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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鼓動他人子女當炮灰
自己收埋子女不參與罷課「佔中」家教會感憤怒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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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促「學民思潮」莫搞中學生

聖公會保良局東華不贊成罷課

蔣任宏：舉報屬使用他人資料
辦學團體對罷課立場

辦學團體 主要立場
聖公會 不容許中學生罷課，如請事

假需要家長同意，否則會被
視為曠課，有關紀錄可能影
響操行評分。

天主教香港教區 縱使個別學生自主地選擇罷
課，也必須獲得家長事前同
意，罷課時間要盡量節制，
其間不應擅離校園；罷課者
如有破壞行為，或滋擾其他
人，要另行處理。

保良局 不會支持罷課，屬校會按校
規及機制處理學生請假。

東華三院 不支持學生參與罷課，以免
妨礙自己或他人的課堂學
習；在學校內、外各類活動
的管理與安排，學校將按既
有程序或機制處理。

資料來源：上述各團體 製表：記者 高鈺

「佔中」一直得不到主流社會人士的認同，
即使社會已不斷泛起「佔中」支持者的

子女不佔中的疑問，反對派依然置若罔聞，更把目
標瞄準學界，希望利用入世未深卻空有一腔熱血的
青年人進行罷課，試圖「喚起」更多市民認同「佔
中」。

戴耀廷肥黎子女「潛水」
據了解，「佔中三人組」中，戴耀廷有2名讀中
學的兒子及1名讀大學的女兒，都沒有發表過任何
「佔中」言論，亦不見他們參與「預演佔中」，但
那邊廂戴耀廷卻對被捕學生表示，會有律師團隊提
供協助。讚揚學聯「預演佔中」的陳健民，其女兒
亦同樣不見踪影。其他「佔中」支持者如傳媒老闆
黎智英等，其仍是學生的子女都沒有參與，又或者
不在香港。
不過，與此同時，學界卻是不斷受着罷課宣傳的
衝擊，除了「學民思潮」教學生於校內成立「政改
關注組」外，學聯及多個學生會代表均在未有徵詢
同學意見下，就以學生代表身份宣布參與罷課，不
少家長都對有關情況憂心忡忡。
九龍城區家教聯會會長陳鳳雯昨日在接受本報
訪問時表示，該會平時都不會就政治議題發聲，
但如果會影響教育，就必須要站出來。她表示，
自己有3個孩子就讀中小學，知道他們的學業十
分繁重，高中生更要經常補課，故對有人煽動中
學生罷課感到十分憤怒，「他們的用意何在呢？
如果你是自願的、自發的，那沒問題，但為要叫
其他人去呢？對學生有甚麼好處呢？政改的議
題，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是大家理念不同，有些
人也不認同他們的理念啊！」
她擔心，鼓吹中學生罷課或會令學生與家庭的關
係變差，令家長難以向子女施教，更對有法律系教
授都可以教人犯法大感無奈。至於大學生罷課，她
表示，大學生平日也經常「走堂」，他們要罷課也
是自己的選擇，但還要求其他人作出遷就，這就十
分自我中心。

「年輕人不了解後果有多嚴重」
灣仔區家教聯會主席顧羅素君表示，自己也很

擔心罷課對學生所造成的影響，「年輕人不怕
死，也沒有想得很長遠，不了解後果有多嚴重，
希望學校也會多和學生溝通。」此外，她亦指
出，今日罷課或會演變成明日「佔中」，所以亦
有點擔心，「但年輕人受不住別人禁制，只能一
點一滴地去開導，這需要家長和學校多去了解子
女和學生。」

「政客應搞政治非學生」
北區家教聯會主席陳容珍亦坦言，作為家長，看

到有人鼓吹中學生罷課，自己一定擔心，「誰會想
自己的子女去罷課呢？那些政客應該去搞政治，而
不是搞學生，尤其是年輕人容易受人影響。政客都
不想自己的子女出來拉頭纜，但卻要其他家長的子
女出去冒險，這樣的行為，對學生來說到底有何得
益？」
她希望全港教師不會鼓勵學生去參與罷課，並希
望有意罷課的學生可思考自己這樣做值不值得，會
否帶來甚麼正面影響，以及自己可能會面對的後果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佔中」這

違法之舉不得民心，罷課變相成為反對派

更重要的「前哨戰」，也令政客更銳意鼓

動學生罷課。不過，當部分中學生開始組

織「政改關注組」、學聯開始「代表」大

學生站出來講「罷課大計」時，一眾鼓吹

「佔中」的政客，其子女卻從來都不見踪

影。有家長代表昨日坦言，對學生被鼓吹

出來參與罷課感到憤怒和憂心，更有家長

反問︰「政客都不想自己的子女出來拉頭

纜，但卻要其他家長的子女出去冒險，這

樣的行為，對學生來說到底有何得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就「保普選 反
佔中」大聯盟設立的舉報罷課熱線，個人資料私
隱專員蔣任宏昨日於電台節目指出，舉報者在舉
報時其實已在使用他人的名字和個人資料；而未
經當事人同意就向大聯盟舉報，有違當事人的
「合理期望」，或會觸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第三原則。
蔣任宏昨日指出，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第三原則，在使用個人資料時，如無當事人
的同意，有關個人資料不得用於收集時所指目
的以外的其他用途，所以舉報時其實已是使用
他人的個人資料，或會觸犯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
蔣任宏表示，兩日來已收到多達70宗針對熱線

