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柴婧）
事發時只有十三
四歲、正就讀培
正中學的呂麗
瑤，因參加課外
活動而認識涉嫌
性侵她的教練。
校方昨發表聲
明，指約在3星
期前收到呂的通

知會公開事件，學校隨即停止有關外
聘教練的工作，學校危機應變小組亦
已面見全體田徑隊隊員，交代事件及
提供輔導；若呂麗瑤就事件進行刑事
或法律訴訟，校方會全力配合。

嚴厲譴責 輔導田徑隊員
培正中學昨發出聲明指出，對呂麗

瑤的不幸遭遇深感難過，並對性侵兒
童的施害者予以嚴厲譴責，同時讚揚
呂勇敢地剖白，喚起大眾對兒童性侵
犯的關注和鼓勵受害者勇敢地站出
來，校方全力支持。
校方強調，會致力保護每一位學生

在安全的校園環境下學習和成長，絕
不容忍、姑息任何侵犯事件。
該校副校長鄭景亮其後會見傳媒時

透露，3周前呂麗瑤曾接觸學校高層
表明稍後擬公開不幸遭遇，但希望校
方保密，學校前晚才知道詳情。校方
已會晤田徑隊隊員交代事件和進行輔
導，同學暫時情緒正常，未收到其他
受害人報告，但會跟進事件。據了
解，昨早有家長致電學校了解事件。
被問及校方會否報警，鄭景亮強調

校方絕對會配合當事人，沒得到對方
同意，學校不會就聲明之外有進一步
回應，若對方需要法律訴訟，學校會
全力配合，現階段要等待當事人的決
定。他亦未有證實捲入性侵事件的前
教練身份。

中大痛心 提供慰問協助
呂麗瑤現就讀中大體育運動科學系

五年級，中大對事件表示痛心及難
過，對其勇於剖白，以喚起社會對性
侵的關注表示支持。中大指出，十分
關心呂的情況，與其相熟的老師現正
接觸她，致以慰問及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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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后」跨難 揭發性侵
呂麗瑤自派「生日禮物」解脫 鼓勵同遭遇者站出來遏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呂
麗瑤公開剖白在中學時期被田徑
隊教練性侵犯，喚起社會各界對
性暴力的關注。

藉信任侵犯 勿指責啞忍者
「風雨蘭」總幹事王秀容昨表
示，老師或教練利用權力與信
任，非禮或侵犯學生屢見不鮮，
而類似個案都有一個共通點，就
是受害人較傾向啞忍，「即使想
揭發，也只與身邊最親的人或朋
友說，甚少向校方或警方舉報，
或親身與當事人對質。」但她強
調，這種情況並不代表事主不懂
保護自己，而是她們希望盡快忘
卻悲痛，但旁觀者不應指責。
王秀容指出，以往不少個案，

事主是被老師、父親、兄長等侵
犯。事主遭侵犯後，多數會因為
感到羞辱、難以相信多年來的信
任在剎那間被破壞而沒揭發事
件。
她續說，如事主選擇啞忍，多
數會嘗試保持一切如常，以期盡

快淡化不快的經歷，「事主採取
這種方法淡忘被侵犯的經歷，屬
於個人取向，作為旁觀者不宜作
出指責，否則或會有更多被侵犯
的事主選擇繼續啞忍。」

相識佔近80% 籲家長做後盾
護苗基金總幹事譚紫茵讚揚呂

麗瑤公開事件非常勇敢，相信她
多年來承受很大的心理壓力。她
強調，性侵的受害人願意正視問
題，將事件公開，不但有助防止
再有其他人受害，亦可以讓受害
人有機會得到更多幫助。
她指出，護苗基金接獲的求助

中，近80%是侵犯者與受害人彼
此認識的，侵犯者往往利用與受
害人的互信及互相尊重的關係而
侵犯對方。
她又呼籲，家長應與子女保持

良好關係，多留意子女的行為有
否異常，「如子女透露曾被侵
犯，必須先以信任的態度去處
理，以及要讓子女知道父母支持
和協助她勇敢面對。」

護苗讚勇敢 正視可幫人助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文森）港隊「跨欄
皇后」呂麗瑤前日自揭年少時曾被性侵，希望喚醒社
會對兒童性侵犯的關注。特首林鄭月娥對此感到難
過，並敬佩其揭發事件的勇氣，呼籲其他受害者挺身
而出，向警方舉報，又強調會有機制保護受害者身
份，特區政府也會竭盡所能保護兒童。

警必積極跟進 促憑良心待童
林鄭月娥昨在一公開活動後主動回應事件，「作

為一個市民，都要為（呂麗瑤）這種勇敢行為鼓
掌。」她已聯絡了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對方必定會積
極跟進。她又指，如果被侵犯者未能提供資料，甚至
完全不願意接觸執法機構，調查就會有一定困難，但
強調當局會有機制保護受害者身份。
「我呼籲如果有同樣遭遇，無論是運動員或是其他

