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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社交網站上載「黑警死全家」頭像、

被教育局發譴責信嚴正警告的嘉諾撒聖心書

院通識科教師賴得鐘，近日竟獲自稱「教師

專業組織」的教協力薦參選香港教師中心的

諮詢管理委員會選舉，一旦選上將肩負制定

中心發展策略、協助推動教師專業發展的職

責。有家長代表批評，教協支持教師失德者

參選公職是政治凌駕教育專業的惡劣行為，

並呼籲選民務必謹慎選擇，做好把關。

教協無視民憤 推失德師選公職
賴得鐘曾狂言「黑警死全家」家長批政治凌駕專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因違法「佔中」案被判入
獄8個月的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昨自爆接獲浸會大學
信件，解除他在社會工作系的教學職務。
邵家臻因在違法「佔中」期間，在金鐘添美道煽惑他人犯

公眾妨擾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成，分別被法院判
處監禁8個月，兩罪同期執行。
浸大社工系講師邵家臻昨稱接獲通知，校方已經成立獨查

委員會就其在去年4月9日因佔中案被判有罪進行紀律聆
訊。他稱，「佔中」案已排期於下月24日至26日進行上訴
聆訊，而上訴未有結果，學校就「急於」把他辭退及展開紀
律聆訊，「有違程序公義」，是「政治打壓」。

調派其他工作 直至調查完結
不過，浸大在信件中清楚指出，有關決定源於邵已被裁定

有罪，大學已展開紀律程序，相關小組將邀請邵會面。由於
小組需時檢視其個案，因此邵的教學任務要解除，直至調查
完結。社會工作系系主任將會向邵家臻委派其他任務。
浸大發言人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由於有關個案

正按既定程序處理，浸大社會科學院成立的審核小組認為，
相關教職員未宜執行教學工作，但並非被解僱或停職。基於
私隱問題，浸大不便透露個別員工的薪酬安排。
另外，身兼社工的邵家臻的社工牌照，也可能受被判監禁

8個月影響。根據《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註冊社工若被
裁定干犯任何可令社工專業聲譽受損的罪行，及任何可判監
禁的罪行，均屬違紀行為，有需要會召開紀律聆訊；若裁定
涉事社工違紀，可被口頭訓誡、書面譴責等，嚴重者可被永
久註銷社工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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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網
上近日流傳一則教育局招聘消息，
有網民見其入職條件寫上「須有執
法經驗」即斷章取義，宣稱教育局
「新設」職位，安插「前警員」
「監控」學校，製造「白色恐
怖」。教育局昨日澄清，有關職位
負責打擊未經註冊學校的相關工
作，不會巡查符合法例要求的註冊

中小學及幼稚園，更不會監察
學校教材，並對有關的不實消
息深表遺憾。
教育局教育基建分部正招

聘一名兼任助理行動主任
（中央監察）。根據招聘資
料的描述，入職條件包括：
在執法部門，例如香港警務
處、廉政公署、香港海關或
入境事務處工作最少5年，並
曾擔任香港警務處警長或以
上職級，或同等職級；擁有
執法經驗；具備良好中、英
文書寫能力，並能以粵語、

英語溝通。
該職位的職責，包括到懷疑未註

冊學校巡查及撰寫調查報告；因應
情況需要，在巡查時帶領行動或協
助進行巡查行動；搜集證據，包括
向證人及涉嫌人士錄取口供；在巡
查完成後負責跟進工作，包括在有
需要時與其他部門聯絡；在檢控程
序中到法庭作供等。

泛暴派網民製「白色恐怖」
雖然招聘消息已清楚列明此職只

負責打擊未經註冊學校的相關工
作，惟部分泛暴派網民單憑「前警
長」、「執法」、「巡查學校」等
字眼即大做文章，廣泛散播「（此
職）有乜用途自己諗」、「究竟想
查乜」等謠言，暗示教育局「新
設」職位「監控」學校，製造「白
色恐怖」。
香港文匯報翻查教育局網頁，

發現局方有持續公佈未經註冊學
校因違反《教育條例》而獲判罪
的記錄，主要揭發「作為未經註冊
學校的擁有人」、「管理未經註
冊學校」、「准許既非檢定教員，
亦非准用教員的人士任教」等罪
行。

