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學年一開
始「港獨」分子即啟動其侵校行動，教育局
局長吳克儉昨表明，現時談論的「港獨」政
治主張，涉及鼓吹、招攬學生，又提到「崇
文尚武」等方面的疑似暴力傾向，家長和老
師都很擔心學生會在心智未成熟時受到誤
導，甚至「踩過界」犯法而影響一生。他強
調，老師在這方面有很大責任，亦很清楚要
為學生作專業的輔導及帶領。

開學首天，多所中學有個別學生被煽動於
校內外派發一式一樣、由外間政團提供的
「港獨」貼紙及傳單，亦有所謂「關注組」
成員但並非學生的人於校門外「播獨」。

「港獨」偽命題 違法損「一國兩制」
吳克儉表示，留意到學校有派教職員於校

門關注和觀察，以確保學生能夠有寧靜、安
全、有秩序及專業的環境下學習。至於校門

以外的部分，他重申校長和學校都有經驗處
理，若真的出現騷擾、干擾學生的情況，學
校可以採取不同方法，例如接觸相關的管理
處，或與教育局分區教育主任，甚至警民關
係科溝通，決定是否需要支援。
他又強調，「港獨」是違反香港基本法、

破壞「一國兩制」的偽命題，特別是香港基
本法第一條很清楚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非常清

晰並無特別討論空間，而現時在小學、中學
及大學都有香港基本法教材和活動，學生在
學校內可以清楚認識這一點，並了解香港基
本法賦予香港特區的憲制地位。

煽「武」恐涉暴力 憂被誤導犯法
教育局早前曾就「港獨」侵校問題與辦學
團體、校長會、專業教育團體及家校會等討
論，吳克儉指，大家都認為過去幾年學校和
老師已累積了處理政治議題的經驗，而現時
的《教育條例》、《教育規例》、《資助學
校資助則例》及《香港教育專業守則》等亦

有足夠指引供參考，有信心學校及老師能夠
處理。
吳克儉進一步解釋，在老師的專業輔導帶

領，以及校長參與指導下，以香港基本法條
文的大前提下，學校可以討論不同項目，而
「港獨」違反香港基本法屬大是大非的偽命
題，立場清晰，老師應清楚了解。
他又指，有政團向學生鼓吹及宣揚「港

獨」，標榜「崇文尚武」及宣稱要招攬學
生，當中似乎有暴力傾向的主張，令人擔心
到心智未成熟的學生會受誤導，甚至「踩過
界」犯法，老師在這方面確有很大責任。

家長學生疾呼校園排「獨」
「撕爛」單張促還寧靜 父母有責糾正謬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昨天是新學年開學日，本是莘莘

學子和家長期待的日子，但各區有多所學校，有校外人以至學生以

學校名義的「本土關注組」，於校內外派發由外間政團提供的「港

獨」宣傳品，企圖將學校捲入政治漩渦。多名涉事學校的家長和學

生均堅拒有關播「獨」行為，要求還校園寧靜環境，有學生更直

言不應在校園「搞」政治，在收到宣傳品時更會「撕爛佢」。有

家長則表明「港獨」沒有討論餘地，作為父母更加有責任糾正孩子

的錯誤思想。

遭「港獨」歪風滋擾學校回應＊

全港有近30家學校近日在網上「被成立」所
謂「關注組」，意圖以「港獨」主張入侵

校園，其中多所學校昨日甫開學即受「獨」
害。對校園內的「港獨」宣傳，受害學校基本
上都盡快制止，惟個別「關注組」離校生卻於
校外派發「港獨」單張，多所學校都未有就此
作出行動。另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亦關注有關
情況，並重申相信學校能處理，而老師亦明白
自己有責任避免學生受誤導（見另稿）。

民生中六生派「護照」遭勸止
其中在九龍城民生書院，昨晨約8時半有2
名學生在校內向同學派發寫有「香港國護照」
的宣傳貼紙，其中之一的中六生藍同學聲稱，
現時香港未能堅守「一國兩制」，故想透過派
發宣傳品，令同學「了解香港的問題」云云。
他聲稱，自己和兩三名同學是因為早前的政
黨宣傳而受「感召」，故於校內籌辦有關「港
獨」行動，又直言昨日派發的數百張宣傳品是
由校外的「某個組織」提供。在他受訪後不
久，該校職員立即勸止，而他亦未有再派發。

