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錦言

「黃師」肆虐嚴重威脅香港年輕學生，惟教育局

一直拒絕公開失德教師及涉事學校資料，家長難以

知悉子女有否被鼓動洗腦。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成立的「803基金」循不同途徑收集相關資料後，

於昨日公布第一批18名被告上法庭涉嫌犯刑事案

的教師姓名及其控罪案情，其中6人已被判監，還

有多人涉及案情嚴重的暴動罪，還家長知情權。如

斯教師一直毒害着莘莘學子，梁振英直言這情況實

「聳人聽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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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基金公布涉刑案黃師
包括18人控罪 6人已判囚 還家長知情權

自修例風波以來，大批「黃師」無視教育專業操守，肆意
參與違法黑暴，更在課堂內外向年輕學生洗腦，宣揚激

進偏頗政見，甚至仇恨暴力與「港獨」訊息。惟包括早前因播
「獨」被「釘牌」的九龍塘宣道小學前教師在內，教育局一直
大力「保護」失德教師資料，拒絕讓社會知悉從而有所防範。

梁振英：公眾利益凌駕私隱
梁振英昨在fb強調，公眾利益凌駕私隱，並批評教育局、教

協、辦學團體和學校一直漠視家長知情權。為此，「803基
金」決定將收集得來的失德師資料向相關學校求證，然後公告
社會。
基金昨公布第一批綜合不同媒體報道資料，整理18名被告
上法庭的涉嫌犯刑事案的教師名單及其案情。該18人包括中
小學、幼稚園、私人及補習老師，其中7人有任教的中小學資
料；他們分別涉及非法集結、暴動、襲警、管有非法用途工具
等罪行，當中以被控暴動罪最多，共7人。至今為止，有6人
已被判監禁，其餘案件大多正等候再訊（見表）。
以已被判囚者計，其中24歲補習老師殷嘉齊案件情節最嚴
重。他涉於去年11月11日在銅鑼灣邊寧頓街及怡和街交界，
管有一支鐵棒、一把刀、兩個瓶口塞紙巾並載有澱粉的玻璃
瓶、一瓶420毫升消毒火酒和兩支分別105毫升及95毫升的打
火機燃料，被控管有物品意圖損壞他人財產罪及管有攻擊性武
器罪，前者已認罪，後者則撤控，該教師被判監禁13個月。
至於首名涉黑暴被判囚的正規中小學教師、任教仁濟醫院何
式南小學的楊博文，則被控襲警罪成判監9星期。資料顯示，
他在判刑當天自爆6月時已被學校解僱。

網民：教局唔做我哋做
網民均支持「803基金」公開失德教師及其任職學校名單。
「鄭國東」說：「支持CY，提供失德教師名单（單），教局
唔肯做，我地（哋）自己做，讓全港家長查閱！」「Winnie
Kam」說：「定要嚴懲無良黑心失德失職教師，除牌永不錄
用！追究到底！」

CY質疑教協庇失德師
梁振英其後再發帖，表示上周有九龍塘宣道小學教師因被教
育局指涉「港獨」被除牌，教協聲稱「將會繼續努力，通過訴
訟及緊急支援基金，全力支持老師上訴，並為老師提供緊急生
活援助」。「今日有邱姓教師因被警方指控誘使小學生送上裸
照而被學校停職。」
他質問：「請問教協，邱姓教師會得到教協『通過訴訟及緊
急支援基金，全力支持老師上訴，並為老師提供緊急生活援
助』嗎？如果不會，是因為教協相信警方，知道警察不會插贓
嫁禍，而不相信教育局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教師操守問題一直受
廣泛關注，惡毒「黃師」被質疑藉課堂洗腦，年幼學
生價值觀慘遭仇恨及錯誤訊息扭曲。網上流傳一張據
稱為小二教材的照片，填充題答案將警察職責誣衊為
「執行濫捕」、「不會保障市民」。不少網民認為倘
真有其事，反映香港教育已經被扭曲，並對學生慘遭
「黃師」荼毒而感到痛心。
網上流傳的照片聲稱出自小二練習，學生需要在橫