教局：職位負責打擊未註冊校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回覆香港文匯

報查詢指，局方自2000年5月成立

中央監察組，專責按《教育條例》
處理有關營辦未經註冊學校的投
訴、巡查及檢控等工作，打擊未經
註冊的學校。為配合有關執法工
作，局方透過公開招聘，聘用屬非
公務員合約兼任職位的助理行動主
任（中央監察）。
由於此職涉及巡查、撰寫調查報

告搜集證據及在檢控程序中到法庭
作供等工作，因此要求申請人曾於
執法部門工作，並擁有執法經驗。
局方表示，現時共聘有7名兼任

助理行動主任（中央監察），每周
平均工作時間為14小時，每小時薪
酬為212港元。上一次的同類招聘
於2018年9月進行，而是次公開招
聘的目的是聘用一人，以填補空
缺。
對網上有人捕風捉影，就有關招

聘及職位發佈不實消息，企圖抹黑
局方的專業工作及個別職系人士，
教育局發言人批評此舉實屬別有用
心，並對此深表遺憾。

網傳設職監控學校 教局：造謠者別有用心

■教育局澄清有關職位只負責打擊未經註
冊學校的相關工作。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教
協早前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教師
集會，聲稱有兩萬人參與。各界廣
泛質疑教協報大數造假，教協副主
席、 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
卻撰文死撐數字「真實可靠」。為
進一步驗證真偽，前特首梁振英昨
日表示已委託專業測量師用政府的
測量圖量度，以真憑實據踢爆教協
及葉建源的篤數大話，要求教協交
代。
葉建源日前發表題為《兩萬教師

出席集會 力抗白色恐怖》文章，稱
「坊間指教協報大數實屬無理」，
堅持教協1月3日在愛丁堡廣場舉辦
的集會「有約2萬名參與者出席，令
人動容」。
就此，梁振英昨日在fb發帖指，

他邀請了專業測量師用政府的測量
圖量度，清楚指出愛丁堡廣場面積
是4,178.43平方米，並引述葉建源文
中聲稱「當晚舉辦的是一場集會，
不少參與者進入場地後會選擇適當
位置坐下或佇立，參與者流動性較
低」，「既然如此，當晚每平方米
（即 10.764 平方呎）『坐下或佇
立』至少 4.79 個人！！確實令人
『動容』」。
因應葉建源形容當日「不少參與

者更倒灌到愛丁堡廣場旁的郵政總

局及附近通道」。梁振英引述有當
值警察透露，當晚沒有因為人多溢
出馬路而封路，相對兩萬人的集會
規模，「郵政總局及附近通過道」
的面積微不足道。

跟其他政團手法為「令人動容」
為正視聽，梁振英進一步找來一

張航拍和幾張傳媒當晚拍的照片，
供各界參考。他批評，教協明顯是
跟隨其他政治團體的報大數手法，
務求「令人動容」，但「政團和政
客可以報大數，教師不可以」，
「葉建源是教師嗎？」要求教協交
代。

梁振英邀專業統計 揭教協集會報大數

由特區政府撥款成立的香港教師中心，其
成立目標為發揮專業精神，凝聚同儕互

勵，持續終身學習。中心的宗旨包括提供一個
中立和沒有階級觀念的環境，鼓勵教師互相切
磋和交流經驗；配合教師需要，舉辦演講、講
座、研討會、研習班，以推動教師的專業發
展；鼓勵教師設計和試用新教材和教學法；透
過各種途徑，例如簡訊、網頁、雜誌、期刊和
展覽等，向教師提供有關本港教育情況、學校
課程、教學資源和教師中心活動消息等等。
諮詢管理委員會為教師中心的諮詢及管理組
織，其工作主要是制定教師中心的發展策略和
監察教師中心的運作，可就上述教師中心的宗
旨向教育局提供意見。該委員會由72名委員組
成，其中35位由教育團體提名及選出，35位
由教師提名選出，另外兩位由教育局常任秘書
長委任。

