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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魔於持續逾7個月的暴力衝擊中不斷破壞商店、食肆，美心集團更成為

他們的頭號目標，旗下食肆分店幾近無一倖免。有傳媒引述美心員工透露，公

司一直流傳裁員消息，各部門均受影響，至前日有員工終收到解僱信，且單是

一家酒樓分店便裁走五六人，包括中層與廚房員工，並獲公司補足應有賠償。

有飲食業工會昨日表示，據了解部分美心店舖遭破壞後仍未修復，擬過年後再

作打算，部分甚至於租約期滿後結業。勞工處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暫

未接獲美心員工的求助個案。美心集團未有回覆有關報道。

慘歷黑暴摧殘 美心裁員關店
有員工收解僱信補足賠償 工會暫未接獲求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修例
風波持續逾半年，失德「黃師」個案屢
現，引起社會對教師操守問題的關注。教
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透
露，截至上月底，有關教師操守的投訴已
累積至147宗，暫已對投訴成立的32宗
個案發出譴責信、警告信等，而投訴成立
的個案包括不同政治立場的教師，主要涉
及仇恨歧視言論。他強調即使在班房以外
及於社交平台，教師言行都應符合社會道
德標準，個別老師的失德問題絕對與個人
政見無關。
楊潤雄昨向全港教師校長發新年公開
信，表示過去一年社會動盪和矛盾，令寧
靜校園受干擾，猶幸校長教師緊守崗位發
揮專業精神，確保校園運作平穩。同時，
普遍教師持守專業，但教育界始終有部分
失德的害群之馬，以政治為名散佈仇恨。

32宗成立發信口頭提點
楊潤雄更新了教師操守投訴的最新數
字：截至上月底，局方共接獲147宗投
訴，初步處理107宗，其中32宗成立，
共發出10封譴責信、3封警告信、9封勸
喻信以及10個口頭提點。有33宗投訴則
有可能成立，局方會待涉事教師回應後再
作跟進，同時有42宗投訴不成立。
他透露，大部分投訴個案涉及教師言
論，包括社交平台的帖文，局方會按照其
表達方式等作判斷，而非根據其政治立場
處理，「教師的言行需要符合社會道德標
準，不能因學生的父母職業、宗教背景等
就作出帶歧視成分的言論。」

楊潤雄表示，教育局、各所學校有需
要建立互信關係，但教育局作為教師註冊
監管機構，有必要維持學校環境安全及監
察教師專業操守，倘有教師經校董會、教
育局評估後裁定為不稱職，為了學生的福
祉，教育局有必要採取相應的行為。
針對在修例風波期間，有80名教師被

捕，涉及停職及離職則各有2宗，楊潤雄
表示，倘有教師犯了嚴重錯誤，例如管有
爆炸品、涉及暴力等罪行，教育局及校方
都有需要考慮倘容許該教師繼續任教，會
否對學生產生不良的影響。

楊潤雄冀新學年修訂通識書
被問及備受爭議的通識科，楊潤雄表

示，課程發展議會屬下專責委員會正對科目
進行檢討，焦點包括校本評核方式、釐清通
識科的關鍵概念等方向。就坊間內容參差
的通識「教科書」，局方正進行自願性的
「專業諮詢服務」，他指當局會按課本內
容能否配合課程重點、立場是否偏頗、能
否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等準則作評審，最
快下月向各出版社提供專業意見，並期望
有關課本能趕及在新學年開學前完成修訂。
教育局教育基建分部早前刊登廣告，

招聘一名兼任助理行動主任（中央監察）
一職，即被煽暴派上綱上線，誣稱教育局
「新設」職位，以「前警員」「監控」學
校。楊潤雄澄清，有關職位早已存在，其
主要職責包括到懷疑未註冊學校巡查及撰
寫調查報告，當中包括補習社等機構，又
慨嘆社會目前充斥着種種具誤導性的言
論，部分聲音甚至曲解了他言論的原意。

教師失德投訴增至147宗

香港各界人士均要求香港加強中華歷
史文化及國情教育，增加他們的身份認
同感。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昨日在傳媒
茶敘上分享說，自己早前到澳門「取
經」，驚覺當地的文化教育做得非常

好，認為香港應善用現有資源，好好利用香港的歷史寶
藏和博物館，相信可有效向學生灌輸正確價值觀。
蔡若蓮表示，香港不少青少年對國家有誤解，特區政

府有必要加強國民教育，同時要增加他們對基本法的認
識。過程中，除了教育政策、社會環境也需要多加配
合，才能達到最大效果，包括從文學、歷史等各個層面
入手，提高年輕人的國家認同感。
她舉例說，自己早前訪問澳門，驚歎澳門地方雖小，

