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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再
有「黃師」被揭發於個人社交網頁
發表激進仇警言論。有家長群組昨
日爆料指，有疑似中學教師自去年
起多次於facebook用粗言穢語抹黑
警隊和特區政府，又鼓吹學生參與
包括「中大佔暴」在內多項違法政
治活動。爆料家長直斥涉事教師時
刻不忘對學生滲「獨」，言論令人
心驚，表明會檢舉到底，保護學子
免受荼毒。
facebook群組「灣區教育家長聯

會」昨日揭發，一名疑似在培英中
學任教的黃姓女教師，自去年反修
例事件期間積極在個人fb賬號發表
激進政治言論，包括鼓吹「不會與
示威者『割席』」、呼籲香港人
「報仇」、以所謂「決定幫仔女請
假」鼓吹參與政治罷課云云。其中
在去年11月中大被「佔領」期間，
她多次轉載相關消息，包括以「守
護家園」等歪理盲撐去年佔領中大
校園的一群暴徒，又發表所謂「全
城救中大」、「寧死不降」等言

論，煽動學生參與「佔暴」行為。
另一方面，她亦多次以粗言穢語
詛咒警隊和特區政府，包括以「警
賊」、「你老×『臭』大你班死黑
警」、「全家死剩黑警」等言論抹
黑警隊，又以「慰安婦」等字眼形
容多名政府高官，令人側目。

家長憂隨時課堂「滲毒」
爆料家長指上述帖文均設定為
「公開」，換言之，社會大眾包括
學生均有機會接觸到有關激進言
論，「看這位老師的臉書，越看越
心驚，髒話、惡毒的詛咒、時刻不
忘對學生『滲毒』，十年不晚的復
仇心態……」感歎多少學生會受其
荼毒，最終淪為暴徒。
不少網民均認為事態嚴重，表明
要向教育局及「803基金」舉報。網
民「Denis Ling」建議家長也應組織
自救：「可否用Excel 整理黃黑教
師資料？方便家長查看學校補習社
有冇黑老師」，以免「黃師」繼續
「獨」害學生。

家長踢爆：
培英「黃師」撐暴煽仇警

2019年6月
及8月

發動教師罷工，罔顧
學生權益和安危；間接
鼓動年輕學生投身激進
「抗爭」。

2019年7月起
賴得鐘、戴健暉及大

量失德「黃師」，發表
「黑警死全家」、警察
子女「活不過7歲」等
惡毒仇警言論。教協以
所謂「私人社交媒體發
表」、「教師有言論自
由」等歪理，意圖為違
背專業惡行開脫。至
2020年 1月，教協更
推薦賴得鐘連任香港教
師中心公職，縱暴無底
線令市民嘩然。

2019年12月
至2020年1月
對大批「黃師」被投訴

或在暴亂中被捕，教協
以所謂「以言入罪」、
「文字獄」等煽動性字
眼攻擊跟進失德教師個
案的教育局，挑起社會
對立，又成立所謂「訴
訟及緊急援助基金」，
支援因違法或違反專業
操守而面臨停職停薪的
教師，成為惡毒「黃師」
的幕後「保護傘」。

2020年5月
文憑試歷史科有關日

本侵華「利多於弊」冷血
試題事件，教協政治先
行，聲稱試題屬「開放
式」，意圖包庇試題
扭曲人類文明價

值、淡化侵略戰
爭的惡行。

2020年6月
教育局修訂教師培訓

要求，新入職及晉升教
師需要接受由教育局舉
辦，有關專業操守、國
家及國際教育發展等培
訓。教協竟以「未諮詢
業界」為由要求撤回決
定，又將措施妖魔化為
「政治施壓」，干擾教
師質素提升。

2020年8月
高中通識教科書出版

社獲得教育局「專業諮
詢服務」後，將書中具
政治煽動性的偏頗不當
「黃」內容刪去或修
正，教協卻將之抹黑為
「政治審查」。

2020年8月
教育局及教育界熱烈

呼籲學校師生職員參與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希
望在復課前加強保障校
園安全，教協卻借題發
揮，不斷強調檢測屬
「自願」，聲稱「擔心
政府變相『施壓』」，
鼓動教師「保障自己的
權利」，置學生健康福
祉於不顧。

