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近年學校教材經常被揭發漏洞百出，抹黑內地、歪曲事實的情況屢見

不鮮，受教育局監管的日校尚且如此，「冇王管」的私人補習社情況更

令人擔心。近日有家長群組流傳一份出自補習社的英文作文教材，範例

文章提及內地情況時多次出現「locusts（蝗蟲）」、「scandals（醜

聞）」等偏頗用語；作者更企圖貶低中國人身份，宣稱「稱呼自己為中

國人會反映我們的道德水平」云云。有教育界人士指出，教材不應具有煽動仇恨、偏頗的內容，促請教育局

盡快堵塞私人教育機構的審查機制漏洞，確保學生不被誤導。

遵理黃師涉貶國民身份煽獨
網傳教材屢現「蝗蟲」「醜聞」字眼 教界：補習社「冇王管」須速堵漏

有家長群組近日流傳一份被指是出自
遵理學校英文科導師「Kenneth

Lau」的偏頗英文寫作教材，該範例文章
以「We Are Hongkongers，Nothing More
（我們是香港人，僅此而已）」為題，提
到香港自1997年回歸祖國，有不具名的所
謂機構作出問卷調查，顯示「包括我在內
的大部分本地人，都傾向認為自己是這個
城市的人，這會令那些官員感到沮喪」。
文章刻意將「中國人」、「香港人」的身
份置於對立面，故意離間兩地人民感情。

重提「舊聞」抹黑內地
文中提到「the term“Chinese”not only
denotes our home country, but also
reflects our moral standards」（「中國
人」一詞不僅代表我們的祖國，更反映我
們的道德水平），意圖貶低國民身份認同
感。文章又引用十多年前的「舊聞」，包
括聲名狼藉（infamous）的三聚氰胺奶
粉、假雞蛋等；更語帶譏諷地提到，內地
同胞（fellow countrymen）是亞洲地區從
事最多非法下載活動的人。
該文更以「一群蝗蟲入侵我們的邊境」
（a swarm of locusts that invade our
territory）形容內地訪港人士，企圖以片
面之詞醜化內地人，進一步挑撥兩地人民
情感。
作者為進一步闡述偏頗論調，於旁邊以

中文將
所 謂
「重點」
重 申 一
遍，將帶
有攻擊性的
文章開首解
釋 為 「 是
（作文）很常
見的議論性文
章 開 首 方
式」；其後又強
調「稱呼自己為
中國人會反映我
們的道德水平」、 「但近十年在
中國爆發的醜聞把這名稱玷污了」，更煞
有介事地稱「如果自稱中國人，等於承認
我們的行為和他們一樣」云云，歧視的觀
點隨時教壞學生。

張民炳：教局應審核備案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任何

教材均需要客觀、真實，不應強加個人看
法與偏激的意見，「教材應能讓學生認清

事實、啟發思考，但
該份教材明顯帶有
既定立場，並帶有
偏頗、仇恨、煽惑

成分。」他表示，現時大型補
習社的影響力巨大，作為一所教育機構，
應以正確教育學生為首要任務，「既然補
習社跟《教育條例》進行註冊，教育局應
該對其教師及其教學進行審核及備案，該
份教材或已揭露出審查補習社教材的漏
洞。」
香港文匯報翻查政府資料，發現遵理學

校有限公司獲政府第二期「保就業」計劃
撥款近950萬元。張民炳強調，既然該校
有動用政府公帑，更需要向公眾問責，為
學生提供正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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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黑暴摧殘
香港一年多的時間，不少青年人被攬炒
派洗腦而泥足深陷。多次出席所謂「和
你Lunch」活動及涉嫌違法被捕的中六
生「Lunch 仔」，昨獨自在商場高唱
「獨」歌，惟現場場面冷清。他就讀的
學校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
已經勸止其所作所為，並已安排訓輔教
師及社工為其進行輔導，提醒他要珍惜
個人前途。