朋友，無論事件發生了多久，他們本來想忘記，但都
覺得社會應該知道這些事，從而可以讓社會更關注保
護小朋友，我都呼籲他們好像麗瑤一樣，要有這份勇
氣挺身而出。」
林鄭月娥亦特別提出，工作上較多接觸小孩的人要

問自己的良心，「如果小朋友對他有一份尊敬，亦信
任他，他怎樣可以對這些小朋友做這些令人非常憤怒
的行為？」
她說，當局會檢視外聘教師聘用制度，加強防範沒

專業操守者加入教師行列，以免他們有更多機會侵犯
兒童。

李家超籲舉報 免調查難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在立法會大樓被傳媒問及事件

時呼籲，任何遭性侵或性騷擾者應向有關部門，包括
警方或平等機會委員會作出舉報，「因為調查這類案
件時，受害人的參與，是非常重要的，沒有他們的證
供，調查會非常困難。」
他強調，有關部門或機構在相關方面的調查有豐

富經驗，他們會公平公正地處理案件，確保受害人
的權益受到保障，「到目前為止，我還未收到消息
有舉報。」

李家超又表示，香港現行的性罪行查核機制是一個行政措施，
法律改革委員會正針對性罪行作出整體研究及檢討，當局會在法
改會作出全面檢討和建議後，審視現有機制。

李美嫦：不聘涉性罪行者
康文署署長李美嫦昨出席油尖旺區議會會議後指出，對事件感
到非常痛心，並強調康文署對同類事件是「零容忍」，並指該署
聘請教練時，若對方過去涉及性罪行，絕不會聘用；而教練接觸
兒童時亦有守則，肢體接觸需恰當。
她又鼓勵遭性侵者盡快舉報，讓更多人知道可能涉及性罪行的
教練，以提高警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志南）呂麗瑤的現任
教練鄧漢昇前晚與呂麗瑤訓練後首次得悉事
件，認為體育界應該對同類事件採取零容忍的
態度，並表示尊重對方公開事件的決定，亦為
此引以為傲。
本身也是香港田徑隊跨欄教練的鄧漢昇接受訪

問時指出，呂麗瑤經過深思熟慮後公開事件，他
尊重亦支持她、希望她健康成長，不要因為別人

犯錯反懲罰自己。
鄧漢昇強調，教練角色有一個道德界線，且會陪

同運動員成長，對不道德教練是「零容忍」，「運
動員信任教練，教練既傳授技術也影響到運動員學
習積極人生的態度。」
他指，呂麗瑤沒透露性侵者是誰，但他認為目前
通訊發達，運動員肌肉疲憊都會由物理治療師處
理，已不會有教練兼做按摩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傅航、文
森）在呂麗瑤自揭多年前被教練性侵
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
會議員馬逢國昨日下午透露，兩星期
前收到匿名投訴信，涉及另一宗運動
員遭性侵犯事件，並已轉交有關機構
處理。

馬逢國：性侵一件都嫌多
香港賽馬會昨晚主動發聲明指，曾
接獲馬逢國及其他人士對有青少年馬
術隊成員被性騷擾的查詢，馬會即時
向相關人等展開詳細調查，發現一名

騎術教練在執行職務期間，曾使用涉
及性騷擾的不當用語，已解僱涉事騎
術教練。
馬逢國指出，性侵犯事件「一件都

嫌多」，絕對不能接受，加上教練是
運動員最信任的人，如教練藉運動員
的信任而取得好處令人不齒，有必要
嚴肅處理。
馬會聲明指出，經調查後發現一名

騎術教練在執行職務期間，曾使用涉
及性騷擾的不當用語，馬會已在上周
五解僱該名騎術教練。馬會強調，一
向高度重視員工的道德操守，會嚴正

處理所有涉及員工操守的指控，絕不
容忍任何違反員工守則的行為。
就呂麗瑤被性侵事件，多個體育
協會和組織昨日均發聲明嚴厲譴
責。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
委員會在聲明中指出，對體育界涉
及性騷擾及侵犯事件一向高度重
視，採取「零容忍」態度。
協會並已適時制定有關措施，以

確保運動員在安全、互信尊重、符
合專業操守的環境下進行訓練。
香港體育學院強調，體院按國際標

準實施了多項保護兒童的措施，並一

直致力保護所有在其精英培訓系統中
受訓的運動員，使他們可以在安全和
正面的環境下接受訓練。體院絕不容
忍、姑息任何性侵犯事件，充分明白
此原則並恪守己任，以負責任的態度
為運動員提供最適切的照料。

田總：誠信操守乃教練本分
田徑總會的聲明指出，教練與運動

員的誠信關係和操守是作為教練的基
本本分，今次事件中的教練的行為，
不單破壞了誠信及運動員的信任，亦深
切地對受害者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

