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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興德學校被揭發嚴重的校政及管理
混亂問題，校長陳章萍的去留問題至今仍
未解決。距離開學僅餘半個月，教育局局
長楊潤雄昨日強調，目前最重要是保證學
校能順利開學，政府不排除會採取最極端
的方式，即由政府接管學校。教育局委任
的校董雷其昌表示，辦學團體的9名校董
對罷免陳章萍的意見不一，除非教育局再

委派校董加入，否則校董會很難罷免陳章萍，
擔心會阻礙開學。雷呼籲辦學團體的校董正視
問題，「救救學子，救救興德學校。」

校長去留未決 校董憂礙開學
興德學校校董會周五（18日）將會再開會，

但雷其昌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按法團校董會
章程，會議是由校監召開，但校董至今仍未收到
校監所發的議程，擔心校監會拖延召開校董會，
令校董會遲遲未能討論和表決校長罷免議案，亦
會阻礙開學。他解釋，要有三分二的校董開會，
才可加入罷免議程，並就罷免校長作最終決定。
他又透露，教育局下月將再委任多一名校董。
他續指，罷免校長屬校董會權力，教育局並

無相關權力，但當局可解除陳章萍的教師牌，
惟需時較長，亦會衍生其他問題，將會影響開
學後的運作。他呼籲辦學團體的校董及校監正
視問題，應以師生的利益為最大前提。

楊潤雄：陳章萍拒晤局方
對於校長陳章萍會否遭罷免，楊潤雄昨日出

席電視台節目時指，相信校董會會作出明智的
決定，局方已委派9名校董協助學校運作，若
情況未有改善，當局可能會委派更多校董加入
校董會，「當然到最極端，我們認為有些校董
未能發揮作用或做得不太好，我們亦可以考慮
他們是否還適合作為一個校董，這也是法例之
下我們有的權力」，即當局可取消個別不稱職
的校董註冊。
他表示，最極端的處理手法是由政府接管學

校，「當然中間有一定程序，但只要為保障學
生，如何極端的手段有時都要考慮。」教育局早
前向陳章萍發警告信，並要求她今日（14日）與
當局會面，檢視其違規行為，楊潤雄指已知悉陳
章萍不會出席，正等待她提交申述回應。
楊潤雄又指，初步調查後未有發現興德學校

的「影子學生」增加開班數目或政府多撥資
源，但「影子學生」或會影響當局掌握及分配
剩餘學額，未能有效分配資源。

蔡若蓮：研優化「點人頭」制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昨出席活動時補充指，

當局在過去多年都有到興德點人頭，對上一次
點人頭時，缺席的跨境學生家長表明當日學生
請假，而缺席的人數亦不足以影響該校所獲的
開班資源，故局方未有要求學校提供有關資
料，日後會研究如何優化點算學生人數的機
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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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在違法「佔中」

期間擔任「糾察長」的郭紹傑，被港九拯溺員工會批評領取工傷病假下

高調參與社會運動，引起大部分會員不滿，又被指在勸喻後仍多次聲稱

代表工會接受傳媒訪問，終被永久删除工會會員資格。翻查資料，郭紹

傑曾多次發起救生員罷工，又在卸任工會主席後對傳媒聲稱救生員集體

請病假是「野貓式」抗議，及後被工會駁斥。

拯溺員工會踢走郭紹傑
屢扮代表惹非議 詐傷參「佔」乞人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第十
屆香港模擬立法會閉幕典禮上，主禮嘉
賓、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呼籲年輕人身
體力行，維護香港法治、社會制度與公
義，從而成為明辨是非、尊重法治的

人。另一主禮嘉賓、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副局長陳帥夫則指，立法會發揮了相當
重要的憲制作用，更與民生息息相關，
倘只從媒體片段看立法會運作難免會失
諸偏頗，他鼓勵學生應盡早而客觀地認

識立法會運作。
由香港青少年領袖發展協會主辦，公民

教育委員會資助、教育局、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民政事務局以及多個政黨、社會團
體支持的第十屆香港模擬立法會閉幕典禮
於昨日舉行。
主禮嘉賓包括蔡若蓮、陳帥夫，公民黨
主席梁家傑，立法會議員梁繼昌、莫乃
光，公民教育委員會委員關浩洋及香港青
少年領袖發展協會創會會長暨政匯香港召
集人范凱傑。其他嘉賓還包括立法會議員
盧偉國、容海恩以及毛孟靜。
蔡若蓮在致辭時表示，學生通過模擬立
法會，不僅加深對香港社會、經濟、民生
等各方面時事議題的認識，並作出討論及
建議，同時加深對香港政制和議會工作的
了解，了解到立法會在維護法治精神與社
會公義方面的重要角色。

