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董之英紀念中學的離校舊生繼
續爆料稱，在昨日曝光的短片
中，被欺凌的是一名轉校生，施
虐者包括去年的學生會會長及
校隊成員，還有另一名在校內
多次自稱有黑社會「水房」背
景的中六學生。
該舊生形容，欺凌行為如同該
校「傳統」，新生入校均要「收
禮物」，即是要被高年級同學圍
毆，或將其衣物及個人財物拋
出校園外。在讀期間，自己就
被校內高、低年級同學圍毆
最少5次，其中一次更在校
長室外。當時，他被近20
名同學箍頸，須校長及老
師解圍。
他續稱，雖然自己每次
被毆後都有報警求助，
但警方在調查期間往往
遭遇校方諸多阻撓，最
終無法立案繼續跟進
下去，更聲稱學校的
訓導主任及體育老
師均曾有包庇涉事
學生，當年就要求
他與學校「合
作」、「低調處
理」事件。

欺凌逐格睇

2：拳打背脊

1：上枱拗腳

3：夾頭狂搖

4：飛身肘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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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局派心理學家到校支援

上電視爆料後 舊生稱被警告

「打屁股校」疑又爆出欺凌片
今次拗腳飛肘擊背 上傳者：校方縱容施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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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互聯網曝光的新短片全長約8秒，上載者
自稱是「董之英某級的同學」。最新曝光的

短片與之前的「脫褲打屁股」短片一樣同在課室內
發生，共涉及五六名身穿夏季校服的男生。
短片一開始，已見男事主被反轉身，臉向地擺上
枱面，雙腳被人向後拗。其間，他被人拳打背部及
雙掌夾頭搖晃，有人更突然飛身用手肘大力猛襲事
主的背部。事主即時露出痛苦表情，並發出咳嗽
聲，施虐者則面露笑容。
上載短片的「董之英某級的同學」在帖文中直言
「在這年該班學生做過無數次網民眼中的欺凌事
件」，又稱這是其中一段（短片），可見被虐學生
的神情是不情願的。

上傳者自爆曾被虐盼討公道
上載者更以此反駁校方對第一段脫褲打屁股短片
的事後回應稱：「跟（根）本沒有本校說出的過火
嬉戲，學校坐視不理，放縱學生。」
上載者又爆料指「片中學生亦有狂燥（躁），賭
博，吸煙等習慣和病態。本人沒有故意吹花（胡
說），全是事實」，並透露自己亦曾經被虐打，
「希望靠大平台為自己爭取權益，亦能導出本校的
管理能力。」

不提過火嬉戲 校方：欺凌零容忍
就再有懷疑是馬鞍山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的
集體欺凌短片曝光，校方回應稱，未能確認新片段
中的涉事同學，是否與早前因欺凌而被拘的學生身
份相同。又重申絕不容忍任何校內欺凌事件，並會
就相關片段作出跟進，如有需要會轉介警方及全力
配合調查。
就日前曝光的一段「脫褲打屁股」懷疑集體欺凌
短片，警方前日拘捕該校8名（17歲至19歲）男
生，並列作普通襲擊案跟進。副校長黃攸杰昨日以
該案已交由警方處理為由，拒絕透露進一步詳情。
位於馬鞍山的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1994年

創校，是仁濟醫院創辦的第三所中學，現任校長彭
綺蓮。該校在香港足球學界頗具知名度，由2003/
04學年起連續14年獲得沙田及西貢區中學學界
（第一組）甲組足球冠軍，以及六奪「全港學界精
英足球比賽」冠軍，因而有「學界皇馬」及「學界
巴塞」之稱。
該校由2010年開始開辦「職業足球員培育計

劃」，與香港超級足球聯賽勁旅傑志體育會合作，
讓學生可在常規課程以外，接受專業的足球訓練。
該計劃為教育局支持的足球訓練課程，亦是唯一獲
得香港足總認可的「足球學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馬鞍山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續有懷疑集體欺

