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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懲失德教師 莫讓獨害蔓延
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東吳一劍

父母送子女回校上課時，都會叮囑
一句： 「孩子，在學校要好好聽老師的
話！」 可見父母是對老師給予了極大的
信任，覺得把子女交到老師手上就放心
了。可當有一天，警察通知家長到警局
保釋子女，而一同被捕的還有老師時，
面對家長責問，子女卻反問： 「你不是
告訴我要好好聽老師的話嗎？信老師有
錯嗎？」 家長才驚覺原來老師中也有害
群之馬、有失德 「獨」 師，會帶領自己
的子女走上不歸路！

教育局日前公布，取消一名在課程
、教材裏故意散播 「港獨」 思想的教師
註冊，成為 「修例風波」 以來，首名因
教學及教材專業失德被除牌的教師。可
是 「教協」 卻把違法歪曲為 「言論自由
」 ，並發起 「眾籌」 協助該名教師向教
育局上訴。

老師的工作是立德樹人，把學生好
好的培養成材，而不是澆毒苗、育毒材
。我們先不說其他，先說說古今中外對
老師的德是如何要求的。先來看看我們
中國古代，如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學
家、文學家和軍事家王陽明在龍場悟道
後就制訂了《教條示龍場諸生》，其四
條要就是：立志、勤學、改過、責善。

清代著名的政治家、理學家、文學家曾
國藩認為教師所傳之 「道」 ，就是修己
治人之道，並說： 「若讀書不能體貼到
身上……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

再看看國際，《世界人權宣言》《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公
約》規定的首要教育目的就是充分發展
人的 「personality」 ，即人格、性格或
個性。《兒童權利公約》全面規定了教
育目的，可以概括為培養人對各文明、
各種人和自然的尊重，即人格、性格或
個性。《殘疾人權利公約》要求培養人
對多樣性的尊重。

由於教師肩負立德樹人重任，因此
社會對教師這一專業提出更高的要求。
唐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韓愈
甚至將僅傳授知識的人排除在教師之外
。意思是只懂傳授知識的人只能叫師傅。

再看看外國是如何規定的。1763
年普魯士國王頒布的《全國學校規程》
要求 「教師應當是兒童的表率，不可將
自己每日教導的成果毀於生活中的壞榜
樣。」 而經常宣揚 「言論自由」 「人權
至上」 的美國對失德教師的處理也是毫
不含糊。1979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在 「安柏訴諾威克」 案中指出，教師是

學生行為的榜樣，對他們的看法和價值
觀施加了微妙而重要的影響，支持解僱
行為不端，道德墮落的教師。

立德樹人的成效是檢驗教師的唯一
標準。老師以身作則教得好，自然桃李
滿天下，美名遠播。老師失德，學生自
然不會成材。部分父母爭相將子女送入
名校，就是希望學校將子女培育成社會
棟樑，難道有父母會把子女送到一間專
門培育罪犯、暴徒的學校就讀？

「修例風波」 爆發以來，已有近
4000名學生被捕，其中年齡最小是12
歲；被捕教師或教學助理則有80名。香
港出現大批青少年被洗腦、變得激進，
與某些政治立場偏頗的教師、偏袒 「黃
師」 的 「教協」 絕對有關。要糾正教育
亂象，教育局是責無旁貸，當發現教師
公然播 「獨」 、煽動暴力、散播仇警言
論、歪曲歷史；有教師更煽動學生走上
街頭參加暴力行動時，必須嚴懲這樣的
失德教師。香港的教育已到了刮骨療毒
的時候。社會應該建立嚴格監管失德教
師的機制，該 「釘牌」 就 「釘牌」 、該
警告就警告，更要適時公開 「獨」 師身
份和任教的學校，勿讓他們隱藏身份繼
續毒害下一代。

通識科可變回選修科嗎？
通識科備受批評，主要是因為傳媒近

年屢屢揭發通識科教材充斥錯誤史觀、宣
揚違法思想，甚至有歌頌 「港獨」 之嫌，

完全違背當初推出通識科希望令學生有批判性、獨立思考，使學
生有更多機會體驗德育、公民教育的理念。因此現在是時候 「停
一停，諗一諗」 ，讓社會各界可以
重新思考通識科作為高中課程必修
科的必要性，探討通識科變回選修
科的可能。

青年有話說

當年教育改革，政府把通識科列為
新高中課程必修科，原本目標是希望令
學生有批判性、獨立思考、加強人際溝
通能力，使學生有更多機會體驗德育，
並做到 「文中有理，理中有文」 。