2020年
10月
九龍塘宣道小學

前教師設計播「獨」教材
被取消註冊，教協極力包
庇稱結果「絕不合理」，
又發動眾籌「協助老師全

力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于錦言）九龍塘宣道
小學前教師因設計播「獨」教材及教案，近日被教育
局取消註冊，為首次涉及教育專業失德和問題教材
而被「釘牌」的個案。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在face-
book發文，強調教育局會嚴肅處理每宗涉及教師
失德或違法個案，並在查明屬實後作出適當懲處，
不枉不縱。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則重申，涉事教師深思熟慮將「港獨」、「疆獨」及
「藏獨」等思想加入課程設計，對心智不成熟的小學
生進行宣講並要求學生作政治表態，是缺乏職業道
德的表現，局方經過兩次聆訊後，決定取消其註
冊，並給予校長、副校長及盲目教授有關教材的老
師不同程度的懲處。
張建宗表示，是次被取消註冊的個案相當嚴重，
涉事教師有計劃地散播「港獨」信息，對學生構成深
遠影響和損害，嚴重違反專業操守；教育局為教育
把關，依法作出有理有據的決定，保障學生利益、
維護教師專業及社會大眾對教學專業團隊的信任。
他重申，保障學生利益是社會應有之義，恪守專業

是教師責任，社會應攜手讓教育回歸教育，重回正
軌，絕不能讓「港獨」歪風和違法意識在校園蔓延。

楊潤雄：造「獨」物灌輸 情節嚴重
楊潤雄在接受電台訪問中重申，今次被除牌的教
師之問題在於設計、鋪排課程時，別有用心、深思
熟慮的將「港獨」、「疆獨」、「藏獨」和非法社團「香
港民族黨」的黨綱和背景內容放入課程。此次個案
的嚴重性在於，小學階段的學生正透過對社會、對
世界的認識去建立個人思想觀、人生觀、價值觀，
心智未完全成熟，但該教師在課程設計中，以50
分鐘介紹「民族黨」，繼而討論「港獨」；另外35
分鐘亦觸及「藏獨」、「疆獨」、「台獨」等議
題，並於課堂要求學生就政治內容表態，此種行為
不適合出現在小學課堂。楊潤雄指，涉事教師作為
課程的設計者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故教局常任秘書
長有權依照教育條例取消該教師的註冊資格。
對於教協質疑教育局未經聆訊即判定取消註冊，

楊潤雄回應指，局方已給予事主兩次書面申述的機

會，該教師亦有找尋律師辯護，故程序上無任何問
題；其實取消老師註冊並非罕見，去年6月至現
今，教育局已因不同原因取消8名老師的教席，但
涉及教師專業失德今次是第一宗。他強調當局是
「從保障學生的角度，避免因老師的水平不夠及其
失德行為，令學生受害。」
教聯會副主席鄧飛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如果局
方跟足程序、到校調查，得出教材有宣揚「港獨」
及「民族黨」的成分，而有關老師又請學生即場作政
治表態，這與言論自由根本無關，「除了取消該名老
師註冊以外，尚有什麼選項？總不能只發警告信。」
他亦指，令人費解的是該教師為何向小五學生提

及「港獨」、「藏獨」、「疆獨」內容，如老師想
引導學生了解時事，應判斷這些深奧內容是否與小
五學生的身心發展相適應，他建議局方日後建立聆
訊和上訴機制，令定案的細節透明化。
另有九龍塘宣道小學的學生家長致電電台節目，

透露子女曾詢問「港獨」的好處，以及「民族黨」
是什麼等，認為老師做事要承擔後果。

張建宗：嚴懲播「獨」師 保障學生利益

「獨」師被教育局除牌後，教協立法會議員葉建源隨即
為其砌詞狡辯，以教案與實際課堂有落差為由為其

開脫，將要求學生政治表態美化為「互動」環節。不過，原
來種種的所作所為，可能只是為「掠水」而「做騷」。

暗示唔出錢就唔團結
教協前日及昨日接連於fb發帖，以「撐DQ教師」為名眾
籌。該會稱一直跟進教師情況，並揚言會協助教師「全力上
訴」，危言聳聽聲稱教育界「正面臨風高浪急的時刻」、
「攻擊及打壓將接踵而來」云云。教協還聲稱會支援教師生
活費及日後上訴的法律費用，又指「預計所需援助費用將不
斷上升」，要求社會人士「課金」，並「呼籲」所有教育工
作者「守望相助」，疑似對所有教師進行「情緒勒索」，暗
示不「課金」就不團結。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現時所謂

「眾籌」風氣盛行，質疑教協動輒要求教育界捐錢的合法
性，故教協有必要公開澄清，政府相關部門亦應了解相關活
動是否合乎法例。
何漢權質問，包庇一名被教育局除牌的教師是否合理，

「這件事清清楚楚，這位前教師在課室內播『獨』，花了大
篇幅向學生介紹非法組織，已屬專業失德。教協口口聲聲代
表教育界，卻不斷袒護這名失德教師，該會是否同屬『失
德』？是否打算『攬炒』教育界？」