凌短片曝光。繼日前一段有學生在課室遭

多名同窗強行脫褲打屁股的短片被上載到

互聯網，8名涉案男生被警方拘捕後，昨

日再有另一段疑是同校的集體欺凌短片在

網上曝光。片中可見，一名男生遭多人擺

上枱面，被施以拗腳、飛肘襲背等動作虐

打，事主表情痛苦。校方重申絕不容忍任

何校內欺凌事件，如有需要會轉介警方。

■續有校園
欺凌短片曝
光。 網上

短片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馬鞍
山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發生懷疑學
生欺凌事件，學校對事件「只是同學間
過火的嬉戲」的說法惹起外界強烈質
疑。有看過相關視頻的教育心理學專家
指出，事件很大程度是欺凌事件，擔心
受害人心理會有不良影響。教育局強
調，絕對不容忍任何形式或任何原因的
校園欺凌行為，已派員到校提供支援。
警方周四接獲舉報後，在馬鞍山拘捕
8名17歲至19歲的男子，他們獲准保
釋，案件暫列作普通襲擊。教育局發言
人回覆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時表示，教
育局已派員（包括教育心理學家）到校
提供支援，包括參與學校的危機小組會
議，協助學校處理及跟進事件，以及就
預防學生欺凌的措施及教師培訓提供專

業意見及支援。
教育局強調，局方絕對不容忍任何形
式或任何原因的校園欺凌行為，並一直
透過通告和指引，要求學校必須正視校
園欺凌，採取積極的措施，確保學生在
校安全，局方會透過提供專業意見、訪
校及舉辦培訓交流等，支援及監察學校
推行訓輔工作，包括反欺凌措施。

專家憂受害者患抑鬱
學校對事件「只是同學間過火的嬉

戲」的說法，看過相關視頻的中大教育
心理學系副教授伍斐然指出，事件很大
程度是欺凌事件，她認為被欺凌的男孩
並非自願，「他不太開心，他想停止這
件事但他無能為力」，也擔心事件可能
影響相關學生不想上學，又或產生抑鬱

症狀。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

會主席湯修齊亦不認同校方
的處理方法，他指校方將事件
說成「嬉戲」不是欺凌，會令
家長有疑慮，校方是否過分輕視
事件，沒有嚴肅處理施虐學生。

葛珮帆盼警拉人起警誡作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昨日於

facebook發帖指，希望今次警察拉人
後可起警誡作用，她同時質疑校方
「竟然話只係『同學間過火的嬉
戲』？！」的結論，她認為不斷縱容就
會不斷發生欺凌事件，受害人身心受到
傷害，影響可以十分長遠，社會必須正
視。

 &
馬鞍山仁濟醫院

董之英紀念中學懷
疑長期出現學生被
欺凌的情況，引起
網上熱議。該校曾

因受欺凌而離校的舊生日前於電
視節目揭露相關學生惡行，前日
起一連兩日在網絡自爆被人警
告、施壓，承受巨大壓力，大批
網友表示支持他勇敢的做法，更
提醒他報警備案。
聲稱曾經慘受欺凌而離校的仁

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舊生Bos-
co Yip，自稱與欺凌短片中施虐
學生曾經是同班同學，他日前接
受電視節目《東張西望》訪問時
現身說法，揭露欺凌者的惡行。
Bosco Yip前日在facebook專頁

「 馬 鞍 山 之 友 MOSers(Since

2014)」發帖透露：「（受訪之
後）已經被某D(啲)人警告咗。」
昨日又於 facebook專頁「North
District北區」表示，希望得到大
家的支持，「因為我而（）家
承受住五（唔）同人比（畀）既
（嘅）壓力，感覺上好辛苦。」
一眾網友紛紛留言表示「你無

