根據《教
育條例》嚴肅跟進，若情況嚴重，可以取
消其教師註冊。
警方前日凌晨在上水天平邨拘捕 12 人，
涉嫌非法集結及藏有攻擊性武器，其中 1
人報稱為教師。教育局回覆指，已要求學
校應履行其作為僱主，以及確保學生安全
的責任，考慮暫停該教師的職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泛暴派不斷散
播針對警隊的謠言，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
偉日前向會員發信，指香港成為「謊話之都」，
別有用心的政客為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每
天堆砌謊言抹黑特區政府及警隊，意圖將暴徒的
違法行為合理化，將依法執法者妖魔化。他呼籲
顛倒是非、歪曲事實的「謊匠」，包括部分現任
或候任議員，要謹言慎行，不要讓香港成為「謊
言之城」。
林志偉周一向會員發表《主席隨筆—假的真不
了》。信中指，暴徒和亂港分子有一套「獨特邏
輯」，即違法的行為多人參與會成為「正當」，
虛假的事多人去講會成為「事實」。今年 6 月至
今，有人不斷捕風捉影，大量捏造子虛烏有的指
控，並鋪天蓋地以各種手段宣揚無事實根據的
「文宣」，意圖迷惑人心，尤其是心智未成熟的
人。
他批評，自詡受過良好教育的政客和社會人
士，不單沒有阻止流言蜚語加深社會撕裂，反而
繼續煽風點火，助長謊話隨仇恨蔓延。
林志偉舉例，有現任或候任議員在近日遊行前
後向傳媒稱，「只要警察克制，遊行便會和平進
行」，又謂「警方刻意製造混亂」，煽動市民不
信任警方，又要求「港鐵不要隨意停止服務」云
云。

林志偉批顛倒是非歪曲事實

他批評，這些言論將過往衝突的始末因果倒
轉，顛倒是非，歪曲事實，居心叵測。對有人被
搜出槍械，意圖在遊行期間製造事端，及用汽油
彈向法院縱火等事實，這些人卻三緘其口或輕輕
帶過。
林志偉並提到，有人以「黃藍是政見，黑白是
良知」作為示威口號，前半句是指不同政見應該
被尊重和包容，前提是不以違法的手段表達，後
半句原本也很簡單，只要有良知的人都應該懂得
分清黑白對錯，「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他直言：「當良知被滲入了歪理及堂而皇之的
政治目的，當罔顧事實的抹黑成為政治宣傳的手
段，黑白已不是如此容易去辨清。」

連篇謊話不能換取市民信任

但林志偉深信，以連篇謊話蠱惑人心絕不能換
取理性市民的信任和支持，更不能達成某些人口
中的「崇高目的」，「謊匠們，不要讓香港成為
謊言之城，請謹言慎行。」

行，須考慮是否仍有需要頒下暫緩執行裁
決的命令。

官：終院高院被縱火已受譴責
判詞認同現時香港公共安全正處於危險狀
態，並提及上月區議會選舉，雖沒發生大規
模衝突，但持續有示威者響應網上鼓動，戴
上面罩聲援留在理大校園的示威者；周日
（8 日）的大型遊行大致和平，但沿途仍有
部分商店和銀行受破壞，其中最令人擔憂的

是特區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入口遭到縱火，
有關行為已受到廣泛譴責。
對政府關注法庭的決定會給予公眾錯誤信
息，或鼓勵示威者蒙面並進行暴力行為和破
壞。
法庭認為，公眾會理解正確及清晰的信
息，又強調今次裁決並非鼓勵或寬恕任何在
「禁蒙面法」下被捕的人，也不代表法庭鼓
勵或縱容任何人參與「禁蒙面法」所禁止的
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