攬炒派斥食自己友血饅
每逢有失德「黃師」事敗遭踢爆，教協帶頭包庇、狡辯不
遺餘力；惟其搖尾乞憐、跪求「善款」的模樣惹來大批攬炒
派不滿。中大「獨」師劉正在fb專頁「無神論者的巴別塔」
發文，爆粗批評教協「一年賣咁多美心月餅同中移動大灣區
Plan賺咁×多錢」，諷刺葉建源「每個月十幾廿萬薪津」，
「我真係唔明眾乜×嘢籌？」
劉正又反問「不如你講下葉建源捐×晒佢臨立會份糧未？

教協而（）家有幾多盈餘響手？」他更指出教協福利部上
年度營業額高達3.4億元，佔教協收入逾九成。
網民「Cal Feliciano」踢爆教協「佢地（哋）不知幾高興有教師
被釘牌，又大條道理出黎（嚟）cap水」；「Kinny Tey」亦質問
「又要捐？之前個啲點計先？咁快用曬（晒）？可否增加透明
度？」；「Stephen Lung」也質疑教協白吃不做，「俾啲誠意出
黎（嚟）罷工罷課先得架（㗎）？……想咩都唔做又有錢收嘅
叫你地（哋）契哥尾（美）國俾咪得囉！」；「Yan Ting Lam」
則一語道破：「飯民呃錢是常識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錦言）教育局終於出
手對失德播「獨」教師除牌，但卻堅持保密涉事
教師的資料，引來極大爭議。全國政協副主席梁
振英昨日便指，事態如斯嚴重，涉事教師卻仍然
無名無姓，是「荒天下之大謬」；又指如有關課
堂發生在今年7月1日後，已經觸犯香港國安
法，教師及校長都涉嫌違法。他強調，家長對子
女教育有知情權，促請教育局公布出事教師及有
關學校名單，使家長能防範和回應。
梁振英昨接受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訪問，

指九龍塘宣道小學前教師播「獨」失德被除牌事
件「搞到沸沸騰騰咁大件事，但竟然在茫茫人海
中，這個教師仍無名無姓，只得教育局知，家長
唔知」，形容情況是「荒天下之大謬」。
他續指，害群之馬的老師畢竟是少數，如不公
布名單，會因少數害群之馬讓整個教育界蒙羞，
「大家喺度估，聽聞有老師被教育局警告，估係
邊個？」令全校老師蒙受不白之冤。他批評，教
育局保密失德教師資料的處理方法，根本只是
「猜猜我是誰」，讓公眾產生不信任感，強調此
類投訴是關於教師專業操守問題，在教育界的警
告、譴責之後，要保證教師不會舊態復萌，需要
監察，因此家長需要知曉。
梁振英又以新冠病毒類比今次教育專業失德問

題，而教師中的害群之馬就好像「超級帶菌
者」，必須被隔離；而學校被帶菌者「感染」，
就必須採用非常手段「消毒」，認為教育局應該
從學生及家長的福祉出發。
他促請教育局設立公開聆訊機制，並質疑九龍

塘宣道小學家教會代表是否知曉事件，認為家教
會有責任向其他家長交代，否則家長有權將家教
會告上法庭。
梁振英透露，其設立的「803基金」會開設郵
箱投訴渠道，家長可將認為有問題的教

材、工作紙、功課郵寄到該郵箱，
會跟進處理。

教局拒公布失德師
梁振英：公眾難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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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道」斥年收入數億計仲掠水 教界批袒護失德者

教協縱暴

九龍塘宣道小學前教師因設計

播「獨」教案向學生洗腦而被終身「釘

牌」，一直包庇「黃師」的教協隨即高調為其出

頭，揚言要助其「全力上訴」云云；教協動作多多，

或只是為了「Cap水」而鋪墊。在教育局公布「釘牌」

決定後，教協於fb連日發帖，要求同路人「課金」眾籌。

有教育界人士質疑相關活動的合法性，又反問「教協口口聲

聲代表教育界，卻不斷袒護這名失德教師，該會是否同屬

『失德』？」而教協疑似「勒索」教育界，暗示不「課金」

就不團結，惹來大批攬炒派「同路人」質疑該會年收入數億

元計，卻借機籌款「呃錢」。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爆播「獨」醜
聞的九龍塘宣
道小學。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梁振英強調家長有知情權，故要求教育局公
布出事教師及學校名單。 網上截圖

◀教協率先為美
化日軍侵華的冷
血試題護航。

▶宣道小學
的播「獨」工
作紙。

■教協連日發帖乞求捐款。
教協fb截

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