涉性騷擾涉性騷擾 馬會解僱騎術教練馬會解僱騎術教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體壇性

醜聞殺入香港，震驚社會。香港田徑隊成

員、「欄后」呂麗瑤在前日凌晨、其23

歲生日時在社交網站自揭初中時曾被前

教練性侵犯。她指，在華人文化裡，性

議題從來被認為是尷尬、羞恥或不可公

開討論的事，她希望喚起大家對兒童性

侵犯的關注，並相信遇到她類似經歷的

人，只要肯站出來，其勇氣會影響很多很

多同路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

強調，執法機構會嚴肅跟進。據悉，呂麗

瑤昨日婉拒與警方合作，警方會繼續派人

游說她報警。

呂麗瑤在其個人facebook撰文第一句就說：「我
被我的前教練性侵犯。」

她表示，今個暑假看到台灣女作家林奕含案件
時，已有衝動說出小時候的不愉快經歷，但當時沒
有勇氣。至數月前，倫奧體操金牌女將McKayla
Maroney於社交媒體自白被隊醫性侵犯的經歷後，
終鼓起勇氣說出真相。

冀喚起關注性侵兒童
她指，自己說出真相有3個目的：一是希望喚起

大家對兒童性侵犯的關注；二是鼓勵不幸的受害者
勇敢站出來；三是讓大眾明白性議題並不是尷尬、
羞恥或不可公開討論的事，同時希望藉此為更多人
帶來正面影響。
呂麗瑤憶述，她十三四歲時，因參加了學校的課外
活動而認識了前教練Y，對方很用心教導她，彼此的
信任漸漸建立，不時會一起吃下午茶或午飯，關係
可說是亦師亦友，「一年後，我的運動成績的確有進
步，我更加相信這位教練可以令我有更高的成就。」
她續說，某個星期六中午，她補習班剛剛下課便

收到教練Y的電話，對方問她上星期練習後肌肉有
否感到繃緊，說他可幫忙按摩，放鬆肌肉。她認
為，按摩在運動員的角度，絕對是一樣正常不過的
事，「當時的我也沒有意識到有任何問題，因為他
在我心目中是一位專業的教練。」
教練Y其後相約呂於運動場見面，卻說在運動場

難以按摩，提議到他家中，呂一口答應，「再一
次，我沒有察覺到有任何問題。」
去到教練家中，呂被指示伏在床上，對方在她的

大腿後方用手來回按了三四次後，便跟她說穿着長
牛仔褲不好按，提議她把牛仔褲脫下。「我信任
他，所以從未想過他會對自己的學生作出卑劣的行
為。接下來，他繼續所謂的『按摩』。最後，他把
我的長牛仔褲和內褲脫下，摸我的私處。直至被脫
內褲那刻，我仍然反應不過來。」

呂麗瑤表示，約兩年前首次將事件告訴一位很要
好的女性朋友，一直以來也只有對她道出這件事。
這些年，自己還有跟該名教練來往，甚至每年也都
會跟他慶祝生日，她困惑地問自己：「我是神經病
嗎？為何跟一位性侵犯自己的教練每年慶祝生日？
也許我能夠把自己也騙倒……口裡說不，身體卻很
誠實。那次之後，每次他靠近我，我的身體都會跟
自己說退後。」
她直言，決定公開事件後，花了許多時間衡量，

應該把事情的經過敘述得更仔細，並指希望讓大眾
知道，加害者會將一切事情合理化，並利用受害者
對他的信任，從而達到目的。

勿再姑息養奸「錯的不是我」
呂麗瑤說，她未曾在香港的體育界聽過有性侵犯

或非禮的案例，但相信同類事件存在，並鼓勵不幸
地與她有相似遭遇的人能鼓起勇氣，向身邊的人尋
求協助，不再姑息養奸。
她並希望其家人及關心她的人不要自責，「錯的
不是我，不是我的父母，更不是學校，錯的是侵犯
我的人。作為受害者，我不感到羞愧。我不想你們
為我而難過，我想你們為我的勇氣而拍掌。」
呂麗瑤指，於23歲生日當天將真相說出是一種解

脫，亦把自己由受害人變為幸存者，這是她送給自
己的生日禮物，更希望大眾將文章分享，觸動更多
受害人揭開加害者的真面目。

婉拒報警 警續派人游說
警方昨日下午派人到呂麗瑤的母校培正中學了解

事件。據悉，警方昨日已間接接觸過呂麗瑤，但她
婉拒與警方合作。消息指，雖然警方有責任調查所
有刑事案件，但由於這宗懷疑性侵案暫無任何人
證、物證或環境證據，如屍體或破壞物件等，警方
很難展開調查，需當事人合作舉報才可展開調查，
故會繼續派人嘗試聯絡呂麗瑤，游說她報警。

鄧漢昇：教練有道德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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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停外聘教練 培正：絕不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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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麗瑤前天呂麗瑤前天
凌晨在網上揭凌晨在網上揭
發曾遭前教練發曾遭前教練
性侵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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