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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自去年修例

風波以來，接連揭

發有教師在個人社

交平台發表激進仇

警言論，有家長群

組近日再發現疑似

個案。傳統名校九龍華仁書院一名訓導老師疑多次在

facebook發表抹黑警隊的帖子，寫有「無良知人渣」、

「殺紅了眼的殺人犯強姦犯」，又黑心稱「藍絲」及警

署人員懷疑感染新冠肺炎是「報應」。爆料家長直斥對

方身為訓導老師，言行毫無人性，擔心其極端政見會教

壞學生，故去信校方投訴。教育局回覆指，已就個案聯

絡學校，要求作出調查及跟進，並提交報告。

咒警染疫「報應」九華黃師無人性
疑多次fb播仇抹黑警隊 教局已聯絡學校跟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涉事fb賬號「Woo Sze Yan」被揭發自
去年起多次發表政治言論，其中去年6

月轉載所謂「反送中」全球聯署，其言論隨
時日逐漸變得激進，近日她接連轉載多則
「黃媒」報道，其中一篇宣稱有「愛國藍
絲」於酒家除口罩慶回歸，結果4人確診，
對此她冷血留言稱「笑到腸都嘔埋出黎
（嚟）」；另一篇報道則提到沙田警署食堂
有廚師懷疑確診，她形容這是「又一個『若
然未報，時辰未到』既（嘅）好例子」。
還有一篇關於離職警員的報道，「Woo
Sze Yan」借題發揮稱「根本到今日仲留係
（喺）警隊，全部都係冇良知既（嘅）人

渣，一係就殺紅了眼既（嘅）殺人犯強姦
犯，一係就為錢為宿舍包庇同胞既（嘅）共
犯」，帖文內容毫無邏輯可言。

家長質疑違教師操守
爆料家長透露，「Woo Sze Yan」為九龍

華仁書院訓導老師，不但在網上發表仇警言
論，亦曾在課堂上向同學提及警察及政府做
事「不恰當」。家長擔心學校如有警察的孩
子就讀，教師言行會對他們產生不良影響，
尤其她身為訓導老師，竟多次在網上散播仇
恨言論，質疑有違教師專業操守，故去信校
方促跟進事件。

香港文匯報翻查資料，上述fb賬號已刪走
上述內容，但仍見到她與一批身穿校服的男
生合照，校服與九龍華仁書院類同，而該賬
號有讚好「Wah Yan College, Kowloon
Chemistry Club」（九龍華仁書院化學學
會）及「香港黑警」專頁。
另據教育局網頁顯示，九龍華仁書院老師

胡思欣曾於2017年課程發展處舉辦的「在
初中科學課堂中引入科學、科技、工程和數
學（STEM）教育」研討會上擔任講者，未
知兩者是否同一人。

網民批唔似讀過書的人

事件引起家長群組關注，網民「Ivy
Luk」批評：「睇他（她）的言論完全唔似
一個讀過書的人！」「Mei So」感嘆：「不
斷鼓吹仇恨的黃老師，怪不得現今青少年愈
來愈暴戾！」「Michael Chan」則認為：
「有名有姓，有文章，應該容易處理！身為
人師，罪加一等，證據確鑿，速速處理
吧！」
香港文匯報就事件向教育局查詢，教育局

發言人昨日表示已聯絡學校，要求作出調查
及跟進，並提交報告。發言人重申，社會十
分重視教師的專業操守，其職責是教育學
生，守護學生，言論和行為應合乎專業操守

和社會期望，教育局會嚴肅跟進每一宗涉及
教師專業操守的投訴。
此外，香港文匯報近日接獲讀者投訴，揭

露有學校於課室壁報上張貼多張「港獨」文
宣，宣稱「港獨」是「唯一出路」、紀念
「抗爭一周年」云云。涉事學校疑為觀塘區
的中學，去年該校曾有學生參與「人鏈」行
動。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上月已向全港學校發通

告，表明學校不應張貼帶有政治訊息的標
語，學校如有發現，應採取適當措施處理；
如個別學生屢勸不改，應按校本訓輔及懲處
機制處理，維持紀律及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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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懷疑「黃師」被揭發在社交網站
發表仇警言論。

▶有家長決
定去信學校
投 訴 「 黃
師」。

◀疑為九龍
華仁書院女
訓導老師多
次在 face-
book 發 表
激進言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攬炒政棍煽
動7月1日港島非法遊行集會，演變「港獨」
黑暴襲警、打砸燒，當晚有狂徒在灣仔集成中
心外放置爆炸物發出巨響及冒白煙，警方證實
內含合成的可燃化學品，追查三周後鎖定疑
犯，昨晨拘捕兩名男子，其中一人是學習中心
教授兒童的科學班導師，也是攬炒區議員袁嘉
蔚女助理的胞兄，警方在疑犯住所和學習中心
搜出懷疑炸藥粉末、劇毒山埃等化學品，以及
一批膠管駁頭及容器等，兩男涉嫌「導致相當
可能危害生命或財產的爆炸」及「管有炸藥」
罪名被扣查。

