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集罷課資料 無違私隱條例

行政會議成員、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李國章昨日
出席一個公開場合時指出：「如果我們覺得抗

議、『佔中』或者罷課等可以改變到中央的看法，
可以改變到中央的立場，我也會參加。但若果大家
平心靜氣地想，如果『佔中』和作其他的犯法行為
得不得到效果？是得不到的。如果做一些事得不到
效果的，還做來幹嘛？」
他認為，年輕人有抱負和正義感，其意見值得尊
重，不過，未成年的學生應聽從家長的說話，又慨
嘆目前社會出現「分離」現象，「你說白，我就說
黑；你說黑，我就要說白。」這並非一個好的現
象，難以凝聚社會共識。

楊耀忠：外國爭拗不涉學子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教聯會長楊耀忠校長堅決反

對學生罷課，尤其是中學生罷課，「將政治爭拗引
入中學，非常不幸，會對尚處於成長階段的中學生
造成很壞的影響。全世界各個國家的爭拗，從來都
沒有發動過中學生，希望香港理性人士多發聲，不
要讓無辜學生被人教唆。」

鄧飛：教育局宜定清晰指引
鄧飛昨日在另一場合，則表明反對學生罷課，直
言任何教育工作者或者教育團體「好難支持學生不
上堂」。就部分人引《兒童權利公約》稱支持年輕
人表達政治意見，鄧飛質疑有關說法並沒有回應現
實，也不等於《公約》條款支持學生罷課；相反，
《公約》明確要求政府、社會和家長要確保兒童接
受教育的權利。
他又說，絕對信任和尊重學校和教師能恰如其
分、專業地處理罷課，但中學生多未成年，不少家
長都憂慮罷課人士動員自己的子女參加。他擔心罷
課者游說學生參與罷課失敗後，便改用脅迫的方式
要求學生參加，例如發生言語或者肢體衝突，造成
欺凌事件。教聯會將於兩周內召開理事會深入討論
有關問題。
鄧飛又表示，理解外界尤其是家長，對罷課本身
和學校處理手法存疑，期望能有全面的「陽光政
策」。他解釋，例如教育局應有更清晰的「罷課處

理指引」，供學校參考，從而令學校更專業及方便
處理這「山雨欲來」的問題；前線學校和教師亦應
公開校本處理罷課的措施；至於有意組織罷課的人
士更要公開罷課的具體安排，「一切放於陽光之
下」，相信由罷課議題引起的不必要的謾罵、猜測
和攻擊便可減少。

中西區家教會：學生應重學業
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蔡敬和昨日也表明反
對中學生罷課，指罷課「太政治化」，中學生應以
學業為重，心智仍未成熟，毋須參與罷課，又指相
信重視學業的學生比例會比思想激進的為多。他坦
言，即使其兒子已升讀大學，也不贊成其參與罷
課，為怕兒子過於受朋輩影響，所以一早已與其討
論事件，表明作為父親的立場。
蔡敬和又擔心中西區的學校會因「佔中」而大

受影響，並批評「佔中」會造成交通混亂，校車
受到影響未能準時接送，影響學生的正常學習。
他又勸說年輕學生指，參與「佔中」只會令其前
途受阻，若因違法而被捕，甚至留下案底影響一

生，「將來想出國留學，但留有案底，是無法得
到簽證的。而且應徵政府工，更要有良好的記
錄。」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關老師則表示，該校教

師和校長仍未正式商討對罷課的看法，暫未有取
態，自己作為老師，一定會以學生的學業為重，鼓
勵學生必先得到家長同意和不影響學業的情況下，
才考慮如何表達意見或應否罷課。

陳老師：讓學生討論罷課利弊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教師陳澤生則認為，作

為老師應該去引導學生去正面思考，教導學生不同
事件中的可行性。他表示，該校月底會在校舉辦公
開論壇，讓學生有機會能夠公開討論罷課和「佔
中」等議題的利與弊。
全國政協委員、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漢清昨日

