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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袁偉榮 2014年9月25日（星期四）

「關注組」名單校：「學民」不代表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為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罷課議題被外間
政治組織帶入中學校園，殺學校老師校長一個措手不
及，不知如何應付。當罷課遇上教育局的質素保證視
學，則是更嚴峻的處境。本周有教育局人員到校視學
的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同樣在「學民」的名單上。
該校校長魏樹昭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罷課委實是
對學校的一個衝擊，再加上視學，的確「辛苦又忙
碌」，希望學生可與學校溝通，一起就如何表達對政
改的意見尋找出路。

動中學生罷課，「學民思潮」無所不用其
極。早前，「學民」擅自挪用 88 間中學
的校名，公布「政改關注組」名單，營造
其罷課立場廣獲學校認同的假象，但其實
卻屬誤導。本報聯絡過多間名單上的中
學，發現多所學校都對「學民」的做法大
感無奈，強調「政改關注組」絕不代表學
校立場，更非學校組織，只是由數名學生
成立，更有部分學生只是曾出席「學民」
活動，即「被宣布」成立「政改關注
組」，不知「學民」會擅用所讀學校名
稱。有校長呼籲，外間的政治團體讓校園
保持政治中立，不要將政治鬥爭演化成師
生矛盾，挑起校內的「政治鬥爭」。

■廖亞全表示，對校名被公布於 ■魏樹昭希望學生可與學校溝 ■嚴志成表示，校方已向學生表明
「學民」名單，事前絕不知情， 通，一起就如何表達對政改的意 「關注組」並不代表同學立場，也
學校並不同意，亦從無學生事前 見尋找出路。
有和有關學生溝通，讓他們知道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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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所「受害校」之一的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
學，校長廖亞全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

言，對校名被公布於「學民」名單，事前絕不知
情，學校並不同意，亦從無學生事前知會校方。

校園淪政治角力場
他無奈表示，校名「被公布」後，隨即有家長投
訴校方，以為這是學校的立場，為學校帶來困擾。
他批評「學民」將政治帶入校園，「中學生應該是
要靜靜地，不受騷擾地思考問題。現在他們將政治
鬥爭帶入校園，用罷課令問題演變成師生的對立，
這已經不再是在談論政改了，最終又變成另一項政
治鬥爭，學校就變了政治角力的場所。」
廖亞全坦言，不少學校都因此感到困擾，「學校
站在哪一邊都死，為何不能讓學校保持政治中立
呢？為何要強迫學校作政治表態呢？現在學校想中
立就被罵是『愛字頭』，這是扣帽子。」他又指，
學校有既定的校規，假如有學生罷課缺席，會按正
常程序處理。
對近日有學校辦正反的罷課辯論，老師則拒絕作
單向的政治表態，卻在外間政治團體的挑動及安排
下，有學生於鏡頭前高調抗議校方「打壓」罷課，
廖亞全慨嘆道：「完全未發生的事，也未有任何處
分，如何叫做『打壓』？」

出席活動「被宣布」設組
同樣「被公布」於「學民」名單上的東華三院黃
笏南中學，校長梁志堅則指，該校學生表明自己只
是出席過「學民」有關活動，不知為何最終「被宣
布」成立「政改關注組」，「所以我們並無所謂
『關注組』，至於會否還有其他學生自己去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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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校方不清楚。但我們的學生都很清楚，若要這
樣做的話應該先跟學校說一聲，而有關小組亦不代
表其他同學。」

這是學生關心社會和時事的體現，但也希望同學不
要採取激烈行動令自己後悔，並應該尊重、接納不
同立場的意見。

籲勿採激進免後悔

罷課將按校規處理

另一名單上的九龍區中學，校長亦表示對被成立
「關注組」不知情，強調這非學校立場。不過，見
慣不怪的他表示會以平常心看待，「現時年輕人喜
歡甚麼都放在網路上講，連吃甚麼都會放上網，明
白他們這種心態，就不會覺得網上有這樣的事很出
奇。」
該校長指，雖然「被開名」不太難處理，亦認同

「榜上有名」的上水聖公會陳融中學，其校長嚴
志成亦表示，校方已向學生表明「關注組」並不代
表同學立場，也有和有關學生溝通，讓他們知道這
並非學校組織，也幸好得到家長和校友信任，未有
收到任何查詢。他表示，如果有學生罷課，將按校
規處理，「但目前都沒有聽過有學生這樣做，網上
的贊成與否，可能是校外人的意見。」

歪風殺入中學 不滿遲到罰企「佔操場」
田區一中學的學生，前日為抗議校方本學年的多
條新校政規定，包括遲到要罰企和背書、在酷熱
及寒冷天氣仍要於操場集會、縮短球隊練習時間
等，於校內發動罷課及「佔領操場」，有近 200
人參與。有學界人士直言，學生動輒以罷課表達
對學校或社會的不滿，這股壞風氣會已蔓延至校
園，情況令人憂慮，呼籲學生表達意見時，應慎
思而行。