蔡若蓮勉學子多角度思考
她續說，第十屆香港模擬立法會的舉辦
正好與香港學校的課程相呼應。初中學生
可以通過不同人文學科課程，認識立法會

的產生辦法和相關發展，及立法會對香港
社會的發展與影響。高中學生也能通過不
同議題的探討，認識香港市民如何參與社
會及公共事務，以及如何行使權利和履行
義務。
蔡若蓮還強調，除了學校課程外，教育

局還提倡學生走出課室，進行「全方位學
習」，擴闊學習經歷，而模擬立法會就是
一個進行「全方位學習」，擴闊學習經歷
的平台，相信學生通過這個活動，能夠學
習到多角度思考與理性分析，並鼓勵同學
們除了學習書本知識外，也要身體力行，
維護香港法治、社會制度與公義，從而成
為明辨是非、尊重法治的人。

陳帥夫盼勿失諸偏頗
陳帥夫則表示，自己加入政府20多年

來，一直與議會關係密切，而每屆立法
會都有其特色，猶如「永遠都睇唔完嘅
書，而且每個章節都非常精彩」。立法
會發揮了相當重要的憲制作用，包括制
訂法律、批准公共開支、辯論公共政策
等，與民生息息相關，工作的實際情況
並非像媒體呈現的那樣混亂失序，倘只
從媒體片段看立法會運作，難免會失諸
偏頗，故鼓勵學生盡早而客觀地認識立
法會運作。

力行維護法治 客觀認識立會

■蔡若蓮（左三）與陳帥夫（左一）出席「第十屆香港模擬立法會閉幕典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災後
重建對災民而言十分重要，但由於所費
不菲，往往會帶來經濟壓力。中文大學
姚連生建築學教授吳恩融領導的「一專
一村」團隊為雲南一對因地震失去家園
的老年夫婦，設計及建造低成本的新型
抗震夯土農宅，為當地村民示範了一個
安全舒適、經濟實用及可持續發展的重
建方案，為村民節省達四成建築成本。
項目最近獲英國《建築評論》雜誌頒發
2017年度居住建築大獎 （Architectural
Review House Awards），更入圍有「建
築界奧斯卡」之稱的世界建築節。兩獎
將於11月在德國柏林頒發。
雲南魯甸縣在2014年 8月發生6.1級

地震，導致617人死亡，近8.1萬幢房屋
盡毀。位於震央附近的光明村第12村民
小組，八成房屋都是傳統夯土建築，震
後全數嚴重損毀，令村民對傳統土房失
去信心，轉而以磚及混凝土作為主要材
料修建住屋。不過，建築材料價格高，
村民無法負擔，而上述「磚混結構」亦
有保溫隔熱性能不足等問題。

每平方米成本僅940港元
有見及此，中大建築學院的吳恩融團
隊，聯同劍橋大學及昆明理工大學的學
者，在2014年 10月為光明村設計了一
種既抗震、造價低廉、環保又舒適的民
居，作為示範項目。他們研究傳統夯土
建築的不足，致力設計改良方案，經過

多番測試，最後以4個月時間建成了一
幢兩層高、面積148平方米的新型抗震
夯土農宅。新土房的建築成本每平方米
只需940港元，相比同村的混凝土房屋
成本節省達四成，亦能滿足8度設防的
抗震要求。

新農宅戶主讚冬暖夏涼
新農宅的戶主、年屆八旬的楊氏老夫

婦表示，新土房冬暖夏涼，光線充足，
孫兒都很喜歡假日在此留宿。新型抗震
土房所需的建築技術和工具簡單易學，
老夫婦的兒子楊慶廣及光明村村民參與
了整個重建過程，從中學習維護房屋技
術，並加以傳承和發揚，改善生活水
平。
《建築評論》2017年度居住建築大獎

的評審讚揚吳恩融團隊對當地社區的深

入理解，為居民提供本地化且符合成本
效益的建築方案，讓居民感到自豪，甚
至重新欣賞當地建築傳統。
吳恩融則指，是次獲獎是對中大團隊

的認同，又認為通過對傳統建造技術的
簡單改進和提升，配合切合生活需要的
設計及研究，既可確保建築安全穩固，
又可保護生態、當地歷史及與之共生的
鄉村生活方式，改善村民生活。

■吳恩融（左）表示，獲獎是
對團隊的認同。 中大圖片

■楊安國夫婦對新農
宅感到十分滿意。

中大圖片

中大廉價抗震屋入圍「建築界奧斯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懲教署
署長邱子昭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中分享
自己對關於「領導」的心得，指自己曾
任兩名前任署長的副官，因而可感受到
不同的領導風格，又從中學會待人要圓
滑，並要從宏觀角度看事物。他在自己
領導部門時建立了自己的管理風格，如
做事以身作則，並要有前瞻性及危機
感，更要在突發事件中作出反應。
邱子昭自1980年加入當時的監獄署