接受電台訪問時強調，特區政府有責任在學校做好
公民教育，讓學生在現時的政治制度上一課，包括
講清楚參與「佔領中環」會違反哪些法律，不應讓
香港年輕人出來犧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馮婷
芝）香港年輕人對社會事務的熱情慘被煽
動，平靜的中學校園也受罷課風潮波及。
反對派煽動中學生罷課的議題，香港教育
界和家長均表明堅決反對，強調中學生應
以學業為主，且心智仍未成熟，不應參
與。本身為資深通識科教師的教聯主席鄧
飛強調，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公約》已要
求政府、社會和家長要確保兒童接受教育
的權利，並擔心罷課者游說學生參與罷課
失敗後，會改用脅迫的方式要求學生參
加，造成欺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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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部分人為達政治表
態目的，意圖發動中學生罷課擾亂校園，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昨日強調，極之反對中學任何形式的罷
課。罷課只會影響日常教師的授課及犧牲學生正常
的課程學習，損害莘莘學子學業。他提醒學校與學
生及家長加強溝通，避免罷課事件發生。

信教師緊守崗位保護學生
吳克儉昨日在出席敬師日頒獎禮上致辭時表示，

校園外的紛擾可能會對學生的學習構成影響。「最
近有人發起中學生罷課，以期達到政治目的。雖然
我非常尊重每一個人表達意見的權利，但絕不認
同、而且極之反對罷課的手段，因為罷課會影響日
常教師的授課和學生的學習，對學生的學業造成損
害。我相信我們的老師將一如既往，緊守專業崗
位，保護我們的學生，令他們正常的課堂學習免受
影響。」
他在頒獎禮後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相信學界

不希望看到罷課事件，而在現時學校運作規條
中，只有「曠課」或「缺席」兩個狀況，學校都
有既定的機制處理；如果是關於學生的個人問
題，學校多會即時與家長聯絡；如其他情況，校
方及校董會也會依校本管理原則處理，關心或輔
導涉事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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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今年是已故國家領導
人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多名政界人士昨日在一研討
會上緬懷鄧小平這位「一國兩制」總設計師。他們認
為，愛國者治港及依法普選的要求體現「一國兩制」
精神，香港政改應「摸着石頭過河」，循序漸進，並
呼籲立法會議員成為通過特區政府政改方案的「好
貓」。
《大公報》昨日舉辦「鄧公與香港——紀念鄧小平
誕辰110周年研討會」。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霍英東
集團行政總裁霍震寰作主題演講時表示，全國人大常
委會對香港政改作出的決定有兩條底線，分別是普選
必須依法及特首必須愛國，這體現了「一國兩制」根
本精神，且是天經地義的，批評有關決定是「搬龍
門」者是無理取鬧、不得人心。
全國政協常委、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陳永棋在研討環

節上指出，鄧小平最值得港人欽敬的是提出「一國兩
制」和「港人治港」，為國家和香港的整體利益提出
新的概念，高瞻遠矚。由愛國愛港者治港是基本政治
原理，「不用特別解釋，就於一加一等於二」，而鄧
小平「摸着石頭過河」的主張也適用於香港政改，應
該循序漸進。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陳

經緯憶述自己1979年來港後，親歷殖民統治政府的所
作所為，華人當時並沒有任何政治權利及發聲機會。
香港現今繼續繁榮穩定，港人大多支持循序漸進實現
普選，「為何反對派仍要鬧事？」
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福建社團聯會

副主席兼秘書長周安達源指出，鄧小平對愛國者的觀
念清晰明確，愛國愛港是對特首最起碼的政治倫理要
求，而法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要成功實現2017
年一人一票選特首，就必須尊重根據香港基本法落實
普選的原則。

陳勇：贊成政改方案就是「好貓」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引用

鄧小平名句，「不管黑貓白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
貓。」他希望對政改方案有否決權的立法會議員，只
要對政改方案投贊成票就是「好貓」，並呼籲他們不
要成為搗亂家園的老鼠。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霍英東集團副總裁霍啟剛說，

