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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德學校亂

象有望重回正

軌。過去數年

該校持續出現

行政及管理混

亂情況，校長陳章

萍被指是問題主

因。昨日該校校董

會舉行會議，22名

出席的校董中，有

17人投票支持即時

免去陳章萍的校長

職務。繼教育局早

前向陳發警告信指

控其所涉「五宗

罪」後，興德校董

會昨亦提及她涉分

化教師、未有按程

序招聘和升遷教

師，以及沒有履行

職務等，認為她有

嚴重過失，並引用

《僱傭條例》不給予

通知「即炒」，終止

其合約。而因陳章

萍昨日繼續未有現

身，校方將向她發

出免職相關文件。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溫仲綺

興德「即叮」陳章萍
指分化教師人事混亂 校董會大比數通過罷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孫琳 北京報道）食物
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總結訪京行程時表
示，此行與國家質檢總局和農業部官員會面，
商討何時恢復內地活雞供港，但未有時間表，
仍在溝通細節。她說，內地已在部分農場嘗試
引入新的H7禽流感疫苗，期望內地當局亦在
註冊供港活家禽養殖場引入新疫苗，提升信
心。
陳肇始首次以局長身份訪京，在3日行程

中，她拜會了質檢總局、農業部及商務部，就
加強溝通和一些課題進行了探討，並向對方闡
述了未來各方面的工作重點。
自2016年2月起，內地至今未有活雞供港。

陳肇始表示，她向質檢總局解釋了本港早前公
佈的「活雞去留報告」，同時表達本港活雞業
界希望盡快恢復內地活雞供港的訴求，但目前

未有入口時間表，仍在溝通細節。她認為，若
恢復內地活雞供港，香港市民會有更多選擇。

陳肇始盼用新疫苗增信心
她透露，內地已在部分農場嘗試引入新的H7

禽流感疫苗，期望能夠在所有供港活家禽養殖
場使用，同時引入成熟的疫苗來港，提升信
心。
昨日下午，陳肇始到訪國務院港澳辦，與副
主任黃柳權會面。她引述對方指，若香港需要
國家支持，中央在各方面都有無限量支持。
陳肇始還指，此行也與相關部委探討了將廣
東從化作為馬匹飼養訓練，及在禽流感風險可
控的情況下對於入口燕窩的安排。
陳肇始完成首次訪京行程後，於昨日傍晚返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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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德早前被揭發涉嫌偽造文書、缺
席一年仍照樣升班的「影子學

生」、侵犯老師私隱、違規解僱，及
聘請曾打學生而留有案底教師等連串
問題，令教育局先後為該校委任11名
校董整頓校務，至昨日該校校董會開
會討論校長陳章萍去留的議程。消息
指，該校校監鍾佳榮及身兼當然校董
的陳章萍仍然缺席會議，但另有22名
校董出席，其中17人投支持票，大比
數通過罷免陳章萍，另2人反對，2人
棄權，及有1人因涉利益衝突未有參
與投票。
教育局委任校董之一的雷其昌與辦

學團體校董劉義朗，昨日會後一同向
傳媒交代事件。雷表示，校董會是基
於3項原因，包括校長涉及分化教
師、未有按程序晉升及招聘教師，致
學校被教師投訴及民事索償，加上自
本月8日起已未能與其接觸取得相關
資料，反映她未能有效地履行校長職
責等，因而決定即時罷免校長，並將
向她發出相關文件。
雷其昌指，雖然陳章萍仍在請病

假，但教育局已諮詢法律意見，認為
如屬校長有嚴重過失情況，可根據
《僱傭條例》第九條，僱主可不給予
通知而終止其合約。
他亦認為，陳章萍是興德眾多問題

的主因。而在罷免陳章萍後，興德將
會招聘新校長，並透過委任署理校長
及署任副校長，及轉移部分校監職

務，暫時接手管理興德以及處理開學
事宜（詳見另稿）。

教局促速重回正軌
教育局就興德事件回應時指，局

方相信法團校董會會依據相關法例
處理僱傭事宜，並已要求校董會盡
快安排合適人選繼任，讓學校順利
過渡及重回正軌。局方亦欣悉該校
新學年的各項籌備工作進度理想，
包括招聘新教師的工作，而局方會
全力支援學校做好有關工作，讓教
師及學生在安穩的環境下開展新一
年的教學活動。