線上填上警察及消防員的職責。在該練習中，題目提
供「維持社會___」、「執行___」、「指揮___」、
「保障市民的___和___」，要求學生填上合適答案，
惟疑似小童筆跡所填字詞，組成「維持社會不穩
定」、「執行濫捕」、「指揮元朗鄉黑」、「不會保
障市民」等答案，試圖抹黑、誣衊警方，若真的出自
小童手筆，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該照片更有附註，寫上「孺子可教」、「香港未來
社會翹楚」云云，意圖帶動風向說明其「洗腦成
果」。

其實，該份習作的另一答案版本早於今年5月已於網上流
傳，有人在問及警察部分填上「破壞」、「黨的命令」、「喬
裝暴徒」等，不問是非，只求顛倒黑白展示仇警思維，當時早
已惹來大批網民紛紛留言批評，亦有人質疑這是「黃絲」宣傳
伎倆，模仿小童筆跡只求譁眾取寵。

網民嘆教育已被扭曲
對填充題被填上仇警答案，網民「Aquarius Tap Tap」認

為，這反映了香港的教育已經被扭曲，感慨「除咗香港歪思
（Yellow C，即黃絲）會話咁答係啱之外，世上應該冇人會咁
答」。「Kaman Ha」則認為是家長之過失，狠批「白癡家
長」。「Yau Bor Ching」慨嘆道：「現在大學生是此思維，
不用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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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樓價多年嚟冠絕全球，
就算畀咗首期都隨時供餐死，
所以保住份工真係好重要㗎，
睇吓民主黨議員鄺俊宇咁努力
爭取延任就知啦。近日有市民

就整咗張改圖嘅banner揶揄攬炒派，話佢哋就
算面對質疑都要延任係有苦衷㗎，例如鄺俊宇
就要繼續供樓，突然冇咗份工點得呢？有網民
就建議鄺俊宇多啲搞眾籌，喺「手足」身上榨
多啲錢就可以早日供完層樓，到時冇咗份工都
唔使憂嘞！
早前有傳媒發現，出身公屋嘅鄺俊宇，原來
喺2018年已經買入咗大角咀「利奧坊．凱岸」
一個單位嘅樓花，並喺今年4月正式成為呢個
千萬單位嘅業主，除開計算，呢個實用面積
417平方呎嘅單位，平均呎價近24,700元。
經濟壓力大自然唔可以冇咗份工，所以整
banner嘅市民就將鄺俊宇喊得好淒慘嘅樣key
咗上去，仲幫佢設計咗內心對白：「大佬我仲
要供樓！」
不過，網民似乎就好似冇乜「同理心」嘞，

「Wai Man Lam」毫不留情咁話：
「佢終於知道要搵食係乜，幾多人
比（俾）佢之前有份破壞社會而無
工做，人地（哋）唔使養家供樓
咩，根本所謂帶住民主嘅人全部都
自私，只為自己，無諗後果同其他
人，宜（𠵱 ）家香港分裂到乜野
（嘢）地步，我口衰講句，你抵
死！」「Louis Wong」亦話佢自己
攞嚟：「你支持攬炒破壞法治同社
會經濟果（嗰）陣有冇諗過好多人
因為公司被迫關門而失業？」

網民揶揄多搞眾籌唔使愁
「Queenie Chan」就揶揄：「洗

（使）乜驚，有200萬『手足』幫
你，一人一蚊都夠晒啦，仲有淨
（剩）落袋（𠻹）！」「Sukching Lam」就建
議：「眾籌！好多人樂意俾（畀）。」「Gar-
ter Green」就回應：「即刻供斷層樓都得，佢
手揸好多眾籌，所以先出嚟買樓，因為再住公

屋，要入息審查，到時成盤數俾房署睇晒。」
「Jerry Chan」就話攬炒派其實好簡單：「做
咩都得，最緊要有糧支（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鄺俊宇爭延任 網民諷：要供樓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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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絲」猛咁宣
傳所謂「家黃萬事
興」，但事實越
「黃」反而越家嘈屋
閉，過氣歌手吳日言

