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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寶血會培靈

學校「粗口老師」林慧思以不堪入耳的粗話辱

警，校董會透過聲明斥責她「嚴重影響教師專

業形象」，並對校譽「造成嚴重損害」，故按教

育條例予以處分。一度表示「欣然接受」任何

處分的林慧思，突然變臉，向《蘋果日報》哭

訴「感覺被騙」，聲言校董會「憑甚麼話我嚴重

損毀校譽」，又批評校方聲明毀其前途。寶血會

教育事務處主任黃美美昨日回應說，教師講粗

口會影響校譽是常識，又反問道：「我們不出

聲明，難道她就可以轉工？」她希望林慧思趁

假期「好好休息」，反思並承擔自己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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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屈「騷擾學校」高達斌呼冤

人質慘劇3周年 菲反口拒接抗議信

林「反口覆舌」家長批不宜執教

林慧思早前「罵娘」辱警，寶血會培靈學校校董
會最後決定僅以「口頭警告」這最輕的懲罰，

給予對方改過機會，但本來聲稱會「欣然接受」校方
任何處分的林慧思，前日突然態度大變，高調接受
《蘋果日報》專訪，「哭訴」校方的聲明與口頭警告內
容不一，令她「感覺被騙」，內容也對她「造成極大創
傷」。
她在訪問中又質疑，該校校董會「憑甚麼話我嚴重

損毀校譽」，又謂聲明的寫法令她「不能轉工，留在學
校都有心理陰影」，要求校董會再發一份「公正」的聲
明，而她將會在9月放取1個月的假期，並正「考慮」
辭職。

黃美美：粗口損校譽是常識

林慧思突然「反臉」，該校昨日未有回覆，但有出席
當日校董會會議、與林慧思會面的寶血會教育事務處
主任黃美美則在接受本報記者查詢時反駁了林慧思在
《蘋果日報》訪問中的質疑。她透露，在與林慧思會面
當日，整個過程順暢，對方並無任何「反彈」。她坦
言，林慧思有她的看法，自己不希望和對方「隔空對
罵」，學校已同意林慧思9月放假，認為休息對她是好
事，可以反思並承擔自己的行為，校方會請代課教師
於9月授課。
不過，黃美美反駁林慧思有關「憑甚麼話我嚴重損

毀校譽」的說法，強調講粗言穢語會影響校譽是常
識，「任何人都理解，即使是學生在校外行為不檢，

學校也會視之為影響校譽」，故校方的聲明並無問題，
亦毋須經林慧思的同意才能發出，「即使在口頭警告
中，我們亦是說她違反了專業操守」，又反問道：「我
們不出聲明，難道她就可以轉工？」

難辨「路過」抑或挑釁「撐唔落」

被問及林慧思要求校董會再出一份「公正的聲明」，
黃美美嚴正拒絕，「聲明已經交代得很清楚。我們始
終不在（辱警）現場，她到底是路過發言還是刻意挑
釁，我們不能判斷，很難發聲明去『撐』她」，又指該
校沒有任何對林慧思的「調查報告」，只有一份事件對
學校影響的日誌。
她強調，校方已按一貫規定及程序去處理事件，以

林的狀況，校方不能辭退她，又呼籲各界人士不要影
響該校學生，也不要做出令學生驚恐的行為，「否則
我真的會『火滾』」。

何漢權：倘感冇錯為何道歉？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

倘林慧思自認「無損毀校譽」，一開始就不會向學校道
歉，而校董會的聲明已寫得很好，「它其實是原諒了
林慧思，也沒有對她有任何嚴重懲罰，很符合天主教
的理念，不過事件這麼大，學校也不能不聞不問，所
以也有問責，不過當中也有對她的保護」。
被問及林突然變臉，何漢權不想評論她是否「不道

