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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道校長批
「關注組」
屢誤導學生公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文匯報今月
初率先報道，培道中學於新學年更新校規，表明
學生不可擅自以學校名義舉辦集會、發放文宣
等，亦不可藏有與課本無關而未經批准的報刊書
籍等，避免校園被政治化。惟所謂「培道中學本
土關注組」借黃媒《蘋果日報》之口誣衊學校
「變相限制思想自由」云云。培道校長張美華昨
日發信，強調「政治不能進入校園」，又批評
「關注組」未經授權以學校名義發布訊息，及多
次斷章取義誤導學生及公眾，對此深表遺憾。
黑暴風潮下數以千計年輕學生被捕，揭示香港教
育被嚴重政治化，激進分子盜用校名成立所謂「關
注組」，侵入學校肆意散播暴力違法甚至「港獨」
思維毒害下一代。為此學界近月相繼加緊警惕規
管，堅拒政治入校，冀讓校園回歸平靜。

「關注組」
圖煽輿論攻擊學校
香港文匯報早前報道，培道中學於新學年增加了

校規條文，包括規定學生不得藏有與課本無關而未
經批准之報刊、書籍；不得參與非法集結活動。
新校規同時規定，未經學校准許，學生不可擅
自以學校名義或穿着校服舉辦或參與學校不認可
之集會或活動；不可擅自以學校名義製作、發放
宣傳文字/海報/網上文宣；不可擅自使用校徽或
校名作宣傳物/網頁、散播資訊等。
學校更新校規、撥亂反正，卻引起攬炒派分子
抹黑。《蘋果》引述「培道中學本土關注組」成
員稱「新校規荒謬」、「變相限制思想自由」云
云，意圖鼓動輿論攻擊學校。

重申堅持政治不入校園
培道校長張美華昨日就事件向家長及學生發信，重
申堅持「政治不能進入校園」，並進一步解釋新校
規，表示若學生攜帶的課外書與學科相關，就毋須學
校批准，但如攜帶與學科無關而未經批准的報章、
書籍等，包括有賭博、色情、暴力、宣洩仇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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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學校會按事態嚴重性，決定跟進方法。就有人
意圖炒作校規提及的口罩顏色，校方表明一直對學
生穿戴，包括校服、鞋襪、飾物等有清晰指引。
張美華並在信中強調，「香港培道中學本土關
注組」並非學校組織，對於其未經授權以學校組
織名義發布訊息，更多次斷章取義誤導學生及公
眾，深表遺憾。
教育局在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認同培道中學

的做法，並強調校規是闡述學校對學生在校內日
常行為的基本要求，目的在教導、輔導和保護學
生，以預防學生行為問題，及學生營造安全有序
的學習環境。
針對有組織假借學校名稱發表政治立場，教育
局認為校方必須嚴肅跟進，並明確及公開地澄清
不認同其主張或行為，以免家長、學生或社會人
士誤會這些組織的言行得到學校支持或默許。

釘失德師牌 旨在護學生
楊潤雄：播「獨」違專業操守 非政治問題是事實問題

九龍塘宣道小學前教師涉失德播「獨」
被「釘牌」持續掀起熱議。教育局局長楊
潤雄昨日強調，局方處理教師失德是旨在
保護學生，涉事教師花時間設計「港獨」

■早前有教師歪曲鴉片戰爭歷
史，「極有可能」取消其註冊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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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反映其有違專業操守，與「政治敏
感度」無關，而是其是否明白香港憲制
「港獨」不可行的「事實問題」。他又透
露，現時另有兩個教師嚴重失德個案跟進
中，分別涉及教師能力與備課態度，以及
教材問題。局方仍在收集資料，研究是否
需要取消註冊。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錦言

楊潤雄昨日先後接受港台及商台訪問，
解釋教師失德「釘牌」一事。他表

示，局方處理事件的初衷是保護學生，而非
滿足投訴者或處罰教師，又指所有人都有機
會改善及改過，但局方的主要原則，是考慮
涉事者現時是否仍然合適擔任教師。
近日包括教協在內攬炒分子試圖提出不同
歪理為該「獨」師開脫。楊潤雄指，局方是
視乎整個教案設計、教材資料、能帶給學生
什麼信息等，去研判該教師有計劃地散播
「港獨」，違反專業操守，「這不是政治敏
感度是否足夠的問題，這是他是否明白香港
憲制地位，『港獨』不可行的問題，這不是