警強烈譴責威脅人身安全
兩名疑犯分別為原×建(29歲)及李×琛(31
歲)，原報稱任職會計文員，李則在北角一間
學習中心擔任科學學習班的導師，李也是近
年流行的 STEM教育（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的課程設計總監，
他曾在電台節目及接受親子雜誌訪問分享其
提高兒童科學興趣的經驗，李擅長製造機械
裝置，其任職的學習中心學員由3歲至15歲
不等。據了解，李的胞妹是香港眾志前副主
席、南區區議員袁嘉蔚的助理，李妹曾是香
港理工大學學生會外務秘書，2016年曾參與
支持「旺暴」的聯署，反對警方拘控暴徒。
案發於今年7月1日，有大批人無視「限聚

令」以及警方反對，在港島多區非法集結、
堵路，甚至進行不同程度的破壞和破壞社會

安寧，當晚7時40分，進行驅散的防暴警，
在灣仔軒尼詩道集成中心對開，突聽到一下
爆炸巨響，目睹上址垃圾桶旁一個紙箱冒出
白煙，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到場檢查，證實紙
箱內並無爆炸裝置，但內有兩個膠水樽，其
中一個燒至破裂變形，內有白色粉末，並充
斥濃烈漂白劑氣味，相信是合成的可燃燒化
學品，在燃燒時可冒出濃煙，有關物品交由
政府化驗所進行化驗。
警方翻看大量閉路電視錄影及深入調查後，

發現兩名男子曾在現場附近一帶出現，他們的
行為亦顯示與案件相關，因此鎖定涉案疑人，
昨晨分別在馬鞍山福安花園拘捕姓原男子，在
堅尼地城北街一單位拘捕姓李男子。警方其後

搜查兩人的處所，在李男子的住所及其工作的
學習中心，合共搜獲數樽灰黑色粉末、數樽白
色粉末、數樽剎車油、多袋臭粉、多袋漂白
餅、數十支膠水管的駁頭，以及一些小型玻璃
樽，警方相信該些物品是用作製造炸藥的材
料。
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初步檢驗，在數樽灰黑色

粉末中，發現有40克低能量炸藥，另在圖形塑
膠容器(精靈球)內發現山埃粉末，因此李亦涉
嫌管有炸藥。警方強烈譴責有人利用工作便
利，將危險品放置於有機會危害公眾人士、尤
其是有小朋友學習的地方，對人身安全構成重
大威脅。另外，至於疑犯是否涉及香港國安法
的罪行，仍需進一步調查。

袁嘉蔚助理胞兄涉管有炸藥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前行政
會議成員張震遠，被控於2012年至
2013年出任香港商品交易所董事會主
席期間，與時任財務總監蔡達英串
謀，瞞騙證監會，以免商交所因財困
而被撤回其自動化交易服務的認可，
張另涉騙取財務公司3,000萬元貸款，
上周被裁定一項串謀詐騙及一項欺詐
罪成，昨在區域法院被判入獄4年，並
禁止擔任公司董事5年。至於前年已認
罪的污點證人蔡達英則被判囚1年。
被告張震遠（61歲），他被控的串
謀詐騙罪，指他於2012年5月至2013
年5月期間，與蔡達英（51歲）一同
串謀詐騙證監會，不誠實地向證監會
隱瞞商交所財務狀況的資料，導致證
監會沒有撤回給予商交所在香港提供
自動化交易服務的認可。另外，張面
對的欺詐罪指，張於2013年4月12日
至17日期間，向吳海璇訛稱其名下新
效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未抵押予其他
人，騙取佳富達財務有限公司3,000萬

港元貸款。

官接納張非為圖利
法官胡雅文昨宣判時指出，接納求

情指張震遠是一個有成就的商人，擔
任公職多年，對社會貢獻良多，他獲
不少人撰信求情，並讚揚他對服務社
會有堅定信念，惟本案令其名聲掃
地。法庭接納張犯案是出於經營商交
所的野心，但他誤判情況，而且固
執。無證據顯示案中有任何人蒙受損
失，被告也非為圖利犯事，但案件令
證監會未能履行其公職，成為案中受
害者，而試圖操縱證監會的行為十分
嚴重。
不過，法庭接納本案有別於其他同類
欺詐案，且犯案為期不長及只涉及一名
事主，為阻嚇他人以不誠實手法欺騙公
營機構，法庭以3年半為量刑起點，考
慮到張震遠對社會貢獻良多和有良好個
人背景，酌情減刑半年。至於欺詐財務
公司罪，法庭接納他並非自肥，只是為