第二十四屆諮詢管理委員會選舉將於下周一
（20日）起開始投票，教協近日特此為其屬下
參選會員拉票，包括去年被教育局裁定個案成
立、發譴責信紀律處分的賴得鐘。信中警告他
日後如再作出失德行為，教育局可考慮按《教
育條例》取消其教師註冊。
「就算是推薦學生，一般都要看重其操行品

德吧，何況現在是推薦教師擔任推動教師專業
發展的相關職務？」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
奚炳松表示，社會對教師有較高的操守期望，
賴去年因發表仇警言論被教育局證實失德，其
個案性質令人質疑他如何為教師「提供中立環
境」。
他續說，教師中心另一重任為「鼓勵教師設

計和試用新教材和教學法」，如交由有偏頗
「往績」者擔任要務，相關教材的質素和中立
性亦令人憂心。

奚炳松籲選民謹慎選擇
奚炳松批評教協自稱「教師專業組織」，卻只

顧政治私利，動員盲撐失德教師參與公職。有關
惡行絕對不應助長，籲選民務必謹慎選擇，並建
議主辦方日後應做好參選把關工作，確保所有參
選人均具備良好教師操守。

網民：解散教協 刻不容緩
不少網民均對教協推薦賴得鐘參選感匪夷所

思。「Wai Wai Pang」感嘆道：「有冇搞錯，
咁冇人性的垃圾都可以參加？！」「Landy
Ma」狠批：「咁既（嘅）人格直情冇資格做
教育啦！」「Thor Ma」揶揄：「呢隻真正代
表到教協喎！」「Connie Yu」則認為「教協
本身已經係一個恐怖組織」，更表示：「解散
教協，刻不容緩！」

■梁振英質問，紅圈內的白色長條就
是愛丁堡廣場，可以容納兩萬人？

梁振英fb截圖

■不少網民均對教協推薦不少網民均對教協推薦
賴得鐘參選感匪夷所思賴得鐘參選感匪夷所思。。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新一屆區議會會期展開，外界關注
泛暴派議員會否以一己政治之私騎劫
區議會。大埔區議會昨日舉行會議，
就新設的「保安及政制事務委員會」
選舉正、副主席，民政事務總署及民
政事務專員指出，新設的「保安及政
制事務委員會」部分職權範圍可能違
反《區議會條例》，民政事務專員及
秘書處人員在進行正副主席選舉時離
席。毫無疑問，區議會增設「保安及
政制事務委員會」，是違法越權、顛
覆區議會職能的危險舉動，進一步顯
示泛暴派將區議會政治化，結果是罔
顧民生本位，最終損害市民基本利
益。

基本法第97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
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
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
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服務。《區議
會條例》第61條對「區議會的職能」
作出了明確規定：區議會職責就是向
當局提出意見，擔當市民與政府間的
橋樑，協助推動地區內的文娛康樂及
環境改善的工作。基本法第 97 條、
《區議會條例》第61條，都沒有賦權
區議會就政制問題設立委員會、工作
小組。眾所周知，「保安事務委員
會」及「政制事務委員會」是立法會
內部的重要組織。泛暴派政客自編自
導自演，企圖自賦區議會非法權力，

涵蓋立法會的職權，將區議會視為
「獨立」的「小立法會」，這是開了
一個奪權亂港的極為危險的先例。

泛暴派將區議會高度政治化，花樣
百出。中西區區議會前日通過臨時動
議，譴責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監管警隊
不力，縱容警暴，要求政府成立獨立
調查委員會並解僱鄧炳強。中西區民
政事務專員等官員亦不認同區議會的
做法，所有列席的政府人員同樣選擇
離席。這也是泛暴派利用區議會大演
政治騷的例子之一。新一屆區議會期
開始，泛暴派大肆針對警方執法，揚
言爭取所謂「五大訴求」。區議會綱
紀 蕩 然 無 存 ， 議 員 隨 意 在 會 上 唱
「獨」歌、宣講煽暴聲明、進行「默
哀」，民生議題已無立錐之地。同
時，諸如戴頭盔、戴口罩開會以示撐
暴，在會上喧嘩鬧事，罔顧議事規
則，已成泛暴派議員的家常便飯；更
有縱暴派區議員明目張膽撐蔡英文，
討好「台獨」，搞「港獨」「台獨」
勾連，挑戰「一國兩制」底線。