做錯架（㗎），支持！」「加
油！」「Mavis Lai」更提醒他
「記得先報警備案，日後佢地
（哋）唔敢再滋擾你」。「Fa-
bio Yuen」則指，「其實你做得
好好，你嘅現身說法可以幫到好
多被欺凌嘅人。」
昨日網絡再次有涉事學校學生

在校內欺凌的短片流出。眼見校
園欺凌事件屢屢發生，「Jett
Shum」在該帖下留言：「必須

教育！」「敏敏」亦
感同身受，「為人父
母見到呢d（啲）真
係好心痛。」「Gina
Lam」質疑校方做法
「好似想保住D（啲）
欺凌者」，並強調「校
方唔嚴肅處理唔會改善到
問題」。

「過來人」留言分享感受
該帖更有曾受欺凌的「過來

人」留言分享感受。「張兆
智」自爆被人欺凌至少3年，認
為要「自己變強者」。「Noisy
Natalie」約8年前亦有被欺凌經
歷，最離譜那次是被碌落樓梯，
最後家人無法接受，為她轉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蕭景源

■■馬鞍山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續有懷疑集體欺凌短片曝光馬鞍山仁濟醫院董之英紀念中學續有懷疑集體欺凌短片曝光。。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政府計劃本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
《醫療儀器條例草案》，將美容儀器
納入醫療儀器類別一併規管，並引入
為期5年過渡性質的表列制度，但暫
時不會規管較具爭議的使用者資格。
本港醫學美容事故屢見不鮮，嚴重損
害消費者利益，對有關行業的規管已
屬「遲到」，必須從速、從嚴完善立
法，不僅要規管儀器、更要規管從業
者，將公眾安全和利益放在第一位。

美容院使用醫療儀器為消費者施行
美容療程，不時發生嚴重事故，甚至
搞出人命。2012年的「DR醫學美容
事故」導致一死三傷，轟動一時。

社會各界要求規管醫療美容多年，
早於 2003 年，衛生署已建議立法規
管醫療儀器，但十多年來只聞樓梯
響。現時本港在醫療儀器規管比美
國、加拿大等地落後，周邊的台灣、
韓國亦規定，特定醫療美容程序要由
醫生操刀，香港不能再落後於人，立
法規管不能一拖再拖。

去年10月，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
始曾表示，規管醫療儀器刻不容緩。
政府今年計劃提交立法會的草案，仍
然建議就規管醫療儀器設立5年過渡
期，讓一些未具備註冊標準，但符合
基本安全要求的儀器可以申請表列制
度，繼續使用。過渡期明顯太長，消
費者仍然面對一些不合規儀器帶來的
風險。

在規管範圍上，醫療儀器的使用者

是一個關鍵問題。由美容師使用醫學
儀器一直備受爭議，政府曾提出風險
高的醫療儀器需要由特定人士操作或
監督，可惜政府擬提出的草案，仍因
美容界的反對而讓步。繼續在規管使
用者的問題上嘆慢板，留下漏洞，令
人失望。

政府認為嚴格規管美容行業有困
難，關鍵在於以誰的利益為依歸。當
局處處擔心影響美容業發展，暫不規
管使用者，未免有太保護業界利益之
嫌。醫療美容儀器更新換代頻繁，5
年時間，等於保障現有從業者無須淘
汰不符註冊標準的儀器。

規管美容業，必須從保障市民安全
和利益的角度出發。去年有醫學組織
對1,000名市民進行調查，82%受訪者
認為，立法規管醫療儀器能幫助他們
選擇合適的治療，83%人認為能提升
醫療儀器的質素，84%人認為能加強
對消費者的保障。可見全面立法規管
美容業，獲得壓倒性的民意支持。

政府部門承認，只規管儀器、不規
管使用者的雙軌制，做法並不理想，
但總比零規管行前一步。一項討論多
年 的 立 法 ， 若 結 果 只 是 「 有 好 過
無」，社會大眾怎能「收貨」。希望
政府多聽取社會各界意見，盡快提出
更嚴格監管醫學美容的條例草案，提
升業界服務質素，更全面有效保障消
費者利益。