被攬炒派媒體及群組捧為「英雄」的
「Lunch仔」，本名李×永，患有過度活
躍症，他曾多次獨自出席所謂「和你
Lunch」活動，又被鼓動利用成為搞事的
「爛頭卒」，包括粗暴滋擾出席作證的陳
彥霖家屬，屢被票控甚至被捕，但卻仍不
知悔改。
早前「Lunch仔」曾呼籲市民昨到觀塘

進行「apm和你Lunch」，惟一如以往，
結果只有他獨自出席，場面冷清，其間佢

大叫「五大訴求」、「一息尚存」、「抗
爭到底」等口號，又高唱「獨歌」《願榮
光歸香港》自high。

上傳課表暗示復課後繼續
「Lunch仔」日前上傳印有校名的上

課時間表，暗示復課後會繼續搞事，其
就讀的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昨日回覆
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當校方知悉有同
學參與外間的活動後已經勸止，並由訓

輔老師及社工為其提供支援及輔導服
務，並提醒要珍惜學習機會和個人前
途。
校方續指，已按校本機制及教育則例授

予學校的權責跟進此個案，但由於涉及個
人私隱，故不便公開跟進事項，並強調
「關顧學生，重回正軌」是這一代教育人
要承擔的責任，學校會一直與家長緊密溝
通，期盼透過有效的家校合作，合力扶持
同學返回正確的軌道上。

「Lunch仔」屢搞事 校方：勸止其所為

■「Lunch仔」昨日獨自在商場叫囂。
「Lunch哥的抗爭生涯」fb截圖

■網上流傳一份疑為事主撰寫的英文教
材，題為「警方濫暴問題（初中程
度）」的延伸閱讀文章，提及香港修例
風波被國際廣泛報道，聲稱香港警方在
執勤過程中「使用過分武力」，文中更
出現不少針對警隊的失實描述，如「刻
意用橡膠子彈射向暴徒頭部」、「試圖
謀殺」暴徒等。
教材表面上教導學生英文生字，在

「關鍵詞」後以括號附上中文解釋，但
選詞居心不良，包括選取了「警方濫暴
問題」、「刻意的」、「試圖謀殺」等
字眼翻譯，又在文章下方附上防暴警察
制服暴徒的圖片，明顯灌輸仇警思想。
有關文章幾乎隻字不提暴徒肆意破壞

公共設施、刻意擾亂社會安寧等行徑，
非但無視警方行使武力的原因，更歪曲
事實，向學生灌輸錯誤思想。

個案三：補習導師及海外升學顧問Jamie Cheuk

■去年曾在fb換上一張寫有「光復香
港，時代革命」藍色字眼的頭像；其個
人簡介除了該標語外，還寫上「五大訴
求，缺一不可」，播「獨」意圖明顯不
過。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Ken Tai於7月3
日在fb發帖聲稱「尋（噚）晚通宵度左
（咗）8隻股票，諗住all in買」。該帖
文羅列了8隻股票的中文名稱及其股票
編號；首4隻股票的首個字拼起來是

「光復香港」，而後4隻股票的最後一
個字組合起來是「時代革命」，以「藏
頭詩」形式散播「港獨」，手法鬼祟。

其後他又發帖，聲稱「啱啱學左
（咗）首數字歌」，並附上一連串數
字，並在數字最後，加上「# 光時密
碼」字眼，所謂「光時」，即為「光復
香港 時代革命」的簡寫，而數字歌則
有意無意之間指向「獨」歌《願榮光歸
香港》。

個案一：遵理學校數學教師Ken Tai

■主力開辦領袖才能訓練課程及不同年
級面試班的「梓峰教育」，行政總裁為
電視節目主持及演員鄧梓峰。
有家長近日投訴，該機構的小一面試

班網課，有導師以「武漢肺炎」，而非
官方名稱「COVID 19」或「新冠肺
炎」教導年幼孩子認識疫症，被質疑以
污名化名稱散播歧視思維。
家長亦擔心子女接收錯誤訊息，會影