支持商交所而犯案，判他入獄2年半。
綜合總刑期原則後，就兩罪判處他入獄
4年。法庭也批准控方引用《公司(清盤
及雜項條文)條例》的申請，禁止張震遠
擔任任何公司董事5年。
至於另一被告蔡達英，胡官認為其

罪責較張輕，其犯事是出於愚忠，法
庭接納蔡是優良品格的人，他在本案
中也沒有得益，反而失去個人聲譽和
專業資格，考慮他認罪後以污點證人
身份協助控方，故也獲得相應刑期扣
減，判處他入獄1年。

張震遠詐騙證監會罪成囚4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

基）研究資助局昨日公布2020/
21 年度主題研究計劃撥款結
果，該局決定支持7個研究項
目，總撥款額為2.63億元，其
中2.3億元由研資局提供，餘額
由大學以配對方式出資。其中
港大及城大組隊研發的「穿戴
式」機械人，獲近4,000萬元資
助，日後若有成果，長者可無
須柺杖亦能步履穩健。
由港大計算機科學系講座教授

王文平帶領的研究團隊，以「香
港助老智能機器人研究」為題，
獲研資局資助3,900萬元進行研
究。團隊聯合首席研究員、城大
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副教授賴偉超
指，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嚴重，
長者日漸失去步行、活動能力更
會影響他們的生活質素，故提出
可穿戴式智能機械人系統，協助
長者行走。

賴偉超介紹指，該款機械人
有如「護膝」般，長者只需將
其穿上，智能納米傳感器、分
布式驅動系統便會運作，協助
長者膝蓋發力完成起立、行走
等動作。團隊以創新調研方
法，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共創理
論，設計可穿戴式機械人，首
階段着重於肌肉強度、關節扭
力等生理學研究；次階段為起
身、坐下等功能性研究；第三
階段則為步行、上下樓梯等行
為性研究。團隊邀請了約10位
長者參與計劃，初步顯示項目
可行、創新；團隊將邀請逾500
名長者參與研發，期望4年至5
年研究成果能面世。
研資局主席李行偉表示，是次

撥款結果除涉及以上研究外，亦
在「促進健康」、「建設可持
續發展的環境」、「加強香港
作為地區及國際商業中心的策

略地位」等範疇資助其他6個項
目，包括針對急性髓性白血病
的精準化及創新性治療、抗生
素耐藥基因的環境污染傳播機
制與控制阻斷策略研究等。
李行偉又指，早前教資會及研

資局分別撥出 1.5 億元及 1億
元，透過協作研究金一次性資助
大學進行新冠肺炎及新興傳染病
的研究項目，為公共衞生、社會
經濟等提供解決方案。研資局回
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有關
申請已於本月中截止，共收到
174份申請，預計於本年年底或
明年初公布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攬炒政棍、黑暴、「獨
人」，過去一年嚴重破壞香港法
治及社會安寧。目前，在香港國
安法的威懾下，以及在警方的嚴
正執法下，黑暴敗退不敢再大舉
搞事，社會正回復安寧，因此，
參與止暴制亂的警方各總區應變
大隊，除第一梯隊外，第二、第
三梯隊昨起陸續返回所屬警區原
有崗位，重執社區警務工作。
日前，新界北總區應變大隊約

400名隊員，在粉嶺警察機動部隊
基地大操場集合，拍攝臨別大合
照，為一起出生入死的同袍作留
念，不過即被仇警「黃媒」炒
作，指警員密集聚在一起，是無

視疫情及防疫意識低云云，又大
費周章「雞蛋裏挑骨頭」，在400
人中找出一名警員無戴口罩。
警方澄清指出，新界北總區應

變大隊，在PTU總部例行訓練及
行動總結，並在撤減大隊人手前
順道於露天操場上合照留念，事
前亦已要求參與人員佩戴口罩。
根據政府《預防及控制疾病（禁
止羣組聚集）規例》（第599G
章）附件三，在警方處所內為工
作而進行的羣組聚集可獲豁免。
因應疫情發展，警察機動部隊總
部已採取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
清潔設施丶量度進出人士的體溫
丶規定佩戴口罩、提供消毒潔手
液等，確保衞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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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研「穿戴式」機械人助長者無柺杖走路

▲內藏液體的容器和針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拘捕兩男子涉藏有山埃粉
末的精靈球爆炸品。

■張震遠乘囚車離開法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港大及城大研發可穿戴式智能
機械人，協助長者膝蓋發力。

研資局供圖

■新界北總區應變大隊在裁撤前大合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