前日早會後突靜坐
■聖公會基孝中學有學生因不滿學校遲到要罰企等
多項新校規，日前發起「佔領操場」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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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部分激進學生團
體鼓吹中學生罷課，煽起年輕學子「積極抗爭」
的「熱情」，不過那是否好事，卻不得而知。藍

藍田聖公會基孝中學學生會近日在 facebook 發文
指，不滿校方在新學年提出多項新校政，包括要遲
到學生罰企和背書、酷熱及寒冷天氣警告下學生仍
要於操場早會、縮短球隊練習時間，以及課後學習
時段等。該校約 50 名學生遂於本周二早會結束
後，坐在操場抗議，要求校方詳細解釋有關規例，
其後移至校務處外靜坐，最高峰時間有約200人。

該校宋老師昨代表校方回應本報指，學校已向學
生了解其意見，將開會商討有關新校政，下周會與
學生會交代。據悉，該校有 40 多名學生未有參與
操場的罷課，但也沒有在課室上課，懷疑涉及有人
借「罷課」而「走堂」，宋老師回應指，學生的點
名安排或有錯漏，校方正跟進情況。對於學生以罷
課表達不滿，他稱校方並無意見。

教評會憂校園難管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表示，激進組織煽動中
學生罷課，令罷課壞風氣已初步蔓延至校園，學生
動輒以罷課表達對學校或社會的不滿，情況令人憂
慮。他說：「學生有不滿就罷課，只會收窄了學校
管理的行政空間、教師的教學空間，對於香港教育
來說，這是很難堪的局面。」他強調學界應遏止動
輒罷課這股壞風氣，並呼籲學生表達意見時，應慎
思而行，不要剝奪學校行政與教學自主。

「學民」撐學聯「升級」家長憂子女「中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學民思潮」無
視各界反對煽動中學生罷課，昨更公布周五的所謂
「罷課大計」，及為中學生「特設」的「課後集
會」。即使「學民」一直宣稱活動會和平、合法進
行，而集會訂於傍晚 6 時結束，但他們依然把場地
預訂至晚上10時，表明準備隨時在「人力物力」上
配合揚言要將行動升級的學聯，並呼籲中學生「按
自己程度決定是否參與」。有家長批評「學民」所
謂的和平說法虛偽，純粹為了「卸責」，擔憂中學
生屆時不小心陷入學聯的「升級行動」之中。
為持續熱炒罷課議題，繼大專生周一發起罷課活
動、教協周二宣布「貼錢」資助教師帶中學生周五
到添馬公園集會後，「學民」昨亦宣布明日「罷課
大計」。「學民」指前晚深夜向警方提交在添美道
西面行人路等地進行公眾集會的申請，至昨晚批出
有關申請。
「學民」稱，他們計劃於周五「朝十晚四」罷
課，4 時半至 6 時則是專為中學生而設的課後集
會，以「展示中學生訴求，反對人大『落閘』」，
發言人黎汶洛稱之後並無後續行動，又指不會堵

老師難置之不理 校長盼理性溝通

遭擅納製造認同罷課假象 冀保持中立免挑動校內矛盾

路，承諾活動將「和平、合法」地進行。現時預計
有逾百人參加罷課，連同集會預計參與人數為
1,500至2,000人。

訂場超時留後
不過，口稱「和平、合法」的「學民」明顯留有
後着，他們預訂有關場地至晚上 10 時，距離集會
完結足有 4 小時，更表明準備隨時在「人力物力」
上配合一直揚言要將行動升級的學聯。就原訂 6 時
和平散去的中學生何去何從？「學民」不諱言指學
生可考慮自己的「程度」，去「自決」是否參與其
中，並勸家長「可以放心」。

奚炳松批「卸責」
觀塘區家教聯會主席奚炳松批評「學民」的說法
虛偽，只是不想有責任「攬上身」，「他們都已經
全然部署好了，口頭上卻說由同學自由發展，這只
是想『卸責』！由他們呼籲學生簽《承諾書》時就
已經是這樣，相比起和年輕人說清楚後果和風險，
是更差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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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直言，學聯近日已不斷強調要將「行動升
級」，事件必然「越煲越大」，擔心最終令原本只
打算和平集會的中學生，會因『學民』響應學聯而
被牽涉其中，「屆時受到氣氛影響，中學生可能想
退也無退路。」他希望支持罷課的家長及學生，應
多想清楚事情的後果，及是否能承擔。

趙明促依時結束
東區家教聯會副主席趙明則表示，希望「學民」
可遵守承諾，確保活動能真的和平合法進行，並按
時讓學生散去，「政改是長期議題，年輕人那麼好
精力，應慢慢表達。」