（現稱懲教署）任督導員，他指在中學
時，修士講及讀書的意義是為了明辨是
非，令他印象深刻，又受辦學團體耳濡
目染，開始關心社會，因此選擇加入可
服務社會的監獄署。他表示，雖然父親
曾任警員，但其學長對他影響更大，指
學長曾向他介紹監獄署工作升級快，而
且人工與福利不俗，也是自己加入的原
因之一。
1996年起，邱子昭在10年內修讀兩

個碩士課程及一個高級文憑課程，內容
包括工商管理、公共政策管理及公共關
係，為未來行政管理之路奠下根基。他
指當年不明朗的環境漸見穩定，認為在

香港有機會發展，自己也更成熟，因此決定工
餘進修。
邱子昭也分享了自己在前線服務時的經歷，

他在越南船民問題期間負責看守白石難民營，
坦言有突發事件時不容許自己「腳軟」，曾有
一次船民以鐵支械鬥，其中一名被襲者躲在他
身後，情況有如「麻鷹捉雞仔」般，兇徒更恐
嚇邱子昭若不離開會把他也斬傷。
邱子昭形容當時情況危險，不容許自己想太

多，也沒有絲毫懷疑，就大喝一聲，指可能是
自己氣勢強，又有其他同事支援，兇徒最後也
敗走。邱子昭最後獲得俗稱「花雞繩」的署長
嘉許，他表示同情船民的遭遇，指他們從戰亂
走來，一無所有，也慨嘆生命可貴。

港九拯溺員工會昨日下午在facebook發
表聲明，指郭紹傑在任工會理事期

間，在領取工傷病假下高調參與社會運
動，違反公務員必須保持政治中立原則及
誠信，引起大部分會員不滿，及至影響救
生員行業聲譽。

fb發驅逐信 永除會員資格
聲明續指，郭紹傑早前未經理事會批
准，經勸喻後，仍多次聲稱代表工會接受
傳媒訪問，違反工會內部指引，嚴重影響
該會之誠信及公信力。工會經內部會議
後，宣佈即日永久删除郭紹傑在工會內的
會員資格。
郭紹傑被指聲稱代表工會接受傳媒訪問
有跡可尋，6月時有19名救生員集體請病
假，令本港三個沙灘的救生服務需暫停，
當時有拯溺員工會代表指，據了解請假人
員無展開任何工業行動。惟當時已卸任工
會主席的郭紹傑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救
生員因不滿多年來人手編制嚴重不足，工
會向政府反映，但當局未有回應訴求，所
以自行採取行動，多名救生員以「請病

假」表達不滿，形容是「野貓式」的抗議
行動。
其後工會發表聲明，指郭紹傑多次未經
該會理事會同意下代表接受訪問，而郭紹
傑已非工會理事，其任何言論不代表工會
立場，又表示希望郭紹傑尊重理事會，指
該會不能容許任何會員未經同意下，以工
會代表身份出席傳媒活動。

社運玩上癮 屢罷屢「佔」
根據資料，郭紹傑以往曾多次發起救生

員罷工，去年夏天郭紹傑任工會發言人
時，曾於6月舉辦數十人參與的屯門蝴蝶灣
泳灘集會，令屯門區的蝴蝶灣泳灘、西貢
區的銀線灣泳灘及廈門灣泳灘救生服務暫
停。及後在7月再發起200人到康文署沙田
總部外靜坐示威，威脅在為期三日的全民
運動日罷工，幸而最後未有成事。
此外，郭紹傑被工會批評高調參與社會

運動，違反公務員必須保持政治中立原則
及誠信，從其在違法「佔中」期間表現活
躍可見一斑。據悉郭紹傑自從2013年9月
因跌斷左臂鎖骨而報工傷，但「佔中」期

間卻近乎日日現身「佔領」區，更被搞手
「任命」為所謂的「糾察長」。
郭紹傑當時「生龍活虎」地參與了幾乎
所有行動，包括搬抬鐵馬雜物、推撞對方
陣營、擒拿個別人士等，絲毫沒有「左臂
鎖骨骨折」的跡象，不少人質疑他「扮傷
呃假去佔中」。

為保證順利開學
政府或接管興德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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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潤雄表
示，已知悉
陳章萍不會
出席與教育
局的會面，
正等待她提
交 申 述 回
應。
電視截圖

■郭紹傑高調參「佔」，被公會批評
違反政治中立。圖為郭（左）在「違
佔」時圖謀「搞搞震」。 資料圖片

■港九拯溺員工會在facebook發表聲明，宣佈即日起永久刪除郭紹傑會員資格。
fb截圖

■郭紹傑曾多次發起罷工行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