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黃教材」播毒 官校教師停職
5師違專業操守被譴責 一人接警告信

2019年12月21日（星期六）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2121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19年12月21日（星期六）

A5 ■責任編輯：曲 直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上月中旬
逾千黑衣魔佔據理工大學堵路及塞紅隧，警
方「圍點打援」包圍理大勸降期間，泛暴派
煽動數千黑衣魔由油尖旺湧往理大「救
人」，用汽油彈瘋狂攻擊防暴警察，不少未
成年學童更被利用慘成「炮灰」，警方在油
尖旺一帶拘捕數百人，包括同為14歲的男女
童，日前控以參與暴動罪，將於平安夜提
堂。
11月18日警方包圍理大期間，大批暴徒
被煽動到油尖旺一帶集結，當中不乏未成年

學童，其間暴徒不斷衝擊警方防線，企圖令
留守理大的黑衣魔逃出。

兩男童東涌毀店舖被捕
警方當日下午在油麻地一帶進行驅散行

動。其間，有暴徒衝擊警方防線，警員驅散
拘捕大批暴徒。一隊警員在靠近理大的加士
居道，拘捕兩名同為14歲的男女童。案件交
由商業罪案調查科跟進，經調查及諮詢法律
意見後，兩人前日被落案控以一項「參與暴
動」罪。案件將於下周二（24日）上午在東

區少年法庭提堂。
在他們被捕翌日（11月19日）的清晨6
時30分，再有未成年人士被煽動到大嶼山
東涌一帶打砸搶搞事，逸東邨商場內有食
肆及店舖被4名蒙面男子刑事毀壞。大嶼山
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經深入調查後，
前日（19日）在逸東邨一單位內，以涉嫌
刑事毀壞拘捕兩名分別13歲及14歲男童。
兩人扣查後暫准保釋，須於明年1月中旬

向警方報到。警方不排除有更多涉案者被
捕。

衝擊圖助理大魔鼠竄 兩14歲童被控暴動

楊潤雄表示，過去半年有教師發
表仇恨言論，使用內容偏頗教

材，個別更牽涉刑事案件，至今已有
80名教師及教學助理被捕，形容情況
不容迴避或輕視，必須採取更嚴厲行
動，糾正錯誤，保護學生。
因此教育局昨日向學校發信，進
一步說明教育局對學校處理涉嫌違
法教師及違規學生的要求，令學校
在這方面的處理有更清晰指引（見
另稿），學校若偏離指示，局方會
逐一跟進。

《則例》規定涉案可停職
楊潤雄強調，信中一項要點在於要
求學校，如有教師涉及嚴重違法事件
而被捕，應立即將其停職。「被捕當
然不等於最終被定罪，但《資助則
例》已清楚列明，若個別老師已經或
有可能涉及嚴重的刑事訴訟，或涉及
嚴重不當行為，在符合《僱傭條例》
相關規限下，學校可着令其停職。」

對於教協宣稱這是所謂「未審先
判」，楊潤雄解釋停職用意是要保障
學生及學校安全，免受事件影響。
「譬如一個好明顯的例子，如有教師
牽涉性罪行，假如還讓他跟未成年學
生接觸，是否能夠保障學生安全
呢？」
他重申這類的停職安排是專業及適

切決定，絕非「未審先判」，並對該
教師工會因對制度誤解或不理解而作
出失當評論，表示失望。

13教師違規 再犯或釘牌
楊潤雄表示，局方自6月中至11

月底，共收到123宗與教師專業操守
相關投訴，大部分涉及散播仇恨言
論及被指有挑釁行為，其餘包括涉
及不當教材或涉嫌違法等。局方已
完成調查74宗個案，30宗不成立，
另已就13宗完成調查個案作跟進行
動，包括向5名教師發譴責信，1名
發警告信，「如有關教師日後再作

失德行為，局方將考慮按《教育條
例》取消其教師註冊。」
同時，教育局亦向7名教師發勸喻

信，提醒不應作出有損教師專業形象
行為。其餘31宗初步認為有機會成
立個案，局方正等待或考慮有關老師
回應，以決定適當的跟進行動。
楊潤雄提醒，教師一言一行會影響

學生，社會對教師行為是有較高標
準，「所謂在facebook或在網上發出
的（仇恨）『私人言論』，仍然有機
會影響身邊人，更隨時會被轉載發佈
到整個社會」，而這也是局方處理相
關個案的一項考量。
他又提到，局方在接獲投訴個案以

