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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德校涉「影子學生」呃公帑
29生全年缺席照升班 教局聲明確認校方違規

五大指控及校長回應
指控一：二十多名「影子學生」考試成績表
全被標示為「缺席」也可升班？

陳章萍：學生請假事宜由副校長跟進及處
理，而缺席的學生家長有遞交請假信，向校
方提供充分理據，循正常程序請假，指引不
能要求他們退學或轉校。不過，未能展示請
假信，因已交予教育局。

指控二：在教員室及茶水間安裝閉路電視，
並直駁至校長手機，是企圖以此監控老師？

陳章萍：安裝閉路電視是基於保安理由，因
學校曾發生失竊事件，解像度都是「最低質
素」，並非外界所指的「高清鏡頭」。學校
亦已向申訴專員公署解釋事件，相關部門並
無進一步跟進。

指控三：為何要教師到深圳口岸向幼稚園家
長派傳單？

陳章萍：有關政策屬學校歷屆校長一直沿用
下來，並非「派傳單」，而是「推廣學校形
象」，做法亦獲教師認同，亦非校方首創。

指控四：有指老師請假要交出餅卡或300
元，以「慶祝自己病癒」？

陳章萍：買西餅是老師們自行決定，有權選
擇是否參與，「是好小嘅事。」

指控五：涉嫌偽造教師聘用文件？

陳章萍：招聘程序是公平、公開、透明度
高，有不同部門與同事處理，無得講係偽
造。

資料來源：陳章萍記者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子優、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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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
莎）教聯會會長黃均瑜及主席黃
錦良等人前日與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會面，討論大中小幼的教育問
題。教聯會在會上指出，由於政
府於2013年實施「零配額」制
度，小一學額需求將於2019年
大幅回落，擔心屆時小學再面臨
縮班殺校危機，尤其是北區、屯
門等情況較嚴峻，要求政府及早
制定政策應對。雙方會面氣氛良
好，當局亦積極回應相關提議。
教聯會在會上要求教育局盡快

制訂幼稚園教師薪級表，並加強
對特殊教育需要（SEN）學童的
支援，包括按學童名額提供資助
等。另亦要求全面檢討小學全日
制和教師薪酬架構。
中學教育方面，該會建議將教

師退休年齡延至65歲，要求教師
全面學位化、落實同工同酬等，
以及促請加強生命教育。
至於大專教育，該會要求當局

研究將自資院校納入聯招制度，
並放寛內地及其他地區來港升學
的人數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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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港科院院長
兼前港大校長徐立之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指，
政府推行新高中學制時，考慮不周，又形容教
育局在2010年猶如「用槍指着大學校長」，
要求大學以文憑試「3322」的成績為最低入學
門檻，結果令不少文憑試考生只專注必修科，
忽略其他學科。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回應指，新
學制已推行多年，會仔細考慮徐的建議。
徐立之表示，教育局在2010年要求大學宣

佈以文憑試「3322」的成績，作為入學最低門
檻，當時大學校長並不願意，「我們覺得『
3322』入唔到大學，唔應該做最低要求，係咪
應該要求兩科選修科成績都達標呢？」。但局
方態度強硬，他形容猶如「用槍指着大學校
長」。

工程院無得揀 焗收「數口差」生
他續指，結果不少文憑試考生只專注必修

科，沒有時間修讀社會科學或高階數學，影響
學生的數理能力。
不過，大學的工程學院因擔心收生不足，只

好接收沒有修讀高階數學的學生，「學生到大
學時才追回高階數學的程度，已經很艱難。」
他認為，政府推行新高中學制考慮不周全，

影響學生選科，擔心長遠將影響本港競爭力，
冀政府盡快糾正有關問題。
他又建議將高等數學的內容納入核心數學科

中，並轉化成3個不同程度的選項，如文科、
商科及理科的數學。

楊潤雄歡迎建議將仔細考慮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回應指，大學收生門檻

「3322」為當時教育界的共識，當局已就改革
新高中學制，包括大學收生資格，諮詢大學校
長及中小學界別等。
但他指，新學制已推行多年，學制改革後能

否達到「心中的理想」，以及當中會否有「不
可預期的改變」可再作討論。他歡迎徐立之的
建議，又指當局會仔細考慮。

「3322」忽略社科高數 徐立之憂損競爭力
8月8日(第17/092期)攪珠結果

頭獎：$24,163,490 （1.5注中）
二獎：$440,830 （5注中）
三獎：$31,180 （188.5注中）
多寶：-

下次攪珠日期：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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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德學校過往早已被指控為
求招生「無所不用其極」，包
括強逼教師淪為「街頭推銷

員」，於暑假期間到深圳口岸及內地派傳單招生。
今年5月14名教師群起抗議，校方不理教育局勸喻
堅持解僱其中兩人，局方作出調查後發現問題愈揭
愈多，終演變成今日局面。
隨着本港適齡學童人數下降，小學積極招收跨境

