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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勿推青年前線搞激
指違法有後果 不願見到年輕人因政治化事件影響前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多個「港獨」組織已事先張揚在今日
立法會恢復二讀有關修訂《逃犯條例》的草案時，會有「以死相搏」
的暴力行動，但多個反對派政黨及團體竟號召學生罷課到場，置學生
安危不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將青年人推上前線做激烈行
為，是任何文明社會也不願看到的，並呼籲無論是學校、家長，或是
機構、企業、工會都要認真考慮，鼓吹年輕人參與激烈行動，對香港
社會和年輕人都沒有好處。違法是有後果的，身為行政長官、身為兩
個孩子的媽媽，她都不想見到年輕人因為這已經被政治化的事件，而
影響他們的前途。

立法會今日恢復二讀修訂《逃犯條例》
的草案，反對派政黨今日發起「包圍

立法會」並留守至下周四。有所謂「家長團
體」和「學生組織」同時鼓吹今日罷課；有
工會呼籲罷工；有人更稱要發起慢駛以堵塞
道路。香港文匯報昨日更獨家報道，「港
獨」暴徒正部署兵分多路展開暴力衝擊立法
會甚至政總的行動。

已有青年承擔法律後果
林鄭月娥昨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
回應有關問題時表示，在剛過去的周一已發
生過激烈的行為，「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這些
激烈的行為──特別是涉及這麼多年輕人─
─都會很擔心，因為在這些這麼重要的政
策、法律的議題，要將青年人推上前線做這
些激烈的行為，是任何文明社會也不願看到
的。」
她呼籲無論是學校、家長，或是機構、企

■林鄭月娥昨日表示，鼓吹年輕人參與激烈行
動，對香港社會和年輕人都沒有好處。 中通社

業、工會，都要認真考慮，「他們如果鼓吹
這些激烈的行為，對於香港社會有什麼好
處、對於我們的青年人有什麼好處。」
林鄭月娥指出，過去幾年參與違法行為的
年輕人，在法庭按法律和證據的裁決後都承
擔了後果，而這個後果無論對成年人或年輕
人都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對於年輕
人。
「我們對於年輕人是特別關愛，希望他們
每一位都有一個光明的前景，所以在他們這
麼年輕的時候，針對這些政策、法律現在被
政治化的事件，而影響他們日後的前途，無
人願意看見。我作為行政長官、作為兩個孩
子的媽媽，我都不想看到這些事，所以在此
我再次作出這呼籲。」她說。

「所以面對困難，我們要繼續用我們的方法
來解說，希望市民能夠明白我們做這負責任
的工作的原因。」
林鄭月娥又預告，保安局局長會在今日立
法會恢復二讀辯論前，向立法會交代他如何
落實早前提出的 3 方面共 6 項額外人權保障
措施，包括 一項修訂，即將可接受移交逃
犯申請的刑事罪行最高刑期由原本 3 年以上
改為 7 年或以上，另外 5 項則會採用政策聲
明的形式。
她指出，政策聲明列舉了 14 項人權保障
措施，包括審訊要公開進行、疑犯有權選擇
自己的律師，等等，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ICCPR）中的基本保證接
近，而且是有法律約束力的。

強調修例對社會負責任

人權保障措施具靈活性

林鄭月娥強調，她和整個特區政府都認
同，修例是一項對社會非常負責任的工作，

林鄭月娥並主動解釋何以未將這些額外
人權保障措施納入法例中，「不可能是今

■上周日晚有暴力分子衝擊立法會，大批警員出動維持秩序，其間有衝擊者被警方帶走調
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日有 14 條，便永遠都是 14 條；有時就某一
個請求方的司法管轄區，可能有一些根本
在這 14 條以外，但我們都覺得應該要求對
方承諾才進行逃犯移交，所以要保持靈活
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
反對派變本加厲，鼓吹學校師生今
日罷課，為其於立法會外反修例的
集會造勢。多個教育、家長及社會
團體紛紛發表聲明反對罷課，又批
評組織者為達政治訴求，干擾校園
秩序及影響學生學習，行為極不道
德。教育局昨日重申，反對任何形
式的罷課，強調表達意見有很多方
式，學校及教師應保障學生的安全
及學習利益。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與各辦
學團體、校長會及議會代表見
面，理解他們在確保學校可正常
運作的需要，及學界關注。他重
申，局方以學校的正常運作和學
生的利益為依歸，反對任何形式
的罷課，又認為教師作為教育專
業人員，應該履行責任，保障學
生的安全及學習利益。