黃錦良盼以學生為重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指，由於將近開

學，期望興德繼續以學生利益為大前
提，盡快理順學校事務。
他認為，興德屬學界中較特別的事

件，相信大部分學校的運作、校長的
專業判斷和管理均沒有問題。不過，
他亦指，現時社會有聲音提出需要討
論校本管理，確保校董會履行責任和
恰當運用權力，以監察學校運作，同
時亦應提升校董獨立性及專業水平，
例如讓更多律師和會計師擔任校董，
讓校董會成員更為多元化。
教協則認為，現行校本管理制度讓

權力過度集中於校董會，認為當局應
盡快檢討，及檢視學校投訴處理的機
制，以改善學校管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原
計劃在 9月開學的「香港凱莉山
（Mount Kelly Hong Kong）」學
校早前在紅磡租用一商廈作校舍，
不過，城規會預計9月才審批有關
校舍改劃用地申請，教育局亦指至
今未接獲該處的學校註冊申請，有
家長擔心學校或未能趕及 9月開
學。香港凱莉山學校昨強調9月可
如常開學，並提供第一班至第六班
（即小一至小六）課程，又稱若屆
時仍未取得學校牌照，校方會採用
靈活上課模式，包括以「較小班」
授課等。據了解，屆時每班或只有
7名或以下學生，以繞過《教育條
例》規管。
因應香港凱莉山情況，教育局發

言人回應指，未接獲有關紅磡處所
的學校註冊申請，但確認規劃署曾
就一宗紅磡國際學校規劃申請，向
局方諮詢意見，惟當局認為申請人
並非現有國際學校辦學團體，亦無
向當局表達辦學意願或夾附辦學計
劃書，故未能從國際學校政策上給
予該規劃許可申請支持。

改以私小申牌照
而香港凱莉山學校昨日亦發聲明

表示，已於7月向城規會遞交補充
文件，將「臨時學校（國際小
學）」的申請改為「臨時學校（私
立小學）」，學校顧問是根據教育
當局最新指引作出修改，強調學校
課程及師資保持不變。聲明又稱，
按校方理解當局最新指引，是在申
請辦學牌照階段不能用「國際學
校」身份提交申請，又指「國際學
校」屬行政分類，屬私立學校體系
內一部分，過往亦有其他學校在開
辦時為「私立」，其後因應其實質
營運情況獲認可為「國際學校」。
該校強調今年9月將如期開課，
校方會待取得相關政府部門審批及
教育局學校臨時註冊後才「正式開

學」，並於取得學校牌照後才向家長收取學
費，而家長均知悉安排。校方並指，如至9月
開課時仍未取得學校牌照，會採用靈活上課模
式」，包括探討以「較小班授課」。現時《教
育條例》規定，若於一天向20人或以上，或
同時向8人或以上提供教育課程，則需註冊為
學校。據了解，該校認為開課時「人數不是着
眼點」，校方「有方法」應對法例規定，包括
在獲批註冊前，安排每班7名或以下學生上
課。

特首訪澳門交流文創產業

除決定即時罷免校長陳章萍外，興德校董會昨亦討論新學
年安排。其中校董雷其昌指，校董會及校監已通過將部分權
力轉移給校董劉義朗，除了不能解僱教職員外，他亦將履行
校監職務，幫助理順學校管治，而招聘新校長工作亦即時展
開，期望人選最快可於9月1日上任。劉義朗則指，今日起
將會委任校內人士作署理校長及兩名副校長處理校務，並已
聘請足夠教師，盡快處理開學事宜。
劉義朗表示，經過近日招聘工作後，學校已聘得足夠教

師，下周一新舊教師將會見面，至本月23日舉行全體教職
員會議，相信9月可如期開學。雷其昌補充指，由於校監鍾
佳榮年事已高，亦並非每次會議都能如常出席，故校董會通
過即日起將部分校監權力轉予劉義朗，有關決定並獲鍾佳榮
同意，不認為涉及架空校監，因而校監亦同意決定。