學生的情況並不罕見，但興德學校可謂極其「進
取」，要求教師到深圳灣口岸、深圳屋苑及幼稚園
門外等派傳單招生，教師縱然明知要求無理，但為
飯碗只好強忍。

有關情況日漸惡劣，曾有家長投訴校方要求教師
統籌招生活動，以致無時間備課及批改作業，甚至
曾縮短半日課，讓教師下午派傳單，大為影響教學
質素。

懶理教局叫停 即炒兩教師
由於問題持續未見改善，有家長向教育局投訴，

校方遂於今年2月25日召開家長座談會解釋。其間
有14名教師連同副校長疑忍無可忍，衝到台前集體
抗議，矛頭直指校長陳章萍。據悉，陳當時以「非
法集會」為由即時報警，結果警員到場要求家長及
老師離開。事後部分參與抗議教師接獲警告信及要

休假，其中兩人更於6月遭校方解僱。
根據校董會在5月發出的公開信所指，該座談會
旨在回應前家教會主席對學校管理及職員的「失實
指控」，及聽取家長的意見，形容14名教師連同副
校長是「有計劃地集體擅離職守，擾亂座談會秩
序」，校方「深感遺憾並予以譴責」，決定給予該
等老師適當的紀律處分。
其後，法團校董會於6月17日開會決定解僱其中兩

人，教育局於20日去信要求暫緩決定，惟校方未有理
會，24日向勞工處表示已解僱該兩名老師。
此外，該校過往亦曾被指控多宗「踩線」舉動，
包括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疑偷步收報名表，利用
「留位」名義引誘家長即場交表。由於按規定家長
只可向一間學校遞交，有家長因此「中伏」，被迫
就讀該校。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逼教師做推銷員 暑假北上派傳單

興德學校校長陳章萍昨午聲稱學校沒有「影
子學生」，言猶在耳，教育局昨晚隨即發出聲
明，確認校方違規。
有資深教育界人士指「影子學生」過往鮮有聽

聞，一旦屬實情況嚴重，認為局方務必對學校
作出嚴正警告，校董會亦有需要認真考慮是否
續用校長。該校委任校董之一的資深退休校長

雷其昌昨晚回應，校董會將於下周開會決定校長去
留問題。
本身是小學校長的教聯會副主席杜家慶不評論個

別校情，但指一般情況下學校在完成收生註冊後，
須將學生總數通報教育局，局方會於9月中派員隨
機到學校抽查核實。如有學生連續缺課7天，即被
視為「懷疑退學」，不論原因，校長都必須向教育
局申報有關個案，不能延誤。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形容事件鮮有聽

聞，不排除有人借此解決生源問題，支持局方徹查
事件，一旦屬實，必須向校方作出嚴正警告，而校
董會亦應檢討校長於事件中的角色，作出適當處
理。

疑違規手段應付生源問題
為協助校方處理管理問題，局方早前委任多名校

董加入管理層。雷其昌昨日在會議後指，由於陳章
萍接獲教育局發出警告信，須在本月14日與局方
會面，或作書面回覆，校董會則會於18日開會，
決定其去留問題。根據《教育條例》，如常任秘書
長認為某校校長不再是適合及適當人選，或該校長
並無令人滿意地執行校長的職責、已停止執行校長
的職責、多數校董不再接受該校長為該學校校長，
常任秘書長可撤回其對該校長的任職批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若屬實須嚴正警告 校董會商校長去留

興德學校過往多次被爆出管理問
題，事件可追溯至今年2月，

14名教師不滿校方發起抗議（見另
稿），其後疑遭「秋後算賬」，兩
人遭受解僱，因程序上出問題，驚
動教育局展開調查。楊潤雄昨日出
席活動後主動交代事件，指局方最
先收到的投訴是關於校方處理與老
師之間關係的一些問題，但在調查
過程中發現更多其他問題，於是將
調查「一直升級和深入去做」。

四大管理問題 屢勸不改
就該校的問題，楊潤雄指出四
點：兩名老師被「炒」在手續和程
序上有問題；學校一些老師都在頗
長時間內表示身體不適而沒有上
學；有些學生沒有上學，或者沒有
考試而繼續升班，即是所謂「影子
學生」；局方需就學校的財務進行
覆核查數。
對於「影子學生」的問題，消息
指，該校在2014/15及2015/16兩
個學年，有29名學生在全年缺席兼
無考試的情況下仍然獲得升班。
楊潤雄確認「看到有些問題存
在」，近月已不斷跟進，但「經過
一些警告、很嚴重的勸喻之後仍然
得不到效果」。局方亦委任了一些
校董加入管理層，期望正面地協助
他們處理管理上的問題，卻「流
會」收場。

涉偽造教師資料 校長否認
該校校董會昨午召開會議，討論
議題包括如何處理該兩名被解僱的
老師。校長陳章萍在會議前召開記
者會回應有關指控，哭訴自己「很
受委屈」，聲稱「影子學生」問題
並不存在，「呢班學生確確實實是
請假」，原因包括「雙非」學童返
回內地，或因事請假，又稱他們是
經正常程序請假，有收到請假信及