及視學過程中，發現有校本教材偏
頗、主觀，甚至涉及不正當信息。局
方已要求校方停用，並進行調查。當
中有個案涉及一名官校教師，已展開
停職程序，亦會依照公務員規例作紀
律處分，包括考慮他是否繼續適合擔
任官校教師，並會從專業操守的角度

跟進其教師註冊資格。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楊何蓓茵補充

指，上述個案的違規情況不止一次，
而是多次，而有關教材亦存在很多歪
曲價值觀，「不是普通社會道德標準
可以接受的價值觀，而此個案亦有學
生作出過投訴。」惟她亦補充，該個
案與政見無關，教材亦並非全部與近
來社會事件相關。
至於何謂偏頗教材，楊潤雄以貧富

懸殊課題舉例指，「我們教小朋友需
要持平，可以講世界各地的情況，可
以講事實，如貧富懸殊所帶來的問題
等，但不應散播仇富概念。」
楊潤雄又透露，部分學校已經以
僱主身份懲處涉事教師，包括發警
告信、降職、暫緩增薪，將有關老
師調離原來的職務等，以及加強監
管相關老師的校內表現。他並提到
局方接報的津校停職個案有兩宗，
另在所有投訴個案中，兩名教師已
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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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教育局昨日向
全港中小學校校監及校長發信，為學校處理涉嫌
違法教師及違規學生提供更清晰指引。信件清楚
指出，如有教職員涉及與人身安全有關的嚴重違
法行為，或公眾普遍認為嚴重違背道德標準的違
法行為，因而被捕及被檢控，學校應暫停有關教
職員的職務。如有教職員被捕但暫時未有落案控
以任何罪名，學校也應詳細檢視涉及事件的性質
和嚴重性，考慮是否適合容讓他們繼續在校擔任
教學或其他工作。
信中指出，由於教職員有很多機會接觸學生，

教師的言行對學生影響深遠，縱使有關教職員所
涉案件尚未結案，學校必須就他們繼續接觸學生
作風險評估。
至於該如何作出停職判斷，信中指每宗個案情

況不一，難以有一套「指引」讓學校簡易引用至
所有情況。惟作為一般性原則，如教職員涉及縱
火、嚴重傷人、暴動、管有危險品/違禁武器等
涉及人身安全有關的嚴重違法行為，或如販賣或
管有毒品、性罪行、管有兒童色情物品等公眾普
遍認為嚴重違背道德標準的違法行為，學校應為
學生的人身安全和健康成長着想，審慎處理，暫
停有關教職員的職務。一經結案，學校應立刻檢
視有關教職員在校服務的長遠安排。

失德投訴學校可先懲處
關於教師專業失德的投訴，信中表示教育局一

般會要求學校作出調查及提交調查報告。如學校
完成調查後發現情況嚴重，也應考慮涉事教師是
否適合繼續在學校擔任教學工作，不一定需要等
待教育局就其教師註冊有最終決定才作考慮。
教育局先後以記者會及書面解釋做法，清楚指

出有關安排的首要考慮是維護學生福祉。惟立法
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昨日仍然堅稱局方做法是所
謂製造「白色恐怖」云云。

教聯會：言論自由非無限
針對教協稱，教師在社交平台發佈對社會事件的言論，
並非在履行教師專業職責時發放，屬「言論自由範圍」，
被裁定專業失當「並不合理」。教聯會表示對有關說法不
敢苟同，強調教師對學生的影響不僅限於課堂，課堂之外
的一言一行，只要學生能夠接觸，也會為學生帶來深遠的
影響。
會方強調，言論自由並非沒有界限，學生透過社交媒體
接觸到教師的言論，其帶來的影響不容忽視；故不能以言
論自由為藉口，公開散佈不當言論，此舉實屬有違專業操
守。教師當然享有言論自由，但前提是必須保護學生，這
是教育專業之所在。