罷課日遇上視學周

魏樹昭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直言，他是
「打開報紙」才發現自己的學校上了「學民」名單。
他表示，有關消息一出，學校即收到「不同立場人士
的不同訴求」，「支持的人打來問學校可以如何支
持，不支持的人則打來質疑學校為何會有這樣的立
場。」再加上教育局本星期到校視學一周，剛好與
「學民」呼籲的周五罷課日重疊，魏樹昭坦言，「真
的是很辛苦、很忙碌。」
他指出，今時今日很難迴避年輕人這類訴求，作為
師長應要理解年輕人為何會有這樣看法，「學生沒有
太多本錢去做抗爭，所以他們要選擇一個自己做得到
的、不需他人同意的方法，我也明白為何他們要這樣
做。」
他表示，校方能做的，就是看看可以如何幫助同學
和平、理性地表達意見，「其實老師也可以藉此機
會，帶領學生去學習如何回應社會議題、表達自己訴
求，以及面對自己不滿的事。」

了解學生疏導意見

對於罷課將學生與學校推到「對立面」，魏樹昭表
示︰「如果學生『信得過』學校，可以和學校談談自
己的想法，我們也希望可以了解同學的感受，看看能
如何回應，例如一起寫立場書等等，我們也希望同學
可以表達自己意見。這不是學校禁止就可以的，像大
禹治水一樣，不能堵塞，只能疏導；我們也不能置之不理，這
不是老師應盡之責。」
魏樹昭表示，該校日前於周會講解有關議題，「希望讓同學
了解我們處理事情的準則，是否可以因為某一次事件就把準則
置諸腦後呢？那麼以後如何呢？另外我們也希望向同學釋出善
意，希望同學可與學校商討，即使要罷課，也請給我們一個理
據。假如學生肯和學校討論，彈性會大很多，學校可以看看如
何不違背準則地處理事件。」

吳克儉：對立不能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出席教
育界國慶宴會致辭時指出，有見近日部分大專生以罷課表達對
政改的意見，但罷課會對正常教學活動帶來衝擊，當中的負面
影響值得深思。他又提醒學生，對立不能解決問題，只有互相
體諒、求同存異，社會才能凝聚共識。
吳克儉昨日出席香港教育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5 周年
聯歡宴會致辭時指，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社會各界對個別議
題或有不同的見解，政府會尊重市民以理性、和平、合法的方
式表達意見。有見部分大專生近日以罷課作為政治表態，他
說：「我們理解大專學生對自己理想的追求，但罷課始終會對
正常教學活動帶來衝擊，其負面影響值得我們深思。」
吳克儉續說，局方與教育界致力培養青年人成為有識見、負
責任及守法的公民，並能分析明辨、反思及獨立思考、從多角
度思考問題。他提醒青年人除了須懂得清楚表達自己的論據，
亦要以開放、持平和寬容的態度，看待及尊重其他人的意見和
價值觀，「對立不能解決問題，只有互相體諒、求同存異，社
會各界才能凝聚共識。」

發叔：須知責任勿耽誤學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激進反對派「學民思潮」與
學聯煽動學界罷課，引起社會極大爭議。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昨
日強調，學生要明白參加罷課帶來的責任，不要因此耽誤學業
和勿對社會構成影響。

批「學民」煽動罷課
鄉議局作為辦學團體，十分關注罷課問題。劉皇發昨日主持
鄉議局會議，在發表主席講辭時批評「學民思潮」，誘惑煽動
學生在罷課當日離開學校，以參加所謂「街頭教室」。
他坦言，罷課畢竟是學校內部事務，鄉議局不能過分介入，
但他呼籲學生和家長在決定參加罷課前要三思，要明白參加罷
課所帶來的影響和責任，也不要因此耽誤學業，和對社會構成
不必要的影響。
發叔在會後進一步解釋指，雖然學生有罷課的自由，但學業
也很重要。他說：「（罷課）當然是他們選擇，但和家長商討
也是較好的，至少他們的社會閱歷較多，見識也較多。家長可
以先給予意見，再讓他們自己選擇。最重要是安居樂業，如任
何行動導致社會秩序受影響，我們不希望看到這樣（的結
果）。香港是法治之區，請他們不要違法；香港也有言論自
由，不能強迫人做或不做。」
發叔又批評「佔中」無助落實普選，「若為政改作出這樣的
行為，值得商榷，用這樣是方法是否最佳方法，有否其他更好
的方法。我相信未絕望，要多溝通，多提出觀點，這樣做更有
利。政改還有很多空間可以討論，第二次諮詢仍未開展。」

楊鳴章盼學生愛惜自己
此外，天主教香港教區輔理主教楊鳴章昨日出席明愛專上學
院的活動時亦表示，理解年輕人會熱血地表達立場，但期望他
們愛惜自己和家人。對於中學生罷課，他指高中學生可自行做
決定，會尊重他們的意見，但初中學生應先獲家長許可。他又
指，暫不知道天主教中學參與罷課的學生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