立法監管醫學美容須從速從嚴
美國傳統基金會連續25年將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經

濟體，大部分項目得分更明顯上升。香港長期保持全
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地位難能可貴，這是中央堅定不移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各界不忘初心、持續努
力的成果。香港社會穩定、法治良好、高效廉潔，獲
得國際社會的充分肯定，仍可在國家發展中扮演不可
替代的角色。本港少數人唱衰香港，散播中央干預香
港法治的謠言，損毀香港國際形象。真正了解香港的
人都明白這並非事實，會實事求是維護香港司法獨立
的聲譽，保障香港自由、開放、法治的良好環境。

香港繼續在全球180個國家及地區中，蟬聯全球最
自由經濟體榜首，此一殊榮即使不能說絕後，也至少
是空前。當今世界競爭激烈，不少人擔心，香港作為
細小經濟體，優勢難持久。令人欣慰的是，此次傳統
基金會公佈的「成績單」，香港在各方面與各國各地
比較毫不遜色，貿易及貨幣自由、政府廉政的得分明
顯上升，財政健康更繼續取得滿分，香港當之無愧成
為全球極具競爭力的金融及商業中心、最有活力的經
濟體，有信心、有實力應對各種挑戰。

香港連續25年穩居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首位，與中央
支持、香港努力密不可分。「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方針，是中央堅定不移貫徹落實的治
國理政方針。國家主席習近平一再重申，要堅持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一是堅定不移，確保「一國兩
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
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這也是中共十九大確
定的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的
重要內容。中央堅守「一國兩制」原則，香港自由開
放的制度和環境不僅沒變，而且持續鞏固，日益增
強，國際社會有目共睹。

特區政府和香港各界珍惜優勢，堅持尊
重法治的核心價值觀，在基

本法和法律的保障下，保持簡單低稅制，尊重合約精
神，政府施政高效廉潔，各項監管制度高度透明，對
全球貿易和投資持開放態度，資金、資訊、人員來去
自由，營造了公平友善開放的營商環境，受到全世界
投資者的歡迎。

國家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穩步落實「一帶一路」倡議，香港充分發揮作為全球
最自由經濟體的優勢，配合國家發展所需，繼續擔當
連接國家和世界的橋樑和窗口角色，繼續成為國家新
時代改革開放的參與者、受益者、貢獻者。

此次評比中，香港的司法效率評分有所下降，反對
派長期唱衰抹黑，難辭其咎。尤其是近年，梁家傑、
黃之鋒等人，千方百計攻擊抹黑國務院發表「一國兩
制」白皮書、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安排、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釋法等，在本港和海外散播
「中央干預香港事務」、「破壞香港法治」的謊言，
惡意攻擊「人大釋法侵犯香港司法獨立、損害高度自
治」，對香港法治聲譽，造成惡劣的影響。

中央從來尊重並堅決維護香港依法享有獨立的司法
權和終審權，人大釋法只是解釋法律，並沒有取代特
區法院審判。人大釋法與香港法院依法行使獨立審判
權並行不悖，與司法獨立並不矛盾；而香港司法獨立
是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權的一部分，不能凌駕於中央
依法享有的權力之上。

英國最高法院前院長、香港特區終審法院的非常任
法官廖柏嘉，針對關於香港司法獨立曾發表評論指
出，儘管有越來越多對於來自「中國干擾的擔心」，
但他沒有發現香港的司法獨立受到破壞。

司法獨立是香港經濟自由的基石，受到基本法保
障。中央絕對沒有干預香港司法，香港的司法制度公
開透明，不偏不倚秉行公義，國際社會只要不戴「有
色眼鏡」，正確認識，應對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充
滿信心。

蟬聯最自由經濟體難能可貴必須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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