響面試表現，遂即時於網課直播中指正
導師，但對方未有理會，還繼續教全班
同學跟他講一次「武漢肺炎」。
事後校方在fb 回覆家長查詢時承認

事件，並鄭重致歉，承諾會重新檢視
培訓守則，確保同類事件不再發生；
管理層事後開會跟進，認為涉事教師
不適合繼續任教，遂安排該導師離
職。

個案二：「梓峰教育」面試班導師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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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習「黃師」惡行錄（部分）

▲被指涉事的遵理學校
英文科導師 Kenneth
Lau。 網上圖片

◀網上流傳的遵理學校
教材，範例文章有大量
偏頗用語。 網上圖片

為期14天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昨晚8點結
束，累計逾178萬人次參與接受採樣。普檢
發揮降低社區傳播風險的積極作用，為下一
步調整完善控疫策略、推出健康碼、盡快恢
復經濟打好基礎。內地核檢支援隊與本港醫
護通力合作，服務過百萬市民，保障港人健
康安全，明顯提升本港的檢測能力，勞苦功
高，港人為他們衷心點讚。普檢為本港與內
地開展公共衞生與醫療合作進行有益探索，
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防疫、醫療合作打開新
天地。

此次普檢計劃由9月1日開始，持續進行
14日，截至昨日凌晨已經找出32宗確診個
案，扣除其中6宗為曾經的確診者之外，最
少發現26名隱形確診者。當中包括累計13
人確診的大圍交通城群組，以及多個家庭、
餐廳和公司群組，截斷了近 10個傳播鏈。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
樹昌認為，普檢發現的部分確診者的病毒量
及傳播性非常高，若沒有全民檢測，或會引
起第二代、第三代傳播，令更多人受感染。
如果以早前港大推算的每名患者可傳播4人
計算，普檢相當於阻止了超過100人受到感
染，普檢找出隱形患者、截斷社區傳播鏈的
作用不容置疑。

此次普檢為本港防疫抗疫累積寶貴經驗。
普檢就如一場大型演習，從實驗室的設立、
內地團隊到港、尋覓100多個檢測場地，到
組織數千名醫護人員參與，為本港組織協
調、提升檢測能力提供了一次難得的實戰機
會。同時，普檢的總體結果，有助政府和專
家分析判斷本港疫情，更好地制定下一階段
防疫控疫策略。

儘管普檢受到政治化的干擾，但仍有超
過6,000名本港熱心醫護參與採樣工作，較
政府目標5,000名多，反映本港大多數醫護
人士以服務市民為本，不受政治立場左
右，識大體、顧大局、重專業。這些醫護
過去14日在做好自身本職工作的前提下，
不辭勞苦、加班加點參與採樣工作，與500
多名內地支援隊成員各司其職、共同努
力，全力以赴做好普檢工作。接受普檢的
市民普遍反映採樣過程舒適快捷，參與檢
測的市民越來越踴躍，也證明醫護人員的
服務專業高水平，令普檢贏得市民的信任
和放心。

隨着普檢的推進，政府的社交距離限制措
施有所放寬，市民的消費意慾有所恢復，食
肆、商店及企業的營商信心較之前增強。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只要不再出現源頭不
明的本地個案，並好好利用在普檢中提升的
檢測能力，就可加快推出健康碼，有望放寬
與內地以至其他地方的人員往返限制，有助
本港經濟復甦和市民生活復常。

普檢的成功，充分顯示本港與內地雖然醫
療制度不同，但抗疫目標一致，都是為了治
病救人。只要堅持生命至上、科學理性的專
業精神，摒棄政治化的干擾，兩地醫護完全
可以實現無間合作。此次普檢就是兩地醫護
合作抗疫的成功示範。特區政府應看到深化
大灣區公共衞生和醫療合作的重大意義，以
此次普檢為借鏡和起點，認真總結經驗，探
討如何消除阻礙大灣區醫療跨境合作的制度
高牆，強化防疫等公共衞生交流合作，攜手
提升大灣區醫療衞生整體水平，惠及大灣區
的普羅大眾。