的投訴和查詢，他呼籲舉報者先要了解事件目
的，最穩妥是事前問准當事人，是否願意公開罷
課立場。
他又提到，公眾有權向大聯盟查詢其資料庫是
否掌握自己的個人資料，大聯盟有義務在40天內
作出回應，這涉及保障資料第六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
明）「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
設立罷課「情報提供熱線」，
收集煽動學生罷課或「佔中」
的舉報。大聯盟昨日發表聲
明，強調大聯盟由始到終沒有
興趣收集學生資料，也從沒有
打算公開或者向校方轉介學生
資料。另外，大聯盟部分成員
因熱線的設立而受到恐嚇，大
聯盟已經報警，重案組已跟進
調查。
大聯盟設立罷課「情報提供熱

線」後，即被反對派歪曲為「收
集及公布學生名單資料」。大聯
盟昨日發表聲明，強調大聯盟由
始到終沒有興趣收集學生資料，
也從沒有打算公開或者向校方轉
介學生資料，但傳媒和策動罷課
者卻相繼公開和透露罷課情況和
資料。

籲校方表態釋家長疑慮
大聯盟指出，最近多名中學校

長先後就處理罷課問題的發表公
開言論，並繼續有辦學團體或教
會公開宣布他們對中學生罷課的
立場，令所屬學校家長可以放心
並有所依循，並呼籲其他尚未制
定指引的學校或辦學團體，應該
採取相應措施，以回應家長和持
份者的疑慮。
大聯盟強調，他們建議公開情

況讓公衆知曉的「陽光政策」，
並非所謂的「挑動互鬥」或「多

此一舉」，而是符合整體社會需
要，並呼籲教育局恪守「反對罷
課」立場，責無旁貸地確保學生
及家長選擇上課權利和自由。
大聯盟指出：「大聯盟反對中
學生參與和策動罷課。由於發起
和主催罷課與『佔領中環』行動
者，早已聲言，行動會是『一波
接一波』，即今天罷課，明天
『佔中』，那後天呢？我們有責
任向家長和學生作出嚴正提醒：
罷課，並非少上幾堂課那麼簡
單。」

成員被恐嚇 重案組跟進
大聯盟並批評，自舉報熱線公

布後，就不斷遭受有組織的惡意
破壞，包括：輪流佔線、亂報假
案、粗口謾駡等，電郵熱線同時
接獲大量有組織的垃圾郵件，造
成嚴重擠塞，但搗亂已經變得肆
無忌憚及變本加厲。
大聯盟續指，若干名大聯盟人

士不斷遭受電話和電郵滋擾恐
嚇，包括電話留言「將你們這班
人全部用刀劈死」等，而大聯盟
發言人周融及其家人，以至大聯
盟公關的號碼，更被刊載網上廣
告「轉為」iPhone6抽獎熱線電
話，甚至被轉掛到色情網站。大
聯盟對此等罪行表示非常憤怒，
並予以強烈譴責，「事實上，沒
有比這樣的『白色恐怖』更恐怖
了。」大聯盟經已報警，重案組
已跟進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學民思潮」罔顧學生
學習情況，於中學校園發動罷課，令家長大感擔心。有
家長直言，中學生尚年幼，擔心他們對事情並不完全理
解容易被煽動，質問：「你個『學民思潮』唔好搞學生
得唔得呢！」。有家長則呼籲，持不同意見的各方不要
將兒童扯進去政治角力中作籌碼，更擔心現時政治爭議
趨「年輕化」，「唔知幾時輪到初中甚至高小也會出現
風氣，作為家長真係好大壓力！」

指年幼中學生未開竅易被煽動
女兒就讀初中的聽眾沈先生昨日致電港台節目指，對
「學民思潮」等反對派團體煽動中學生罷課深感不安。
他直言，很多年幼中學生「未開竅，身份證都未拿到，
容易給人煽動就要做這做那」，並強調「學校就是學
校，唔好搞學校的後生仔」。
就「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設立舉報罷課熱線，他

理解有關做法是意在反擊鼓呼罷課者，但認為並非好
事。他又質問道：「你個『學民思潮』唔好搞學生得唔
得呢！大聯盟（熱線）收檔又得唔得呢？唔好搞學生，
俾一條路去讀書，香港已經好亂，唔好搞學生啦麻煩
晒！」他希望媒體能盡社會責任，呼籲雙方面收手。
家長馮小姐也致電節目強調，不希望學校成為政治角