惟通識教育推行多年，結果負面多
於正面。加上社會不斷轉變，對專門知
識要求不斷提高，社會需要專才多於通
才。但通識科能培養我們需要的專才嗎
？我們可否還莘莘學子在學習上多些選
擇，把通識科變回選修科，理科老師回

歸教自己專長的科學科，培養多些理科
老師新血，否則再過多10到30年，香
港有機會出現 「理科老師」 人手短缺問
題。

悖離課程設置初衷
不少通識老師是讀文科或社會科學

出身，要老師既懂人文科學、歷史、社
會時局，又要熟悉實驗思維、高階計算
、科學模型，實在是要求嚴苛，要求理
科老師同時精通歷史、政治，也同樣要

求過高。為何不索性把通識科變回選修
，讓不同專長的老師回歸自己專長，文
科的教文學歷史，社科的教經濟地理，
理科的教化學、物理、生物，這豈不是
更合理安排？

國際學校的課程極少有 「常識」 或
「通識」 這個必修科目，他們是把科學

、科技、健康教育及人文科學分開處理
，筆者認為這是合理的做法，因為沒理
由要所有老師文理皆通。如果老師只需
要教授自己的專長，就有助在課堂上引
導同學思考。

同時，同學們也能夠在接觸不同學
科期間，尋找到自己的興趣，在未來進
修時，更能作出較適合自己的選擇。再
者，大家看看IB及iGCSE課程，筆者不
禁問為何英美系統沒有必修通識科，這
必有其原因吧？

我們的通識科目內容已經廣泛到，
包括今日香港至現代中國、全球化，再
到能源科技與環境等不同範疇的六個單
元。如果回歸選修，大多數同學便有更
多時間應付專門科目，有利培養未來的
理科人才，理科同學可以集中精神學習

生物、化學、物理、數學延伸等科，至
少可以做到 「四選三」 。

再者，不少通識科老師只是用剪報
作為教材，惟報章內容是具時效性的，
新議題不斷湧現，如果學生因為生活環

境等原因難以緊貼時事，為何不讓他們
有更大選擇空間，給他們選擇自己喜歡
的文科或理科科目去鑽研呢？既然市場
對STEM有龐大需求，是時候把通識變回
選修。

在疫情爆發的初期，本港不少專家
經已估計秋冬季將會爆發第四波疫情，
近日本土感染個案再有上升跡象，抗疫
工作必須保持最高狀態，以減輕疫情對
本港未來經濟民生的影響。

新冠肺炎是一種高傳染性的疾病，
要抗疫必然要減少人群聚集，降低病毒
傳播風險，同時亦會無可避免地對社會
運作、市民生活習慣造成一定影響。

內地成功抗疫的經驗，一定程度是
建基於果斷的 「封城」 措施之上，這是
有賴於社會制度的建設才能達至全民抗
疫的效果。然而，在香港的城市管理系
統與政治制度之下，特區政府似乎很難
將內地的防疫措施直接在香港複製。

筆者從事社會福利服務工作，為新
來港定居人士提供適應生活的培訓及相
關服務，服務單位中有 「港漂」 的同事
，有來港家庭團聚的內地居民，同時有
少數族裔人士，雖然大家來自五湖四海
，但彼此對抗疫的態度均十分一致。在
疫症爆發的初期， 「港漂」 同事在內地
返港會主動自我隔離，目的是希望做到

最高的預防狀態，這是他們的個人素質
。相對於沒有按照政府的隔離措施、自
由在社區活動的人士，他們為香港社會
帶來的更高的感染風險。若市民能夠將
抗疫意識時常都放在首位，即使病毒需
要在短時間與人類共存，市民受到感染
的風險會大大降低。

為了阻止病毒的擴散，政府強制執
行隔離措施，但明顯這種方式治標不治
本。過去香港防疫的經驗已告訴市民大
眾，正常的生活和社會經濟是必然會受
到防疫措施停擺，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會
受到深切的影響。在第四波疫情爆發前
，政府在衞生防護的工作不能夠再被動
，除了 「限聚令」 這類措施之外，必須
加強市民對衞生防護的個人意識，做好
社區教育工作，通過與社福機構、學校
或社會持份者的協作下，推動各階層和
年齡組別的人士加深認識，讓人人都能
自律，較不斷加強罰則更有效。

「官民合作」 這個概念在香港推動
多年，卻基於政府林林總總繁瑣的程序
，而未能有效在不同部門與各個民間組

織之中普及。政府應在這一次預防第四
波疫情的工作上，與社區的持份者協力
共同打造一個目標一致的抗疫平台，並
在政府投放的資源與政策上能夠拆牆鬆
綁，使相對應的項目和措施能夠更適時
在社區推動，做到 「官民合作 與民同
行」 這個簡單的理念。