泛暴派在區議會內外的劣行，說明
這些人一有權就放肆，一有權就亂
來，罔顧經濟民生。區議會未來4年在
縱暴派主導下，只會淪為政爭氾濫的
鬥獸場。區議會運作直接關係到市民
的生活空間、居住環境和社區服務質
素，政府、民間都有責任監督區議會
有效運作，不能讓其偏離正軌。

泛暴派違法越權 罔顧民生市民遭殃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新春酒會講話中，發出「珍
惜香港這個家」的真情呼籲，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守護好法治文明的核心價值」。尊重法治、多
元文明是香港引以為榮、安身立命的社會圭臬。可
惜，借修例風波發動的黑色暴力，令「違法達義」思
潮氾濫，社會上是非混淆、黑白顛倒；極端勢力為表
達、爭取不合理、不合法的政治訴求，惡意打壓不同
聲音，剝奪他人的自由，嚴重動搖香港的社會文化根
基，把香港推向法治崩潰、文明掃地的危險境地。香
港社會各界唯有守護法治文明的底線，才能保護好香
港這個家，讓廣大市民安居樂業。

本港以擁有良好法治享譽國際，港人以尊重法治
為榮。香港能夠成為國際金融商業中心，重要的依
仗就是良好法治、社會穩定、包容開放。可惜，借
修例風波發動的持續大半年的暴力事件，令香港法
治、包容的核心價值，遭受前所未見的衝擊。正如
駱惠寧主任指出，失去法治穩定的前提條件，本港
「即使有不錯的家底，也經不起折騰」。香港經濟
迅速步入衰退，政府將去年全年經濟預測下調至負
增長1.3%，是2009年以來首次全年倒退，今個財政
年度更將錄得財政赤字，是15年以來首次。中小企
倒閉潮、裁員潮陸續有來，市民生計百上加斤。法
治受衝擊的代價沉重，受害最深的是普羅大眾、基
層市民。

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對一些問題存在不同意見
甚至重大分歧並不奇怪，但不能走極端、更不能搞暴
力。駱惠寧主任的這個忠告，對香港人來說非常中
肯。在修例風波中，有人明目張膽使用暴力表達政治
訴求、謀取政治利益，更有人不斷宣揚「違法達義」

的歪理，有法律界精英更聲稱：「暴力有時是解決問
題的方法」、「大多數被捕者品格良好」，這些似是
而非、顛倒黑白的謬論，誤導不少年輕人走上以暴抗
法的歧途。有民調顯示，有近4成受訪者同意「為社
會公義而違法可以接受」。法治文明理念受衝擊，惡
劣影響莫此為甚，是對香港最大的傷害。

任何一個成熟的民主文明社會，應該有商有量、
求同存異，堅守「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
你說話權利」的民主真義，尊重不同立場、表達不同
政見的自由。但港人在修例風波中看到的卻是，暴徒
打「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肆無忌憚地襲擊
警察、「私了」市民、恐嚇法官，燒砸商舖，連匯豐
銀行門口銅獅子也不放過，對不同立場人士進行「起
底」欺凌，大肆催谷所謂「黃色經濟圈」，其目的都
是要製造寒蟬效應，以自己的訴求凌駕他人的訴求，
剝奪他人表達不同意見的自由。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今年的法律年度開啟
典禮致辭時指出，法律對權利的行使有明確限制。享
用或堅持個人權利，舉例說，不能成為損害他人人身
安全或財產，或使用暴力的藉口。駱惠寧主任則強
調，突破了法治文明的底線，對社會只會帶來災難性
破壞。修例風波的慘痛教訓證明，法治不彰，包容開
放的文明不再，市民基本的人權自由都無法保障，香
港不斷滑向混亂癱瘓的深淵。

因此，政府、警方、司法機構應盡職盡責，依法
制裁暴力，讓法治的公義被看得見；廣大市民尤其是
年輕人要義無反顧地守護法治，以強大民意彰顯是
非，抵制「違法達義」的謬論，重振法治文明，重燃
香港這個家的希望。

守護法治文明底線 港人才能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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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講話系列社評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