中三生勸同學「唔好搞政治」
本報訪問逾10名民生學生和家長，他們普遍不
知道有人以學校名義成立「關注組」。其中蕭同
學指，校方應就「民生」名義被肆意使用而有所
行動，她表明「求學才是學生該做的事」，又勸
喻同學「最好唔好搞政治」。她又指，校內可討
論不同的政治議題和立場，但不認同渲染「港
獨」氣氛。就讀中二的林同學是少數知悉「關注
組」的學生，她直言「港獨」損害香港利益，就
如英國「脫歐」拖累經濟，認為「關注組」同學
應思考其後果。
陳太孩子剛升讀民生書院中一，她反對在校

園鼓吹「港獨」。對於有學生在校園派傳單，

她直言「唔鍾意」、「唔想學生在求學時期牽
涉政治」，同時認為「港獨」沒有公開討論的
空間，故師生不應在課堂討論。

違法違憲 批濫用「民生」鼓吹
張太的兒子就讀民生書院小四級，由於該

校中小學部使用同一個校門進出，其孩子或
會收到有關宣傳品，昨日她得悉網上有「民
生本土關注組」，即詫異地說「唔係呀嘛，
搞啲咁嘅嘢？！」批評有人濫用「民生」名義
鼓吹政治。
她直指「港獨」是違反香港基本法和「違

憲」，故反對香港社會和校園鼓吹「港獨」。若
子女有錯誤思想，家長有責任糾正，但相信孩子
有獨立思想，應該不容易被影響。

家長強調「港獨」無討論空間
英華書院昨晨亦有「英華本土學社」1名學生

和報稱是畢業生的人士，於校外向家長和學生派
「港獨」傳單。一名無透露姓名的中一生接過傳
單後，向記者表示會「撕爛佢」，又指現時在中
學階段不會討論「港獨」。
該校學生家長植先生則強調，「港獨」沒有

討論空間，事實上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另一
家長陳先生的兒子剛升讀中一，他認為政治問
題複雜，低年級生未必能掌握，直言擔心有人
會因此被政客利用。
另外，元朗信義中學原本有學生計劃在早上

於校內派發「港獨」宣傳品，但未有行動就被
校方阻止及邀請作輔導。另在香港專業教育學
院（柴灣），「柴灣ive本土關注組」原本預告
於昨晨10時在校外派發有關「港獨」宣傳品，
但本報記者於上述時段未見有任何活動。該
「關注組」隨後則在專頁指，因天雨關係，其
「港獨」宣傳「大計」只派發半小時就停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再有大專院校疑遭「港
獨」歪風入侵。恒生管理學院昨舉行開學禮，學生會會長
黃俊霖借致辭機會鼓動「港獨」，聲稱所有「關於香港前
途的問題都不應禁止討論」，又謂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是
「打壓學生討論自由」。恒管校長則提醒學生，要經過自
己思考才下判斷。

借機播「獨」危言聳聽
早前柴灣IVE「被成立」所謂「本土關注組」，及港大學

生會會長孫曉嵐於開學禮上大肆宣揚「香港不是中國」等言
論，令人側目。恒管昨日成為第三個被「獨」爪入侵的大專
院校，該校黃俊霖於新生開學禮上聲稱，香港人的自由「正
逐步消失」，又以「港獨」參選者被取消立法會選舉資格一

事借題發揮，危言聳聽宣稱港人的選舉及被選舉權已「蕩然
無存」，鼓吹學生應深思「港獨」議題，呼籲新生思考香港
的未來，又謂不滿吳克儉打壓學生討論的自由云云。

校長籲循循善誘 理性思考
開學禮後，恒管校長何順文就事件作出回應，表示學生

在校內可討論任何敏感或具爭論的議題，「（學校）無辦
法話某一樣嘢唔俾討論，最重要是好好的引導他們」，強
調學生該聆聽不同角度的意見，並要有獨立思考，保持開
放心態和理性思維，希望各學生都能好好投入校園生活。
此外，「柴灣ive本土關注組」昨日有成員在校外派發傳

單，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是職業訓練局（VTC）成
員，其發言人回應指，職訓局會保持政治中立。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姬文風）元
朗 信 義 中 學 昨 有
「關注組」學生意
圖 在 校 內 派 發 傳
單，校方特意邀請
有關學生會面以了解
情況，並重申不容任
何政治主張在校宣
傳的堅定立場。

會面氣氛好 無施壓處罰
位於天水圍的元朗信義中學，有學生成立

「本土關注組」，並在開學日派發傳單，其後
有學校職員接走學生。該校副校長譚建勳稍後
會見傳媒時指，校方已跟「關注組」學生溝
通，了解其需要，強調無作出任何處罰。
為進一步釋除公眾疑慮，譚建勳連同在該校
就讀中三的「關注組」學生梁彥樂召開記者
會，由梁彥樂親自交代情況。梁彥樂表示，與
校方會面數小時，氣氛良好，校方只是想了解
情況及表達關心，並無施壓。
有記者提及「關注組」未來動向，梁彥樂稱