可以話係佼佼者。吳日言日前喺
facebook發帖，圖文並茂話佢老竇
冇睇實個孫女，令到小朋友好似俾
紙鎅親，仲鬧佢老竇推卸責任，
「有咁嘅思維你都知道佢係乜嘢顏
色」喎。唔少網民見佢自己唔湊
女，個女有事就怪老人家，仲「黃
衛兵」上身用政見公審自己老竇，
都鬧爆佢不負責任：「唔好咩都先
怪人！個世界唔係咩都你冇錯，係
其他人錯晒！」
好多過氣藝人都靠「黃」上位，其

中吳日言成日喺網上發表仇警post，
然後借勢開「黃店」大啖人血饅頭，
連用公帑出糧嘅公民黨油尖旺區議員
余德寶都落場幫手拉生意。喺今年
國慶節加中秋節當日，吳日言就喺
fb上載一張背景係防暴警察嘅相，
仲話「中秋沒有你們我會更快樂」。
網民「Luck Mok」就神回覆：「應
該係警察話『沒有你們出來搞事，我
們也可以和屋企人歡渡（度）中秋，
何須要企在街保護香港！』」

見女鎅親賴父親卸責
鬧完警察，然後又公審自己老竇。

吳日言日前發帖，話自己個女「如
常玩耍」，外公陪佢「畫畫簿」，
點知後來個女塊面有條痕，似係俾
紙鎅親，於是鬧爆個老竇「掛住玩
電話」冇睇住個孫女。吳日言老竇
都唔忿氣，寸返個女「點解你要買
啲紙俾（畀）佢搣」。吳日言於是
將件事擺上網公審個老竇，仲話「好
佩服佢推卸責任嘅境界」、「有咁嘅
思維你都知道佢係乜嘢顏色」。
咁不孝帖文一出，好快就罵聲一

片。「Dormy Chung」就問佢：

「樓又老竇買，女又老竇湊，買樓
嗰陣時又唔見你分顏色？」「何善
衡」話：「同啲政客一樣，要完你
錢，就送走你人頭！」
有網民就重提吳日言早前因為掛

住開「黃店」，錯過幫個女報讀幼
稚園。「Doremi Fasola」話：「做
阿媽做到咁就知佢乜顏色啦！咪就
係冇出色同乜×都唔識！」仲揶揄
佢「報間幼稚園都唔識」。
「May Yip」就奉勸佢：「你爸

爸唔係你工人，生個女出嚟係爸爸
媽媽嘅責任，唔係公公嘅責任。幫
你湊女仲要俾你上網×，你咁有
米，咪請工人湊囉。」

網民：老竇最錯生錯女
「Wendy Lee」就話：「政見不
同，都應互相包容……幾時玩手機
都係佢哋嘅自由……你對爸爸嘅批
評令好多人好失望，父母嘅行為係
小朋友嘅鏡子，將來你個女大個都
會咁樣對你，試問你會唔會心
痛？」「Ryan Tse」則揶揄，吳日
言老竇最「衰」係當年生咗吳日言
出嚟囉。■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吳日言「黃上腦」
公審老竇講「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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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經濟圈」啲「黃店」
一再告急同執笠，攬炒派日前
就搞咗所謂「全民感謝日」想
救「黃圈」，但所謂長貧難
顧，有「黃店」照樣執笠，應

該算係搶救無效。唔少「黃絲」都撐到心態崩
潰，日前索性喺連登出post講「一人一間堅難
食黃店」，3天就錄得逾700個留言，唔少人
都鬧啲「黃店」質素衰到「請我都唔會再
去」，仲話自己「食×到變藍」。

「黃店」求救反捱鬧
呢排有幾多「黃店」執笠？facebook專頁
「土黃帝」日前就喺「全民感謝日」當天發帖
宣布土瓜灣「黃店」「小蜜蜂果汁店」因租務
問題執笠（見圖）。佢之後仲呻多間「黃店」
都做唔長：「由柱仔記、金翠、木槿、豬仔糖
水、JBcafe、茶理史，今日再到小蜜蜂……除了