今刊廣告招聘新校長
雷其昌又表示，校方今日會刊登廣告即時招聘新校長，期

望應徵者可在下周五前遞交申請，並在翌日進行面試，爭取
最快可在新學年9月1日上任。他並提到，現時教育局已委
任不同校董進入校董會，相信可確保學校在晉升、招聘等方
面上有公平公正的機制，不擔心將來新任校長會再出現行政
及管理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溫仲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昨日宣佈
成立金融領導委員會，為貨幣穩定、金融安全與監
管等多個領域討論策略性和前瞻性建議，成員包括
金融發展局主席史美倫、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委
員的任期為由本月18日開始，為期兩年。

財爺任主席 委10財金要員
據公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擔任委員會主席，

由他委任的10位委員，除了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
史美倫和任志剛之外，還有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
思、行政會議成員兼港交所主席周松崗、證監會主
席唐家成、上市委員會前主席鄭慕智、積金局主席
黃友嘉、金管局總裁陳德霖以及證監會行政總裁歐
達禮等。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競選政綱中提出在貨幣穩

定、金融安全與監管、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等政策及工作上，特區政府應承擔更積極主導
的角色。就此，為了在發展市場和保障存戶、消費
者和投資者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特區政府成立由
財政司司長主持的金融領導委員會。
委員會會就上述各領域討論策略性和前瞻性建

議，並備悉政府各部門及其他相關機構就上述建議
的落實過程。委員會的職能範圍包括就貨幣穩定、
金融安全與和市場質素作前提下，就發展、或提升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討論，並提供策略性
及前瞻性的政策指引和建議；備悉政府各部門及其
他相關機構就上述建議的落實過程；及討論由財政
司司長不時提出的其他議題。

金融領導委會埋班
成員「粒粒皆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訪問澳門，
拜會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及參觀澳
門的創意產業。林鄭月娥表示，港澳兩
地向來交往頻繁，在多方面有緊密合作
和聯繫，預期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及
港珠澳大橋開通，將為兩地進一步開拓
合作空間。

晤崔世安談未來發展
林鄭月娥昨日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聶德權及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國基

陪同下訪問澳門，是她就任特首後首次
前往。
林鄭月娥與崔世安在會面時，互相介
紹港澳在經濟、教育、創新科技及創意
文化等方面的最新情況。
她表示，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開局較
順利，未來將繼續重視經濟發展、鞏固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又會着力發展創新
科技和創意產業，亦希望了解澳門在推
進中醫藥產業上的發展。
崔世安回應時指出，澳門政府正從多
方面包括發展創意產業、高端服務、特

色金融、中醫藥產業、會議展覽等促進
經濟適度多元，平衡博彩與非博彩元
素。
他又說，更重要是中央政府大力支持
澳門發展區域經濟和多元經濟，邁向可
持續發展。
其後，林鄭月娥在澳門文化局局長梁

曉鳴陪同下，參觀瘋堂十號創意園，了
解澳門的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瘋堂十號創意園於2008年啟用，是一
所展示和推廣澳門文化、藝術和創意產
業為主體的綜合大樓，為澳門藝團及藝

術家提供發展平台。林鄭月娥已於昨日
下午返港。

下周訪滬杭兩天
另外，林鄭月娥將於下周二及下周三

訪問上海及杭州兩天。特區政府新聞處
昨日發稿指，林鄭月娥下周二前往上
海，出席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
年晚宴及致辭，翌日會與上海市領導會
面，然後轉往杭州拜會浙江省領導及進
行參觀活動，聶德權和陳國基將會隨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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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董劉義朗暫揸旗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到訪香港撒
瑪利亞防止自殺會，該會將推出網上資訊互享平台，讓社會服務
機構、學校及公眾分享生命教育及防止自殺資源。楊潤雄指，9
月新學年開始在即，期望新平台可適時幫助老師推動生命教育。

網 上 防 自 殺

■林鄭月娥昨禮節性拜會崔世安，聶德權和陳國基亦有參與會面。 ■林鄭月娥等參觀澳門瘋堂十號創意園。

■陳肇始總結訪京行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孫琳 攝

■陳章萍昨繼續請病假，未
有露面。 資料圖片

■興德學校
校監權力暫
時轉移給校
董 劉 義 朗
（右），旁
為雷其昌。
香港文匯報
記者溫仲綺

攝

■興德學校校董會昨大比數通過罷免陳章萍的校長職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溫仲綺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