教
局
：
教
職
員
涉
重
罪
被
控
應
停
職

■上月理大
事件中，數
千黑衣魔衝
擊 警 方 防
線，企圖增
援理大。圖
為 上 月 18
日，警方在
加士居道制
服 多 名 暴
徒。

資料圖片

■曾有疑似恒大教師穿暴徒裝上課。 資料圖片

■楊潤雄昨向全港學校發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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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周
年大會暨澳門特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
重要講話，總結了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的4點重要經驗，並就推動澳門發展邁上新台
階提出4點希望。習主席歸納總結的4點重要
經驗，高瞻遠矚，內涵豐富，貼近現實，揭示
了港澳特區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的基本
規律；4點希望為「一國兩制」在實踐中不斷
探索完善、提升管治實效指路引航。港澳各界
應該認真領會 4 點重要經驗和希望，意志堅
定，齊心協力，致力創造政通人和、繁榮穩定
的局面。

習主席有關澳門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四點
經驗的分析闡述，可謂鞭闢入裡、切中要害，
而且超越一時一地的時空制約。

第一條經驗，是始終堅持「一國兩制」制度
自信。廣大澳門同胞發自內心擁護「一國兩
制」，認同「一國兩制」是澳門保持長期繁榮
穩定的最佳制度。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是
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
也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
佳制度。 四中全會決定把「堅持『一國兩
制』，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促進祖
國和平統一」作為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所

具有的 13 個顯著優勢之一，充分印證

「一國兩制」在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中的
特殊重要地位。澳門回歸祖國20年來的成功
實踐，更彰顯「一國兩制」制度設計的優越性
和生命力。

香港儘管和澳門的情況不盡相同，但澳門成
功實踐「一國兩制」積累的雄厚基礎和豐富經
驗顯示，香港只要對「一國兩制」堅信篤行，
「一國兩制」的優越性就會充分顯現，在應對
和處理「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碰到的新情
況、新問題、新挑戰將更加自信，就不會為一
時之曲折而動搖，不為外部之干擾而迷惘，將
「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和「香港所需，國家
所長」結合起來，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促進香港與內地互利共贏發展。

澳門的第二條經驗，是始終準確把握「一國
兩制」的正確方向。習主席指出，澳門同胞深
刻認同，「一國」是「兩制」的基礎，旗幟鮮
明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秩序，尊重國家主
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正確處理涉及中央和
澳門關係的有關問題。「一國兩制」是一個完
整的概念，要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和「兩
制」的關係。「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
「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澳門特區政府
和社會各界充分尊重憲法和基本法權威，不斷
完善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

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扎實
做好各項工作。

同理，香港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當然也要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
制」差異、維護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和保障
香港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
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結合起來，確保「一國
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
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保障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

第三條經驗，是始終強化「一國兩制」的
使命擔當。習主席指出，廣大澳門同胞以主人
翁意識，自覺站在國家整體利益和澳門根本利
益的立場上考慮問題，把成功實行「一國兩
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作為共同使
命，並把這一擔當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緊密聯繫在一起。

強化「一國兩制」的使命擔當，意味着全面
準確落實「一國兩制」不再流於口號和形式，
而是付諸實實在在的行動，特區政府和社會各
界應該積極探索適合香港的發展路徑，不折
騰、不內耗，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
善民生，堅定不移守護法治，共擔民族復興的
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第四條經驗，始終築牢「一國兩制」的社會

政治基礎，更加有現實觀照意義。習主席指
出，澳門同胞有強烈愛國傳統和強烈民族自豪
感，這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重要原因。
香港更要牢牢把握「一國兩制」的主體要求，
旗幟鮮明弘揚愛國愛港的核心價值，更積極向
青少年深入開展愛國主義教育，使愛國主義精
神薪火相傳，令愛國愛港的核心價值和社會力
量在香港牢牢佔居主導地位，為「一國兩制」
在香港成功實踐奠定更堅實的思想政治基礎。

習主席還提出四點希望：堅持與時俱進，進
一步提升特別行政區治理水平；堅持開拓創
新，進一步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堅持以人
為本，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堅持包容共
濟，進一步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這4點希望，是對澳門特區加強、完善、提
升管治的目標要求，而且完全適用於香港。特
區政府應努力提升管治能力和水平，社會各界
也要全力支持政府依法施政，維護法治秩序，
攜手解決深層次矛盾，推動港澳把握「一帶一
路」、粵港澳大灣區的重大機遇，維護港澳社
會安定、經濟發展、居民安居樂業、多元文化
良性發展的發展勢頭，向世界展示「一國兩
制」作為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完全行
得通、辦得到、得人心。

習主席總結經驗提出希望 指引「一國兩制」實踐譜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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