義」，「我自己心裡有判斷，但我很尊重校董會的聲
明」。

吳克儉讚學校處理客觀專業

另外，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表
示，學校是透過校本管理的形式去處理，不應受到任
何其他形式的影響及壓力，而他很欣賞學校在整個過
程中，以客觀、專業、不偏不倚，根據既定政策去處
理事件，稍後學校會提交全面報告予教育局，在收到
報告後，當局會根據既有程序處理，又坦言該校老
師、同學、家長在這過程中已受了很多困擾，希望在
完成整個程序及作出最後決定後，可以讓事件告一段
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就《明報》
報道稱，「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將於開學後到
「辱警教師」林慧思任教的寶血會培靈學校門外
播放林慧思爆粗辱罵警員的片段，高達斌昨日
指，自己從未說過類似的言論，並質疑該報道是
對他和「愛港之聲」的抹黑，誤導市民，「真的
有冤無路訴」。

有人擬播「粗口片」「愛港之聲」不參與

《明報》在昨日報道中引述高達斌說，「愛港
之聲」會在開學日到寶血會培靈學校門外播放林
慧思爆粗辱罵警員的片段。高達斌昨日在回覆本
報查詢時指出，他在前晚8時左右接到該報記者的
電話，並在訪問中多番強調自己及「愛港之聲」
都不會參與門外「播粗口」的活動，「警方都一
早知道我不會去，不信大家可以查詢」，不明何以
報道出來的卻是另一個版本。

會員不忿拒認錯 市民身份申集會

不過，他承認，「愛港之聲」確有會員因不忿
林慧思拒絕認錯，計劃在開學日到寶血會培靈學
校，「我已經勸過他們不要去，但他們堅持，我
也沒有辦法。但我也說過不可以用『愛港之聲』
名義，他們最終也是以市民身份向警方申請『不
反對通知書』。這個社會是有些比較激進的人，
你 都 佢唔住，但我也理解他們的氣憤」。
據高達斌了解，所謂「播粗口片」，並非大家所

想像的「廣播」，「只是（在校門外）擺一台電
腦，讓有興趣了解事件的家長自己去點擊播放」。
另外，曾在旺角舉行反對粗鄙文化入侵校園集

會的香港家長聯會會長李偲嫣表示，自己從來沒
有想過以團體或個人名義到該校做任何活動，並
呼籲社會人士不要影響開學的學生和家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上月尾上水天平
發生升降機急墜事故，經檢查後發現在3幢樓宇
共18部升降機中，8部升降機都有問題，本月中起
輪流停用維修，其中2部經維修後已恢復運作。
屋 業主立案法團表示，升降機自2007年起由東
哲公司負責維修，合約已於7月底完結，不排除
向東哲追討賠償。法團又已通知機電工程署有關
情況，機電署表示會就事件展開調查。

單月錄226次故障 本月更換承辦商

天平 共有18部升降機，由去年8月至今年7月
中，每月都發生超過10宗事故，其中5月更錄得
226次故障，故屋 業主立案法團在本月1日更換
升降機承辦商後，由新承辦商對天賀、天怡及天
祥樓18部升降機進行檢查，發現當中有8部出現安
全問題，至本月中起輪流停用維修，其中2部經
維修後已恢復運作。法團表示升降機補償裝置、
限速器及門鎖等零件損壞，維修費用最少30萬
元。

要求承擔維修費 機電署調查

天平 的升降機自2007年起由東哲公司負責維
修，合約已於7月底完結，法團認為事態嚴重，
升降機問題威脅居民生命安全，東哲有不可推卸
的責任，應負責有關維修費用，故不排除追討賠
償，並希望機電工程署可以協助追討，避免費用
由小業主承擔。法團又已通知機電工程署有關情
況。機電署表示，正就事件展開調查，預計全部
電梯可於2星期至3星期內陸續恢復使用。機電署
又指東哲在機電署最近一次三級制的維修評分
時，被列為第二級，即維修保養有改善空間。