「唔係唔派（單張），而係可以嘗試用其他方
式，例如是午休廣播，或者跟同學傾偈（港
獨）。」當他再被記者追問時，竟隨口稱上述
行動校方已經批准，又謂校方開學日之所以禁
止派傳單，是因為「驚畀人哋見到，令我哋受
到身體上或心靈上損傷，例如言語辱罵，甚至
係追打我」。

回應過急言論失實 學生致歉
有記者對梁彥樂的說法表示質疑，再次向他

查詢校方有否在會面期間表態容許學生派傳單
及擺攤。梁彥樂聞言語窒，又改口指「學校不
容許任何政治主張入校，但會讓學生了解現今
社會發生何事……」
校方見梁彥樂說法混亂矛盾，先讓他隨老師

離開，並由譚建勳作出澄清：「相信大家都聽
到同學的描述是有矛盾。」
他重申學校不容許任何政治主張在校宣傳，

「學生想要跟老師討論是可以的，老師絕對有
足夠專業去做，但要做宣傳就不可以。」
梁彥樂後來再次現身記者會，澄清剛才是

「回應過急，所以講出跟事實不符的言論」，
並就此致歉。

學生派「獨」信義：不容政治宣傳

「獨」禍蔓延 恒管提醒學生三思

「獨」害學生 吳克儉：老師輔導有責

元朗信義中學副校長譚建勳：
校方不容任何政治主張在學校宣傳，包括在校
派發「港獨」傳單或設攤位，如有學生想討
論，老師有足夠專業能力提供協助。

皇仁舊生會中學校長許湧鐘：
開學日發現校外有人派發「港獨」傳單，情況
不算嚴重，暫不作出干涉，但強調學校並非政
治爭拗的地方，而「港獨」議題似乎跟學習無
直接關係，無必要在校討論。

民生書院副校長呂恆森：
學生派發單張未有事前通知校方，昨早校方
隨即與涉事學生和學生會開會討論，經了解
該宣傳品的內容屬片面資料。校方認為，
「港獨」應在資料、理據充足及多角度觀點
下才作討論。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麥副校長：
現階段無學生加入「本土關注組」或派發傳
單，強調校方不容許學生在校內派發所謂的
「港獨」單張或資料，並已要求教師跟學生討
論「港獨」議題時，必須依照香港基本法，向
學生分析「港獨」對社會的影響及衝擊，絕不
容許向學生宣揚其政見立場。

＊「學生動源」近日招攬中學生在校內組成所謂的「本土關注組」，鼓動「港獨」思想，上述是
「被成立」了「關注組」的部分學校。 資料來源：校方代表 整理：姬文風、周子優

觀塘瑪利諾書院校長余健華：
昨日沒有學生或校外人士派發傳單，會密切監察學
生有否加入相關的「關注組」。若有學生要求在校
內派發「港獨」傳單，其內容需經過學校審閱。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校長溫美玉：
昨日並沒有學生在校內或校外派發宣揚「港獨」
傳單，到目前為止，亦沒有學生要求派發有關傳
單或於校內討論「港獨」議題，校方會密切關注
有關事件。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周校長：
學校接獲教育局通知，才知悉有該「本土關注
組」的存在，初步了解並無師生或校友參與，校
方已發電郵至facebook總部，了解相關「關注
組」的設立者是誰。他強調，「港獨」違法違
憲，師生討論時必須依據香港基本法去分析，若
有同學的立場偏頗，學校有責任引導及指正。

新亞中學校長黃惠庭：
沒有具體資料顯示，有該校學生或校友開設或參
與「新亞本土學社」，昨日亦沒有任何派發傳單
的行動，故校方未能跟進。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昨日並沒有學生在校內或校外派發宣揚「港獨」傳單。

■蕭同學認
為，「求學
才是學生該
做的事」。
梁祖彝攝

■譚建勳稱，校方已跟
「關注組」學生溝通，
了解其需要。

■民生書
院家長郭
太表示，不
知悉「關注
組」存在。
梁祖彝攝

■藍同學昨晨持「香港國護照」
貼紙向同學派發。 梁祖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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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新學年開學昨天是新學年開學
日日，，本是莘莘學子和家本是莘莘學子和家
長期待的日子長期待的日子，，但有多但有多
家學校遭有人鼓吹家學校遭有人鼓吹「「港港
獨獨」」。。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