兩地醫護無間合作普檢建功
12名港人涉嫌偷渡離港，非法進入內地海

域，被內地海警拘留。這本是一宗法律上毫
無存疑、無可爭議的案件，但本港攬炒派政
棍卻大肆炒作，日前專門安排「家屬」記者
會，要求將12案犯交回香港處理。攬炒政棍
惺惺作態，表面上「拯救」12港人案犯，替
其家屬出頭，但攬炒政棍捫心自問，是誰把
這12港人以及大批年輕人、市民推上違法犯
罪的邪路，令他們身陷畏罪潛逃的險境？如
今消費這些逃亡者及其家屬，把他們當作攻
擊內地、破壞兩地關係的政治籌碼的，又是
誰？事主家屬只要冷靜思考，應該明白攬炒
派才是令他們的親人、讓他們的家庭受苦受
害的罪魁禍首，全社會應一起對攬炒派算
賬。

12名在內地落網的港人，涉嫌在修例風波
和持續的黑暴衝擊中，犯下製造或管有爆炸
品、縱火、串謀傷人、暴動、襲警等嚴重罪
行。香港人都很清楚，是誰為了自己的政治
利益煽起修例風波，是誰鼓吹「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煽動市民尤其是年輕人以暴力
衝擊、肆意打砸燒，破壞本港法治安寧？是
誰對暴徒以「手足」「義士」相稱，並仗着
民意代表身份，阻礙警方執法，讓暴徒有恃
無恐地挑戰法治？應該說，12名港人之所以
身犯重罪，擔心受到法律制裁而潛逃，攬炒
派政棍煽風點火、慫恿鼓動，實在難辭其
咎。

正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近日撰文指出，自
去年開始，香港有居心叵測的人，包括政
客，為了個人政治利益或目的，默許、美
化、支持、鼓勵暴力，又有人勾結外國勢
力，做出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更有人宣揚不

須守法的意識，不少人因此以身試法，被拘
捕及起訴。

香港國安法出台之後，本港出現有組織的
偷渡行動，不少以台灣為目的地，這12名港
人只是眾多偷渡者中的一小部分。有報道透
露，偷渡由本港「獨」黑攬炒勢力和台灣勢
力互相勾結，出錢出力安排。但台灣民進黨
當局表示，以非法方式來台，包括當事人與
協助者，都將面臨刑事責任的追究，也有人
身安全上極大的風險與疑慮。日前有台灣記
者反映，5名潛逃台灣的本港黑暴分子被台灣
當局扣留近兩個月。偷渡在任何地方都屬違
法，並要冒巨大人身安全風險，攬炒勢力安
排12名港人偷渡，是真心幫助他們，還是將
他們推落火坑？

12名港人非法進入內地而被捕，按屬地管
轄原則，自然由內地依法處理。本港與內地
沒有正式的法律途徑移交逃犯，攬炒派叫囂
「內地放人回港」，甚至向警方施壓，要求
警方要內地移交12港人回港受審，完全不講
法治。攬炒派政棍還煞有介事地召開「家
屬」記者會，根本不是要幫、也幫不了那些
事主家屬，其真正目的是借事件轉移視線，
替這12名港人推卸罪責，炮製內地無理蠻橫
拘捕港人的假象，藉以挑撥兩地關係，煽
動、加劇部分不明真相的港人對內地的不
滿，替已陷入低潮的「港獨」、黑暴重新澆
油煽火，企圖令「港獨」、黑暴歪風復熾。

12名港人的家屬和廣大市民，應認清攬炒
派才是禍港殃民的罪魁禍首，港人所受的苦
難全因煽「獨」攬炒派而致，這筆賬一定要
和攬炒派算清算楚，不容他們再顛倒黑白、
混淆是非，令香港政爭不休、永無寧日。

推港青違法偷渡 攬炒政棍是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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