家長證明，故「學校冇權唔畀佢
讀」，惟她稱有關文件已交予教育
局，未能出示。
她又稱，沒有偽造過任何教師資
料，「招聘程序是公平、公開、透
明度高，有不同部門與同事處理，
無得講係偽造。」
教育局發言人昨晚詳細回應事件
指，已完成部分個案的調查，當中
發現有違規的情況，例如學校曾批
准多位註冊後未有正式入讀的學生
長時間保留學位，但未有通知教育
局，違反局方相關規定。
此外，學校未有根據規定在學生
連續缺課的第七天立即向局方呈報
個案。學校在處理教師解僱事宜時
亦未有遵守《教育規例》及《資助
則例》的規定。
發言人又指，興德學校法團校董
會昨日會後通過成立專責小組，監
督學校預備新學年的各項籌備工
作，並撤銷較早前解僱兩名教師的
決定。教育局會繼續密切監察學
校，並會依法處理學校曾發生的各
種違規事項，如有需要會轉介執法
部門跟進。
另一方面，警方發言人證實屯門

警署於本年6月23日接獲一名32歲
姓李男子報案，指屯門慶平路一學
校懷疑有人使用虛假文書。警方同
時接獲有關轉介，並展開調查。案
件暫列「行使虛假文書」，交屯門
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暫未有人
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屯門興德學校近日接連被揭

發行政與管理問題，包括在2014/15及2015/16學年，涉嫌

讓29名長期缺課的「影子學生」繼續升班，借此逃避縮班及

騙取政府資源，並涉嫌偽造聘請老師及相關會面記錄。該校

校長陳章萍昨日聲淚俱下逐點回應，聲稱29名學生是「請

假」，又否認偽造文件指控。不過，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清楚

點出該校存在四點問題，局方晚上再發聲明確認校方處理

「影子學生」及教師解僱事宜均屬違規。警方則確認已就屯門

一所學校懷疑有人使用虛假文書展開調查，交重案組跟進。

「獨派」為煽動仇
恨，可謂無所不用其
極。兩年前非法居港9

年的內地無證童「懷仔」肖友懷欲申請居港
權，最終選擇返回內地。他日前以外祖父病危
為由，獲准持雙程證來港探親，豈料此事被傳
媒報道後，一直針對他的「港獨」組織對他死
咬唔放。「勇武前綫」在其facebook轉載「懷
仔」再度來港的報道，更「呼籲」大家留意
「懷仔」的行蹤並通知他們，誓要趕他回內
地。有社工狠斥「本土派」將事情上綱上線及
欺負弱小。
現年14歲的肖友懷兩年前由外婆周紹璇主動
公開其身份背景，並在工聯會協助下擬爭取居
港權，卻遭部分港人及組織針對，甚至人身攻
擊，引起軒然大波。
2014年7月成立的「勇武前綫」一度於網上
發起到肖友懷位於觀塘順利邨寓所「探訪」，
試圖騷擾他，惟最終僅十數人「響應」，後因
找不到「懷仔」各自四散，一場鬧劇告終。後
來，「懷仔」於同年6月自願遣返內地，善忘的
港人亦很快將他忘記。

社工斥盡孝都要炒作
有傳媒日前報道，「懷仔」過去兩年被內地
公安列入「兩年內禁止到香港的黑名單」中，
直至近期他的「黑名單」被撤銷，終獲公安簽
發探親簽註，今次是以外祖父病危為由，於日
前獲准持雙程證來港探親，兩公孫並在醫院病
房見面。
探望病患親人本屬人之常情，也是盡中國人

的孝義，但「勇武前綫」前日在其fb轉載「懷仔」
有關報道，更表明：「條肥×來咗香港，呼籲大
家留意附近公立醫院，並通知我們，數年前敝
號到其府上，拜訪未遇，我們好×掛住佢！」
「懷仔」又無話要申請居港權，「勇武前綫」卻
好似「懷仔」肚裡面條蟲咁，話「如果大家隻眼開
隻眼閉，條肥蝗一定落戶香港，此例一開，一
定大把高矮肥瘦的蝗落來！」，更謂「只要大家
努力報其行蹤，一定送佢回老家！」云云。
「金金大師」梁金成在其facebook轉貼並

說：「×家鏟！聯合醫院同順利邨呀！摷佢出
嚟！」但有網民對有關人等的的所作所為看不
過眼。「Roy Yeung」說：「又想恰D（啲）孤

兒寡婦。對住孤兒寡婦就勇武，對住其他即刻
死狗。」
社區組織協會組織幹事施麗珊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懷仔」今次並非申請單程證，只是
循正常渠道來港探望病危的外公，「這是孝道，
有什麼問題？又唔係話要拎香港啲乜，根本就無
新聞價值，為何要搞佢！？」她狠斥「獨派」將事情
上綱上線及欺負弱小，「這會對細路仔的心理有
很大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懷仔來港探病危外公 遭「獨人」網欺

■校長陳
章萍昨日
回應五大
指控。
電視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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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人獨人」」聲言聲言「「送懷送懷
仔回老家仔回老家」。」。
「「勇武前綫勇武前綫」」fbfb截圖截圖

■■教聯會成員與楊潤雄教聯會成員與楊潤雄（（左五左五））會面會面。。 教聯會圖片教聯會圖片

■屯門興德學校近日接連被揭發行政與管理問題。圖為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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