「罵娘師」變臉 辦學團體促反思
拒認粗口辱警損校譽 反咬校董會聲明毀前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社會各界雖傾向讓
「辱警教師」林慧思改過自新，讓學校回復平靜，不少
家長都認為校方處理恰當，但對林慧思「反口覆舌」
及忽然變臉指責學校的行徑，令家長大感憂慮。有家
教會主席坦言，該校只向林作「口頭警告」已是最輕
的處分，算是「仁至義盡」，批評林慧思「仲想點」，
並批評其態度已反映了林已不適合再當教師。

學校口頭警告「仁至義盡」

深水 區家教聯會主席黎玉玲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
時坦言，林慧思「罵娘」辱警前，就應當想清楚自己
的行為所帶來的後果，而學校在這件事上很無辜，口

頭警告的處分已「仁至義盡」，林慧思與其要求學校再
出聲明，倒不如先做好自己的事，反省自己的錯誤，
「事實是她的行為的確影響了學校對外的形象，聲明說
得沒有錯，學校毋須順 她的意思去寫」。
她坦言，自己覺得教師說粗言穢語雖然不對，但仍可

以原諒，但事情發展到今天，林慧思一直堅拒認錯，又
突然向媒體「哭訴」，「我自己認為她不適合做老師」。

李偲嫣斥出爾反爾輸打贏要

沙田區家教聯會會長陳沛楊、油尖旺區家教聯會會

長李偲嫣均認為校方處理恰當，但李偲嫣批評，林慧
思一開始聲稱「欣然接受」處分，其後突然高調接受

《蘋果日報》專訪，「哭訴」學校「不公」，反映她
「出爾反爾、輸打贏要」。

李偲嫣說：「這件事的是非黑白非常清楚，每個人
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林慧思要求學校再出聲明，
逼學校講她想聽的『公道』說話，就像是要求學校
『造假』，這是更加可怕的事，也陷學校於不義。」

就林慧思在facebook上聲言會考慮辭職，不少市民都
大表贊同，並 她盡早辭職，不要誤人子弟。網民
「BMW1188」表示：「想辭職就辭職啦！你GE（ ）
決定冇人阻你。」不過，「20121212」就點出：「人
話曾經想過辭職咋，無話真系（係）要辭呀。呢招

叫以退為進，唔記得人 講過下次會好好部署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屋宇署下星期
五將會向法庭申請封閉令，封閉土瓜灣啟明街
一棟56年樓齡的舊樓，約20戶居民要暫時遷
出。屋宇署昨晨與受影響居民會面時表示，申
請封閉令只是依法行事，又指在執行封閉令當
日會用車接載受影響居民遷往屯門寶田臨時收
容中心，不會有居民無家可歸。有住戶不滿臨
時收容中心位置偏遠，亦有租戶不滿屋宇署無
方案安置他們。

晤居民解釋依法行事
土瓜灣啟明街一棟56年樓齡的舊樓，因外牆

的露台結構情況惡劣，屋宇署下星期五會向法
庭申請封閉令，勒令該唐樓更新，涉及20戶受
影響要搬走逾5個月。2名屋宇署人員昨天早上
與逾20名受封閉令影響的居民會面時表示，政
府一貫政策，是不會讓任何人因政府行動無家
可歸，執行封閉令當日有部門會用車接載受影
響居民遷往寶田臨時收容中心，而合資格人士
亦可考慮透過社署申請「體恤安置」。
屋宇署強調，有關申請是依法行事，監察業