■九龍塘宣道小學前教師涉失德播「獨」被「釘牌」。

政治問題，是事實問題。」

必須表明
「港獨」
「為何唔得」
楊潤雄強調，如教師有需要回應學生關於
「港獨」的疑問，必須表明「港獨」在香港
「為何唔得」，並回到基本法及香港憲制基
礎，告訴學生「無論是政治、歷史、體制、
法律之下，『港獨』都是不可行的」；若有
教師稱不知如何處理，那麼其是否適合教學
亦需要重新衡量。他又反問，如果有教師在
課堂教授吸毒，「問大家是否認同吸毒？吸
毒有何好處？這是否大家可以接受？」
對有指該師只負責設計「獨」教案但沒親

■楊潤雄昨日強調，局方處理教師失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是旨在保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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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課，教育局副秘書長陳蕭淑芬補充指，
其設計的教案會於課堂使用影響學生，有沒
有親身授課並不是重點，局方亦曾予涉事教
師兩次申述機會。楊潤雄則說，如教師對局
方決定有異議，可於 21 天內透過上訴委員
會上訴；如對上訴委員會裁定不滿意，亦可
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上訴。

有失德個案非涉政治內容
由去年 6 月至今年 8 月，教局接獲 247 宗
教師失德投訴，其中 204 宗調查已大致完
成，73 宗不成立，71 宗已作出處理。楊潤
雄透露，現局方仍有兩個嚴重個案跟進中，

但是否嚴重到要取消牌照，需等待進一步申
訴及收集資料。他表示，教師失德個案未必
涉及敏感政治內容，例如其中一嚴重個案是
教師專業能力和態度問題，胡亂備課「是但
去講」，基本的資料核實也不做，不負責任
地誤導學生，局方會考慮其是否適合做老
師；而另一個案則牽涉教材問題。
早前有報道指，教育局現正處理可立小學
歪曲鴉片戰爭歷史的教師，「極有可能」取
消其註冊資格，有關個案情況與楊潤雄所指
相當吻合。
教育局一直拒絕披露失德教師及任教學校
名單，然而社會有強烈聲音強調家長有知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錦言）香港國安法實
施後，香港大學校園內由學生會管理、三組枱椅
組成的所謂「連儂牆」，公然違法散播「港獨」
文宣及各種黑暴仇恨訊息。港大昨日終於以「安
全及管理」為由收回有關位置的管理權，將
「獨」牆清拆得一乾二淨並以水馬圍封。

原作社團活動 變播
「獨」
「基地」
港大「獨」牆位於校內大學街上層近港鐵站出
口，校方2017年起按年續期分配予學生會管理，
原作學生社團活動之用，但就被學生會利用成為
渲染黑暴仇恨甚至散播港「獨」的「基地」。
港大早前表明，學生會於上述位置的管理權於
上周四（8日）屆滿，會再進行檢視。至昨晨，校
方終安排工作人員拆除「獨」牆上張貼的文宣及設
施，並使用兩米水馬圍封，有外籍保安往來巡邏。
港大發言人昨日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指，上
述三組枱椅組合，是於 2017 年首次分配予學生
會管理，作學生社團活動之用，為期一年，及後
在 2018 年續期兩年。鑑於目前該處行人流量增
加，基於「安全及管理方面」等考慮，大學校舍

事務委員會決定在協議期限屆滿，即由 2020 年
10月8日開始收回該位置的管理權。
發言人又表示，「大學會繼續與學生會進行
討論，探索及物色其他適合學生活動而又避免會
造成人流擁擠的地方」。
港大清拆「獨」牆並收回管理權，是撥亂反
正遵守法紀的舉動，惟一直違法播「獨」的港大
學生會卻聲稱「獨」牆「展現着港大言論自
由」，稱校方有「政治考量」，又聲言「即使失
去這幅港大連儂牆，只要意志不滅，哪裡都可以
是連儂牆」云云。

黃錦良：校方須禁播
「獨」
思想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認同港大的清牆行動，又指校方以往提供
空間及設施予學生會，原意是用作學生活動，但
學生會卻違背共識，利用該場地張貼渲染黑暴、
煽動仇恨，鼓吹「港獨」思想文宣。
對港大指會再物色地方予學生會，黃錦良強
調，校方一定要寫清楚條文，禁止學生會再次利
用該處散播「港獨」思想或攻擊仇恨特定的群