教協煽風點火亂學校安寧

蔡若蓮：學生勿做違法事

反對派正煽動學生、教師及家長
今日罷課罷考，與包圍立法會的集
會裡應外合造勢，除了已開始放暑
假的大專院校學生會，近百所中學
亦被指有學生於網上發起罷課，煽
動其他學生響應，有人宣稱會邀請
罷工老師講解《逃犯條例》，罷課
是所謂「另類學習」云云。
教協昨日亦公開煽風點火，要求
學校「彈性處理」離棄教育責任在
日間參加立法會集會的教師，更稱
本周末會商討「籌備全港教師罷
課」的安排發起所謂全港罷課行
動，事先張揚會繼續在學界興風作
浪，搞得學校不得安寧。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其後亦強
調，發動罷課並非負責任行為，
而學生表達意見有很多方式，提
醒他們勿做違法的事，而學校及
教師應以學生安全及利益為最優
先考慮，各校可依校本機制處理
學生罷課情況。
她強調，局方需要確保學生學習
不受影響，不會對當前學校面對的
處境不聞不問，會對學校提供所需
支持，並相信各學校有渠道安排跟
有意罷課的教師溝通，認為教師會
以不影響學生學習為最優先考慮，
及透過溝通，讓學校有足夠時間安
排人手照顧學生。

各 團 體 聲 明 反 罷 課

楊潤雄：反對任何形式罷課
教聯會

強烈反對學界發動罷課罷考；相關組織煽動行為是「極不道德
的可恥行為」；呼籲全港教師以下一代成長為重，冷靜應對政
治衝擊，理性表達政治訴求。

家校會主席湯修齊
及香港13區家長教師
會聯會

堅決反對罷課罷考；對有組織提倡學生及家長罷課罷考，影響
到我們學生，影響到我們的下一代的學業，升學等問題，絕不
贊同。

香港高等教育評議會

支持修例；呼籲教育界師生、家長千萬保持冷靜，不要受激進
政團別有用心的政治煽動，要堅守崗位，堅定捍衛香港市民整
體利益不受影響。

香港校董學會

不能視若無睹，任由同學們受人蠱惑而罷課及罷考，這樣同學
們除了自己本身失去考評成績、影響學業及前途外，也讓我們
教育同工的神聖教育事業蒙污，而每個家庭及社會整體，也遭
受到無可補償的損害。

香港中學校長會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
教育評議會

學校是促進學生學習和成長的地方，不贊成師生以罷課表達訴
求；希望政府暫緩立法，廣泛聆聽民意，避免社會對立惡化；作
為負責任的教育工作者，呼籲教師謹守崗位，守護學生福祉。
呼籲全港教師不罷課，不把爭議帶入校園。
校董會、校長、教師，家長們應以保護學生安全為最重要考
慮，拒絕肆意要求罷課及罷考要求；容許不上課的學生，前往
預見有暴力危險出現的地點，更屬失責行為。

教委會議員批
「煽他人衝」
手段卑劣

蔣麗芸：家長小心子女陷危險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成員蔣麗芸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有關人等不負責任，
「號召只得10多歲的年輕人上街，是否想要他
們成為『炮灰』？」總結反對派過往多次政治
動員，她認為這類場合經常有閒雜人等，亦容
易出亂子，「一旦衝突發生，部分年輕人可能
會跟隨他人起哄而跟上衝突，推撞期間或會受
傷，甚至有機會因參與衝擊被捕」。
蔣麗芸感歎，過往不少年輕人因此留下違
法記錄，造成陰影，「問題在於部分人還吹
噓這是所謂『英雄』，實質卻是被反對派利
用作為搗亂先鋒，行為卑劣。」她呼籲家長
在這期間務必小心看顧子女，避免子女落入
危險。

劉國勳：給無心罷課學生壓力
另一教育事務委員會成員劉國勳指，由當
初學校「被聯署」事件到現在鼓吹罷課，可
見反對派的手段正不斷升級，對師生以及學
校的影響愈來愈大，擔心當中更會涉及朋輩
影響，對本來無心罷課或參與政治行動的學
生帶來不必要壓力。
被問到近日「反修例」行動或涉及潛在危
險，劉國勳表示對周日晚發生的暴力事件予
以強烈譴責，提醒過往曾有年輕人因參與激
進事件而留有案底，籲各界應以正確方式表
達意見。

放假無課可罷 造勢花言巧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激進「港
獨」分子近日在網上積極策劃今日暴力衝擊
立法會，其他反對派中人非但未有勸喻學生
小心安全，更在此時煽風點火，明裡暗裡鼓
動教師及學生罷課參與包圍立法會，置他人
子女於險地。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批評，該
等呼籲置學生安危於不顧，更試圖煽動年輕
人成為各種政治行動的先鋒，手段卑鄙，籲
家長應密切留意子女狀況，以免成他人政治
工具，參與危險以至違法行為，抱憾終生。
香港近日「反修例」行動不斷升溫，事態
發展往往出乎意料。周日的「和平遊行」，
在入夜後情況逐漸失控，包括在立法會出現
流血暴力事件，反映有人有預謀地使用暴
力。網上更見有「獨」派分子討論抗爭「戰
術」，當中涉及「玩火」、「煙霧彈」、
「汽油彈」等敏感字眼，目標正對準今日衝
擊立會。
危險擺在眼前，但多所大專院校學生會昨日
就呼籲學生罷課並包圍立法會；「香港眾志」
及多個反對派網上「關注組」，包括所謂「家
長聯盟」等呼籲中學生到添馬公園「自修」，
完全漠視所謂集會背後的潛在風險。