但澳門特區政府能夠好好運用社區資源，推動文化教
育。在香港，幾乎每個地區都有歷史遺跡和故事，香港
的博物館也有各類高水平的專題展覽，倘香港能善用已
有資源，在情感教育、價值教育均莫大裨益，又笑言博
物館的年票便宜，學校可以以此為獎品，鼓勵更多學生
入內參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教局赴澳「取經」冀增港青國家認同
��

��$修
例
風
波
害
女
自
殘

母
願
港
早
日
平
復

Eva（化名）一家是
典型的新移民家庭，她
與先生早年來港定居，
3個孩子均在港出生。
經歷修例風波，Eva如
今與讀中三的大女兒關
係十分緊張，更令她擔
憂的是，女兒受風波影
響出現情緒問題，甚至
有自殘現象。受訪時，
Eva 多次焦慮地說：
「我很想幫她，但不知
道要怎麼幫。」
發現女兒有異樣始於

去年9月，Eva留意到她
突然開始戴起口罩，詢
問下並沒有生病。當時
關於遊行示威的新聞愈
來愈多，Eva擔心女兒
參與非法活動，強行要
求她不要戴口罩。那一
個月，大家情緒都敏感
緊張，家庭內部就社會
事件討論過幾次。但女
兒被爸爸打罵兩三次
後，完全不與他們溝通
了。

中途不示威 學校被孤立
後來，女兒不知為何一到上學就

緊張，嚷着要轉學。學校老師向
Eva反映，女兒持續一周每天都稱
自己胃痛，甚至稱整個前胸都痛。
多番詢問下才得知，女兒因為之後
沒有參與示威活動，在學校被孤立
了，身體的痛楚可能是受心理影
響。「一開始沒參與可能還好，參
與後中途退出就會被當作叛徒。」
Eva說，女兒現在把社交軟件都卸
載了，不敢看裡面的內容。
Eva憶述，女兒每次去洗手間

都不開燈，會待上半小時至一小
時。老師提醒，發生這種現象要
留意她有否自殘。果不其然，12
月初Eva偶然發現女兒小臂上全
是已結痂的刀割痕跡，她嚇壞
了，但因為怕刺激到女兒敏感的
神經，至今不敢詢問。
女兒的朋友曾向Eva透露，因為
家庭、學校及社會上的紛爭，她曾
說過不想活在這個世界上。生怕女
兒輕生，Eva平時都會鎖好窗戶，
收起刀具。目前，Eva已帶女兒諮

詢心理醫生，醫生說她傷口不
深，自殘時還能感覺到痛說明並
非真的想輕生，而是因為感到無
助。

昔懂事開朗 今不願溝通
在Eva眼裡，曾經的女兒懂事
開朗，母親節會給自己寫卡片訴
說心裡話，對弟弟妹妹也很負
責。如今女兒回到家便躲進房
間，完全不和家人溝通。
回想溝通上的問題，Eva承認，

情緒激動時確實言語上較激烈，
爸爸則更衝動，會動手打孩子。
「孩子都希望得到父母的認同，你
不認同又打她，更會產生逆反心
理。」相比爸爸的態度強硬，Eva
顯得更「寵」女兒。之前女兒每星
期都會出門，手機亦打不通。Eva
告誡女兒要保護自己，不要傷害別
人，對爸爸只稱女兒有約。「特殊
時期不順着她不知她會做出什麼事
情，萬一不回家怎麼辦？」說到這
裡，Eva紅了眼眶。
風波之中，這樣的家庭紛爭在

新來港家庭裡十有八九，只是情
況輕重不同。Eva的姪女17歲，
因為此次風波輟學在家。每當發
生衝突，姪女便幾天不回家，即
使回家也只是睡覺，然後又出門
去，家長根本不知道她在幹嘛。
誰都沒想到，香港社會半年間轉

變如此之快。Eva感嘆，開始只是
震撼於遊行人數之多，後來事態發
展到恐怖的地步，商舖被放火打
砸，警察被割頸，自己心好痛。
令Eva更心痛的是女兒的心理
狀態，她不願與人溝通，會無緣
無故哭泣。每次看到女兒哭，
Eva也忍不住流淚。女兒的學業
也處於進退兩難，Eva有考慮讓
她退學，又擔心退學後長期不社
交令情況更嚴重。「原本來港一
大原因就是讓孩子獲得更好的教
育，沒想到現在變成這樣。」
原本期望女兒考上香港的大

學，Eva現在「只希望她能身心健
康，從這件事走出來就好」。因
為這次事件，Eva對香港的大學亦
完全改觀。她坦言，如果香港社
會氣氛持續如此，將來考慮讓女
兒去廣東讀大學。 願世界和平，
原本對Eva來說很虛幻，如今卻
成為她真切的新年願望。她希望
新的一年香港早日平復，各行各
業回歸正軌。「頭頂有片瓦，到
家有餐飯，就是幸福了。」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張琦