以往內地每年的春節、勞動節、
國慶節三個 「黃金周」 ，除了是內地
各省市的旅遊業旺季外，更是香港旅
遊、餐飲、零售、酒店業的重要日子
，三個 「黃金周」 所帶來收入佔全年
總收入一個非常高的佔比。據統計顯
示，2018年10月1至3日，內地來港
遊客為150萬人，受黑暴影響2019年
同期下跌至41萬人，今年因疫情關係
國慶節 「黃金周」 則只有433名內地
旅客訪港。

在黑疫雙重夾擊下，有工會統計
，旅遊、餐飲、零售、酒店等行業的
失業率達45%或以上。同時，我們亦
看到很多行業在裁員減薪，不只涉及
前線員工，甚至專業人士、中高層管
理人員都無法幸免。雖然政府推出 「
保就業計劃」 ，但這只能解決短暫問
題，沒辦法解決長期問題。中長期問
題的關鍵，還是要推 「健康碼」 、恢
復正常通關，最起碼先和低風險地區
，例如恢復和內地、澳門正常通關，

兩地居民可豁免隔離正常往來同時應
讓居住在內地的香港居民在當地接
受核酸檢測後，返抵本港無需隔離檢
疫。

據媒體報道，特首有意讓在內地
居住的香港居民返港後無需隔離檢疫
，筆者希望有關措施能盡快落實，不
能給予市民政府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的印象，這樣將不利特區管治。

第三波疫情一度稍為緩和，在剛
過去的國慶中秋假期，商場、郊外、
公園、運動場、食肆都人頭湧湧。但
近日確診個案回升至雙位數字，說明
社區仍存在隱形傳播鏈，市民不能掉
以輕心，必需要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時刻戴上口罩，切勿違反「限聚令」。

現時，可以肯定的是疫情在今年
內無法徹底消退，因此我們更不能自
我鬆懈，更應做好防護措施，保護好
自己，不給社會添亂。我相信困難只
是暫時的，香港上下團結一心，很快
就能化危為機。

疫情嚴峻，特區政府為協助企業
繼續經營，保住員工的就業，同時減
輕企業和市民的財政負擔，令香港經
濟在疫情受控後盡快復甦，政府已推
出三輪 「防疫抗疫基金」 ，涉及總額
超過1800億元，政府又先後推出兩
輪 「保就業計劃」 。但專家指出，第
四波疫情可能會於冬季爆發，為免財
政儲備會在短時間內急速萎縮，政府
要在協助有需要僱主和善用公帑之間
取得平衡。

疫情之下各行各業都大受影響，
其中旅遊業更是重災區，由於世界各
國都採取嚴格措施防範病毒從境外輸
入，大部分旅行社在過去近8個月接
近零收入，先後有70多間旅行社結業
，如疫情還未能控制，估計於年底前
將有更多旅行社會結業，連帶最少
3000名從業員會因此失業。除旅行
社外，航空公司亦不遑多讓，疫情下
往返各地的商務旅客大減，觀光客更
接近零，航空公司只能維持有限度的
客運和貨運，但收入不足以填補燃料
開支。

筆者認為，若政府推出第三期 「
保就業計劃」 ，應集中幫助旅遊業，
畢竟旅遊業是香港重要的支柱產業，
一旦旅遊業倒下，餐飲、零售、酒店

、運輸等行業亦無可避免受到牽連，
經濟將要花費更多時間才能復甦。

從近日的確診個案中看到，外地
輸入個案仍佔一定比例，筆者認為，
特區政府應該將所有外地輸入個案患
者來自的國家，均列作高風險地區，
除強制乘客登機前必須持有核酸檢測
呈陰性的證明外，抵港後必須到指定
地點強制隔離檢疫14天，必要時更要
禁止高風險地區的航機飛往本港，務
求大大減少外地輸入個案，令特區政
府可集中資源應對本地疫情。

內地的新冠肺炎疫情經已受控，
而本港確診個案維持在低水平的情況
下，特區政府應盡快推出 「健康碼」
，並且與內地不同省市確立 「健康碼
」 互認機制，免除兩地民眾須隔離檢
疫14天限制，此舉可令內地旅客更有
信心、更安心、更便捷到香港遊玩振
興各行各業，加快香港的經濟復甦。

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應該加快推
行，趕於可能發生的第四波疫情前能
夠達到保留更多職位為目的，避免連
帶各行各業出現大規模裁員，亦可以
有助於經濟在疫情結束後盡快復甦，
這是政府當前最需要解決的難題。筆
者深信，這亦是所有市民都希望看到
的事。

▲通識科變回選修科，學生可以有更多時間應付自己拿手的科目，尋找自己的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