力場所，並呼籲雙方面要冷靜，「未夠16歲也算是兒
童，希望不要將兒童扯進去作政治籌碼！」

憂政治爭議趨「年輕化」影響廣
她強調，學校應該汲取知識、培養獨立思考判斷力的地

方，但年幼學生仍未做好準備就被政府爭議風氣感染，並
非好事，更擔心有關問題趨「年輕化」，未來學校內的初
中甚至高小學生也會受影響，作為家長深感壓力。
黃先生明言，對學民思潮將罷課「搞到入中學」極之
反感。他坦言，自己曾任中學學生會長，深明中學生心

理，特別是讀中二、中三處於青春期的一群，朋輩壓力
很大，「別人去你唔去，會被笑『裙腳仔』。」

挺教聯會形容「學民」為黑社會
他批評，「學民」「搞中學生」的手法非常危險，並認

為教聯會會長黃均瑜將之形容為「像黑社會」並無不妥，
「自己做過學生自己知，在現實上要吸引年輕人，第一步
就是要淡化嚴重性，令其輕視後果，讓他們覺得『罷課都
沒大問題啊，學校老師都默許了』，跟着是通宵集會，再
之後是掟嘢、衝擊警方，相信『我們只是要表達心中的道
理，大哥哥大姐姐（大專生）都係咁』。」
聽眾李太認為，中學校內有很多年幼學生，「例如小
學升上中一，年紀真是很細。」她絕不贊成初中生參與
罷課，擔心他們「唔知做緊乜」，又指即使是較成熟的
高中生，進行任何行動前也需要尊重學校運作及取得家
長同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就「學民思潮」煽動中學生
罷課問題，多個辦學團體紛紛表態，聖公會、保良局及東華
三院昨日都表明，不支持學生參與罷課。聖公會教省秘書長
管浩鳴表示，收到很多家長反映擔心孩子受唆擺而罷課或其
他行為，影響學業，如個別家長有相反意見，可為子女請事
假，未請假而缺席者學校將作曠課論，難免對操行有影響。
有逾30所屬校的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昨接受電台

訪問時表示，學生應以學業為重，而且中學生大部分未成
年，罷課並不容許，強調同學作任何決定前應要與家長商
量清楚。他指，學生缺席一般需要由家長確認請假，而事
假多是紅白二事，學校會向家長了解請假原因，如未獲家
長同意而缺席將作曠課論，或影響操行分數。

管浩鳴：勿帶校政治議題騷擾學生
他重申，不應將複雜化政治議題帶入校園騷擾學生，也

相信大部分家長不想中學校園受波及，但如個別家長及學
生對政治議有強烈意見，學校會尊重其意願，對方亦要承
擔請假的責任，校方會與家長加強溝通讓學生學習不受影
響。
管浩鳴又表示，學生可以在課餘時間在校內傾談政改及

罷課等不同議題，但應容許有多元聲音，但不容許學生在
校內派傳單，以免日後有各樣不同宣傳單張進入校園，強
調那是學校管理的一貫做法，無意為事件特意「落閘」或
「行方便」。

冀學生尊重校規勿戴黃絲帶
就有團體發起派發及佩戴黃絲帶，他表明一般學校對校

服都有其要求，若校規列明不准佩戴飾物，黃絲帶也不可
佩戴，「今日說是黃絲帶，明日是另一種顏色絲帶，之後
彩虹色絲帶，若准許佩戴，學校將很難處理」。他強調那
絕非針對任何行動，希望學生及外界尊重既有的學校規
矩。
轄下中學逾20間的天主教香港教區，則向屬校校監及校

長發指引指，教區理解學生可有個人選擇權，但不贊成尚
未成年的中小學生參與政治活動或「公民抗命」，特別是
大規模的集體活動有機會觸發不快或意外事件，教區不願
見學生身心受到傷害。
指引續指，學校都要按照各自的校曆如常上課，如個別

學生罷課事前須獲得家長同意，並盡量節制不應擅離校
園，校方可為其作適切安排，如給予照顧和輔導。指引又
稱，不建議學校對罷課師生作出處分，但如罷課者有破壞
行為，或對其他人有所滋擾或不良影響，要另作處理。

東華：拒挺罷課免礙課堂學習
東華三院發言人回應指，尊重同學表達意見的權利，但

必須顧及自身及他人的學習需要，不支持學生罷課，以免
妨礙課堂學習。就屬校任何校內活動，學生均需遵守既有
校規，不可影響學校日常運作，校外活動也要考慮個人安
全及所需承擔的責任，並須事先徵詢家長意見。

保良局：按校規機制處理學生請假
保良局則強調，重視正常的教師授課及學生學習，不會

支持罷課，屬校將按照校規及機制處理學生請假及相關安
排，並會與師生家長保持緊密溝通。

■市民製圖，批評「佔中」搞手戴耀廷拒子女參與「佔中」。 網上圖片

■聖公會表態反對罷課。圖為聖公會何明華會督
中學。 資料圖片

■管浩鳴表示，不應將複雜化政治議
題帶入校園騷擾學生。 資料圖片

■不少家長反
映擔心孩子受
唆擺而罷課或
其他行為，影
響學業。

彭子文攝

■保良局表明拒撐罷課。圖為保良局第一張永慶
中學。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