主有否履行責任，維修樓宇，又指啟明街舊樓
的修葺、勘測、露台拆卸工程均需由業主承
擔，工程的費用只會告知有關業主，不會對外
公開。

住戶促先勘察後安置
有業主不滿屋宇署在馬頭圍道塌樓事件後，

曾經為該大廈勘察，但當時未有指出露台的問
題，要求屋宇署先勘察全幢大廈主體結構，定
出方案，再安排他們搬走。另有住戶不滿房署
計劃安排他們入住屯門臨時收容中心，認為位
置偏遠，要求在市區安置。亦有居民質疑政
府，如果認為樓宇有危險應該重建，保障居民
安全。而協助居民的區議員就表示，屋宇署拆
卸舊樓的露台，單位面積會減少，令業主有損
失，要求當局和居民商討安置及補償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鄭治祖）昨日是馬尼拉
人質慘劇3周年，部分傷者和死者家屬昨日前往菲律賓
駐港總領事館默哀和抗議。家屬指，特區保安局早前向
他們表示，領事館會接收抗議信，但菲方昨日突然「反
口」，拒派人接信。已故領隊謝廷駿的哥哥批評領事館
不負責任，並質疑菲方處理事件的誠意。立法會議員麥
美娟批評菲方「很不人道和過分」，期望特區政府以更強
硬方式處理事件，以維護港人尊嚴，讓事件盡快了結。

家屬菲領事館默哀 批不負責

馬尼拉人質慘劇中不幸遇難的康泰領隊謝廷駿的母親
和哥哥謝志堅，及傷者易小玲等昨日趁馬尼拉人質慘劇
3周年，到菲律賓駐港總領事館默哀1分鐘，悼念事件中
8名遇難者，並向領事館遞交抗議信。早前，他們透過
特區保安局獲領事館口頭和書面承諾，即使昨為休息日
也會派員接信，但家屬昨晨又收到保安局通知，指菲方
不會派員接信。
謝志堅批評，「一個這麼簡單和基本的承諾也完成不

到，絕對不負責任」，由此可讓所有人看到菲方的「誠
意」。最後，家屬只得將寫上「公義未能彰顯」、「我們
永不會忘記」等字句的抗議信放在領事館門外。

被問及他們前日入稟向菲方要求索償，謝志堅指這是
本港開埠以來第一宗個案，並無先例可循，故不敢說有
十足信心，但會努力逐步嘗試，之後會再和律師商討，
何時向菲方遞交法庭傳票。他又稱，暫時未收到菲律賓
政府聯絡見面，希望中央政府協助。

麥美娟斥不人道 促港府企硬護尊嚴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批評，菲律賓政府的做法是
「很不人道和過分」。菲方在事隔3年都不肯接信，反映
菲方仍不肯正視和面對自己所犯的錯，不尊重死者，更
在傷者和家屬的傷口上灑鹽，期望特區政府立下決心，
以更強硬方式處理事件，維護港人尊嚴，讓事件盡快來
個了結。
港區人大代表、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昨日亦批評，菲

律賓駐港總領事館昨日拒絕接收家屬的請願信是不可接
受的，並坦言在是次人質事件中，特區政府已盡力為家
屬及傷者提供協助，但由於牽涉到外交層面，在「一國
兩制」下，特區政府可做的不多，故他將去信全國人大
常委，要求向外交部轉達敦促菲律賓政府落實港人的4
項訴求，包括道歉、賠償、跟進犯錯官員，及保障旅客
人身安全。

■林慧思早前「罵娘」辱警，寶血會培靈學校校董會最後決定僅以「口頭警告」這最輕的懲罰，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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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美美表

示，不欲與

林「隔空對

罵」，但認

為林應該好

好休息，反

思並承擔自

己的行為。

資料圖片

■何漢權認

為，校董會

的聲明已寫

得很好，是

情、理、法

兼 備 的 聲

明。

資料圖片

■李偲嫣批

評林慧思的

變臉行為是

「 出 爾 反

爾、輸打贏

要」。

資料圖片

■菲律賓人

質事件3周

年，香港死

者家屬及倖

存者在菲律

賓駐港總領

事館樓下默

哀。中通社

■馬尼拉亦有人質事件悼念儀式，圖為一名菲

律賓警察獻花及燃點白燭致祭。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