「黃師」處處，肆意將政治帶
入校園，挑動對立仇恨，令學生
學習難得安寧。網上流傳有中學
師生在課室內合照時，男教師帶
領學生疑似舉起所謂「五大訴

求，缺一不可」的政治手勢。有網民質疑涉事老
師帶頭政治入校，並批評其誤人子弟，要求教育
局跟進，免其繼續禍害學生。
有網民透露，相片來自葵青區的樂善堂顧超文
中學，10多名學生站於課室後方壁報前，一男教
師坐正中，帶頭一同做出左手舉5指右手舉食指
的手勢。
有網民則引述傳聞指，涉事老師「極度深
黃」，過往曾在fb發仇恨言論，但在知道會被追
究後即全部刪除。

不少網民均不齒該教師帶頭政治入校的行為。
「魯爾」質問：「老師藏身幕後，學生作馬前
卒。各位家長，看看自己孩子像不像鬼上身，老
師的首要工作不是以學生的安全為主的嗎？現在
這些所謂老師還能算老師嗎？」「Yan Yan」就
以泛暴派鼓動年輕人違法時稱「留案底令人生更
精彩」的名句揶揄該班師生：「祝成班前程似
錦，精彩人生！」
有網民則強調，校方及教育局必須跟進是次事

件。「陳家慶」說：「校長是否應該向這位老師
了解那一天之情況？再向外解釋或如何處理，必
要時，也應向教育局通報實際情況及處理過程，
以釋疑慮為妥！」「JJ Man」也呼籲：「教育局
局長做野（嘢）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黃師」帶頭舉政治手勢 網民批誤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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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流傳有中學師生合照時，男教師帶領
學生疑舉起政治手勢。 網上圖片

■楊潤雄（圖
正中）、蔡若
蓮（左）及教
育局局長政治
助 理 施 俊 輝
（右），手持
贈予傳媒的甜
醋紀念品。

香港文匯報
記者詹漢基 攝

美心集團創辦人長女伍淑清在發表撐警反暴力
的言論，包括質疑批評香港不少年輕人被社

交媒體「洗腦」後，即成為黑衣魔的「眼中
釘」，更向美心集團發難。該集團旗下食肆、西
餅店及星巴克咖啡店等屢次成為黑衣魔破壞的目
標，多間店舖一次又一次被打爛玻璃與店內桌
椅、碗碟等，還被泛暴派標籤為「藍店」而罷食。
美心集團早前已流傳裁員消息，各部門均無
一倖免，但不清楚裁員數目。上周二，美心集
團向員工發信表示，會向香港全職員工每人發
放2,000元，兼職員工則獲發1,000元以感謝員
工的努力。惟「派錢」後陸續有人獲派「大信
封」，有傳媒昨日引述美心員工透露，集團旗
下一家酒樓前日一口氣裁走五六人，包括中層
與廚房員工，以及資深員工。
報道同時指出，有灣仔星巴克兼職員工透

露，自罷買事件發生後，人流與生意大減，店
舖每日生意額由過去數萬元大減至約1萬元，
迫於無奈下裁員。

部分店舖約滿將結業
工聯會飲食業職工總會主席郭宏興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美心集團在修例風波中
被針對，部分店舖遭破壞後至今未修復，集團
承受大筆維修費，據了解部分店舖租約期滿後
會結業不再續租，而今次被裁的員工均獲補足
賠償，「連該2,000元也收到。」
他續說，美心每年均會請一批散工處理賀年

糕點的包裝和運輸，但有員工指因今年賀年糕
點訂單減少，美心已縮短並提早結束他們的工
作日期。

工會留意事態發展
飲食業職工總會秘書長黃必文指出，修例風

波重創飲食業，雖然近期隨着暴力衝擊情況稍
紓緩令業界出現起色，但仍受影響，「例如酒
樓團年飯由以往每晚可做兩輪減至一輪。」飲
食業在農曆年前後裁員的情況經常出現，暫時
所見美心未致於大規模裁員，工會也暫未接獲
求助，但會留意事態發展。
勞工處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暫未接

獲美心員工的求助個案，但指受影響僱員如對
其僱傭權益有疑問，可到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各
分區辦事處尋求協助。

▶伍淑清在發表撐警
反暴力的言論後，即
成為黑衣魔「眼中
釘」，更向美心集團
發難。 資料圖片

◀ 美心集團旗下星巴
克咖啡店被洗劫一
空，現場狼藉一片。

資料圖片

■黑衣魔於持續逾7個月的暴力衝擊中不斷破壞商店，美心集團更成為他們的頭號目標，旗下分店幾近無一倖免。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