■「連儂牆」攤位清除乾淨後，校園恢復應有的
整潔。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體，一旦發現其違規便應嚴厲處理收回場地。由
於播「獨」文宣涉嫌違法，大學有需要亦可上報
執法機構跟進。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表明，根據香港國安
法第九、第十條，包括大學在內的社會團體於增
加國家安全的宣傳教育工作是責無旁貸，又指教
育局局長楊潤雄會與各大校長會面，了解學校如
何落實國安法的要求。若校方沒能力落實要求
時，「執法機關當然要去處理。」

市民批教協庇
「害群之馬」

■多名市民到教協發起聲討行動。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 九龍塘宣道小學一名
教師有計劃播「獨」遭釘牌，教協卻百
般包庇，更聲言通過眾籌為其提供法律
與經濟援助，令社會各界嘩然。多名市
民昨日自發到教協總部發起聲討，批評
教協罔顧事實、充當失德教師「保護

傘」，應當立即解散。市民代表批評，
教協身為教師組織缺乏應有的專業態
度，公然包庇「害群之馬」，行為等同
邪教，嚴重誤導年輕一代，並敦促教協
公開有關的失德教師的名字，還社會知
情權，同時要與失德教師劃清界線。

聶德權：判斷公僕違誓門檻高

港大清
「獨」
牆 收回管理權

■香港文
匯報連日
跟進失德
教 師 被
「釘牌」
事件。
資料圖片

權，要求局方公開更多相關資料。楊潤雄昨
首次指出，會總結今次經驗，將來考慮以年
度報告形式將教師失德情況羅列出來，並針
對一些敏感個案更早作交代。
另外，楊潤雄前日接受《大公報》專訪時
提到，教育局會在短期內推出有關香港國安
法及講解國家安全概念的基本教學材料，爭
取下一個學年可給予中小學使用。長遠而
言，局方將結合香港國安法與不同年級學習
的深淺程度，設計課程並完善配套教學資
源，與憲法、基本法、國歌法和國旗法相關
教育有機結合，有系統地建立以國家觀念為
核心的法制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務員事務局
將於周一向各部門發通
告，要求今年 7 月 1 日起
新入職的公務員簽署聲
明，確認擁護基本法和
效忠特區，其他公務員
則會逐步獲安排簽署確
認書或宣誓。公務員事
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在
電台節目重申，判斷一
個公務員是否違反誓言
的門檻相當高，而一旦
違反將會是很嚴重的
事，或顯示該人員有推
翻現屆政府的意圖。
聶德權昨日上午接受
電台節目訪問時表示，
特區政府將於星期一向
各部門發通告，要求今
年 7 月 1 日起新入職的公
務員簽署聲明，確認擁
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
下一步會要求試用期當
中的公務員簽署。
在現職公務員方面，
局方建議其中大部分透
過簽署聲明確認宣言，
至於責任較大的高級公
務員包括常任秘書長、部門首長
等，則需要宣誓，稍後會敲定有
關安排。
聶德權強調，香港特區是國家的
一部分，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是
國家政策，也是公務員的責任和使
命，擁護基本法就是落實「一國兩

制」，因為基本法是「一國兩制」
原則的法律化及制度化。
他重申，公務員擁護基本法、
效忠特區是「一貫責任和要
求」，簽署確認書或宣誓措施可
令公務員更有自覺效忠特區意
識，是一種承諾及彰顯承擔。

違誓或圖推翻現屆政府
聶德權形容，判斷一個公務員是
否違反宣言的門檻相當高，而一旦
違反是很嚴重的事，「若不擁護基
本法、不效忠香港特區，是否代表
不支持『一國兩制』，甚至不認同
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或者有推翻
現屆政府的意圖？」
他重申，若公務員違反香港國
安法，當局將立即終止其職務；
如其言行違法，須按法律處理，
否則就要按機制研究是否違反
《公務員守則》等，嚴重可被革
職。特區政府亦將會加強公務員
培訓，令公務員更了解憲法、國
家事務等。
聶德權強調，公務員是特區政府
的骨幹，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可暢
所欲言表達意見，但當政策決定
後，公務員則要一心一意做好推動
落實和宣傳工作，不能因個人想法
或政治理念公開唱反調，「我好難
想像一個僱員做嘢時公開鬧老細、
同老細對着幹。」
他直言，公務員身份會帶來一
定的責任和要求，或對公務員言
行上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但這並
非等於公務員不享有言論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