鄧小平以國家及人民的角度思考問題，港人在面對政
改等議題時，可以整個國家及香港作出發點，又指普
選沒有所謂「國際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婷芝、林心
澄、鄭治祖）「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
盟日前設立熱線電話收集中學生罷課
的資料，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聲稱
此舉有侵犯學生個人隱私之嫌，並於
昨日到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投訴。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回應，目前無
資料顯示有關熱線的運作可能違反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教協昨日聲稱，「大聯盟」設立熱
線搜集學生罷課資料有侵犯學生個人
隱私之嫌，並到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
署投訴，要求公署調查事件。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昨日在回應
教協的投訴時表示，至今共收到70宗
針對熱線運作的查詢及投訴，公署正
跟進處理，並已通知大聯盟注意私隱
條例的規定，但目前並無資料顯示大
聯盟以不合法或誤導手法收集學生的
個人資料，而大部分個案並非由擁有
資料的當事人提出，亦無資料顯示熱
線的運作可能違反條例，相信難以執

法。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在一公開活

動後表示，大聯盟為一民間團體，根
據報道所指其出發點是希望保護未成
年學生，而熱線細節仍在醞釀中，外
界對大聯盟的任何爭議應留待其自行
解答。

教局接情報按機制處理
他續說，香港校本管理制度行之有

效多年，學校及老師具體足夠的專業
知識及經驗，校董會內也有相關法律
專業人士可提供意見，若大聯盟向學
校提供有關資料及作投訴，校方可根
據法團校董會或學校管理委員會的一
貫政策處理；而若資料是交給教育
局，局方現有機制亦是與學校保持聯
絡，當收到學校要求提供當局意見及
支援後，分區辦事處才會作跟進。
被問及大聯盟搜集資料有可能涉及

個人私隱的問題，吳克儉說，當局以
往收到的任何投訴及相關資料，都會

按照私隱條例的要求處理。
大聯盟發起人之一陳勇昨日表示，熱
線是「陽光計劃」的一部分，設立是為
了保護未成年學生權益的其中一種方
法，並為市民提供多一種選擇。大聯盟
並設有法律顧問組，以監察熱線運作會
否引起投訴。
他又批評，有人用惡作劇形式破壞

熱線，例如有人故意講粗口或假扮其
他身份致電熱線，有人更以電腦程式
長期反覆致電熱線，令其他人無法致
電。

教聯指熱線無關欺凌學校
教聯會主席鄧飛昨日在另一場合表

示，對熱線設立的成效有保留，但
「不覺得設立熱線與欺凌（學校）有
特別關係……如果有熱線就代表欺
凌，我都擔心教聯會是否要cut(削減)
些熱線呢？」教聯會副秘書長馮劍騰
亦表示，希望教導學生合理表達意
見，故熱線的出現等同欺凌的說法並

不合理。
中西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會長蔡敬和

認為，明白一些資料若公開或會牽涉
私隱，但未知熱線細節，難以評論其
做法是否沒問題。但他說，作為家
長，贊成設立通報機制，建議機制可
只限於學校層面，單純讓學校和家長
雙方都能知悉。

■蔡敬和反對中學生罷課，認為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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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研討會上，政界人士分享「一國兩
制」及愛國愛港理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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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課害學生 家長教師說不
兒童公約確保受教權 憂拒參與者被脅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主席習近平
日前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賴斯，有傳媒事後引述美國官員稱，賴斯在會面時
曾提及香港選舉及民主問題。中國外交部昨日回應
記者提問時重申，關於香港政改問題，外交部已經
多次表明原則立場，包括政改在內的香港事務是中
國內政，堅決反對任何外國以任何方式進行干涉。
習近平主席日前在會見賴斯時強調，在當前複雜

多變的國際形勢下，加強中美合作愈顯重要。中方
願意同美方一道，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使中美

關係沿着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軌
道持續健康發展。有傳媒事後引述美國官員稱，賴
斯在與習近平主席會面時，曾提及香港的選舉及民
主問題，有關官員並無透露詳情，但就稱華府認為
支持香港普選很重要。美國「希望見到港人有能力
按自己的意願選出香港領導人」。

傳賴斯訪華談及港政改
在昨日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

「據稱，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昨天（指

前天）曾與中方官員談及香港政制改革問題，中方
是如何回應的？」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回應說：「美國總統國

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女士近日訪華，習近平主席、
楊潔篪國務委員和王毅部長分別予以會見、會談，
有關情況我們都及時發布了消息。」
不過，她強調，「關於香港政改問題，我們已經

多次表明原則立場。包括政改在內的香港事務是中
國內政，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外國以任何方式進行干
涉。」■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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