婉（惋）惜與祝福，我們似乎什麼都做不了。」
唔止執笠多，「黃店」「告急」一樣多。好似
「原點」早前就係facebook「告急」話：「生
意一落千丈，試過全日營業額只有$160……我
地（哋）已經支持唔到落去……睇下（吓）大
家有無時間黎（嚟）支持下（吓）！」不過，
網民「Zoe Tung」日前就咁鬧佢：「食過一
次，態度差，職員衛（衞）生差，楊枝甘露得
啲糖水芒果味，差到無下次！」
服務同食物質素都咁差，「手足」好難唔割

席。唔少網民日前仲應所謂嘅「全民感謝
日」，喺連登搞個「一人一間堅難食黃店」，
同啲劣質「黃店」真攬炒。「頑童與神仙魚」
話：「旺角『青花』，成班fd（朋友）都話嘢
食鹹到×街，啲員工話只係濃味，唔係鹹！」
有網民亦話：「MOKO『極之丼戶』天婦
羅皮唔脆，肉超難咬超多筋；荃灣『蝦麵』介
映（咖央）多勁痠（酸）、串燒冇味、麵個湯

底陣味又假、
service（服務）
又差、落 order
（單）半個鐘先
上菜中途催咗兩
次 、 staff （ 職
員）態度×到唔
想 叫 佢 地
（哋），差到中途諗過要走。呢兩間係真係請
我都唔會再去！」
「絲吉b」就講：「『旺角日常小館』漏
單，啲餸份量少，勁求其，薯仔雞翼我都整得
好食過佢，最過份（分）係連個白飯都未煲
熟，食落啲米硬架（㗎）！」「主打外賣員」
都呻：「『時代冰室』，食×到變藍！」
講到咁衰，啲「黃絲」對住「黃店」咪又係
屢敗屢戰，怪得邊個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數難食「黃店」700留言數唔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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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民自製改圖banner，嘲笑鄺俊宇延任係因為未供
完層樓。 「時聞香港」fb截圖

■吳日言 fb
公審老竇。

吳日言fb
截圖

■網上流傳的小二教材填充題，警察職責被誣衊成
「執行濫捕」、「不會保障市民」等。 網上圖片

楊博文，29歲
任教學校：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控罪：襲警罪－罪名成立，監禁9
星期

謝銘基，31歲，任教匡智屯門
晨曦學校
控罪：管有適合用作非法用途的工具
罪－2020年10月28日審前覆核

羅曉峰，32歲
任教學校：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控罪：非法集結罪－2020年10月
19日轉介區域法院

莫德惠，38歲
任教學校：寶覺小學
控罪：非法集結罪

林翠雯，32歲
任教學校：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控罪：暴動罪－2020年10月23日
提訊

蘇瑋善，24歲
任教學校：英華女學校
控罪：非法禁錮罪、非法集結罪－
2021年2月22日提審

梁升彥，24歲
任教學校：港大同學會書院
控罪：暴動罪、身處非法集結時使用
蒙面物品罪－2021年1月4日再訊

葉廸舜，26歲，私人教師
控罪：暴動罪、身處非法集結時使用
蒙面物品罪－2021年1月4日再訊

陳憲，23歲，兼職小學教師
控罪：暴動罪－2021年1月4日再
訊

De Bruin Edgar Willem Aart，
31歲，幼稚園教師
控罪：縱火罪－認罪，監禁4個月

Rebecca Louise Nunan， 32
歲，私人英文教師
控罪：企圖襲警罪－認罪，監禁3
個月

殷嘉齊，24歲，補習老師
控罪：管有物品意圖損壞他人財產罪
（認罪）、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撤
控）－監禁13個月

黃晉生，25歲，私人補習老師
控罪：公眾地方造成阻礙罪－認
罪，罰款5,000元，監禁4星期，緩
刑3年

霍啟峰，24歲，兼職功課輔導
班教師
控罪：刑事損壞罪－罪名成立，監
禁4星期

姚俊暉，34歲，教師
控罪：暴動罪、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
的工具罪－2020年12月4日再訊

陳睿懿，27歲，教師
控罪：襲警罪－2020年12月20日
再訊

布紫晴，24歲，教師
控罪：暴動罪－2021年6月7日提
堂

鄭浩麟，25歲，教師
控罪：暴動罪、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
的工具罪

18名涉暴教師及控罪

資料來源：梁振英f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