已經放暑假無課可上，但又高叫
& 要「罷課」，到底係乜玩法？多個大
學學生會昨日宣稱會於今日開始
「罷
課」，更形容這是「進一步行動」云
云，彷彿犧牲極大。惟多間大學校曆表均顯示，
大專界別均早已完成考試且踏入暑假階段，說穿
了「罷課」不過是涉事人聚眾政治造勢的花言巧
語，根本站不住腳。
在昨日宣佈「罷課」
的大學學生組織包括中大、
科大、浸大、理大、城大、教大和演藝學院學生
會，他們均稱鼓勵全體同學一同參與，個別學生
形容這是「展示對政府視民意為無物的進一步行
動」
，亦有代表對所謂
「罷課」
寄予厚望，認為能在
本港或國際上
「帶來很大迴響」
，更謂
「罷課持續時
間未有決定，會視乎情況將行動升級」
。
不過，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上述大學今學年校
曆表，其中教大在 6 月 1 日已完成考試，大部分學
生正等候本月底派發成績；中大第二學期考試亦
已在 5 月完結，目前只餘下少量暑期課程仍在開
課；理大情況亦類似，第二學期考試成績已在 5
月底公佈；其餘大學亦已踏入學期完結。凡此種
種可見，所謂「罷課」實在不知從何說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職工盟煽罷工慢駛 挾持乘客製造混亂

團體斥罷課缺德 教局：應保學生安全

她進一步解釋，政府高級官員在莊嚴的立
法會作出了有關的政策聲明，一旦法例通過
後，有被申請移交者向法院申請司法覆核推
翻其決定，法院是會考慮這些由主事官員作
出的政策聲明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為向特區政府施
壓，職工盟近日策動新巴車長按章工作，更煽動
國泰及港龍員工罷工。汽車交通業總工會昨日發
表聲明，強烈譴責反對派在不同社會層面上人為
製造各種恐慌和使用暴力手段，更挾持乘客來製
造交通混亂，呼籲司機以專業駕駛態度接載乘客
及運送貨物。有航空業工會亦批評反對派利用機
場及香港經濟作籌碼以達一己政治目的。
職工盟屬會新巴職工會前晚在其 facebook 專頁
上帖文，號召巴士車長於今日按章工作，包括盡
量使用低於速度限制行駛；駛至燈位時以時速20
公里至 25 公里行駛；避免超車等等，並不排除
有進一步行動。
一班國泰及港龍航空員工亦聯同航空界同業於
網上發起罷工聯署，稱國泰及國泰港龍工會同屬
職工盟工會之一，
「有責任」
動員發起罷工，截至
昨晚 6 時據稱已有逾 4,000 人聯署。職工盟主席
吳敏兒回覆傳媒查詢時呼籲會員及非會員今日在
可能情況下
「調動假期」
、停工一天包圍立法會。

籲司機保路暢通惜安寧

工聯會汽車交通業總工會發表聲明，強烈譴責
反對派不但蓄意攻訐、抹黑、歪曲《逃犯條例》
修訂，更在不同社會層面上人為地製造各種恐慌
和使用暴力手段，企圖扼殺這項法例修訂工作於
襁褓之中，甚至鼓動前線司機於今天以挾持乘客
來製造交通混亂。
總工會呼籲全港職業司機在更好地了解修訂這
項法例的正確內容和作用的同時，要認清該些不
負責任言論的真正目的和後果，然後以專業的駕
駛態度，安全、準時、快捷地接載乘客及運送貨物，並呼
籲全港職業司機顧己及人，尊重其他道路使用者，保持所
有道路暢通，珍惜香港社會來之不易的秩序和安寧。
總工會重申，十分贊同及支持特區政府修例，以彌補現
時的法律漏洞，及為受害者平冤昭雪，彰顯社會公義，
「這不但增加對廣大香港市民合理權益的保障，也有利於
整體社會的長遠健康發展」，促請所有參與審議的議員以
廣大市民的福祉為依歸，支持及通過修訂條例。

工聯籲航空業切勿響應
工聯會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秘書長葉偉明指出，香港
機場運作關係着香港的經濟命脈，反對派卻以機場及乘客
作政治籌碼。他呼籲航空業同工切勿響應罷工。
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
會副主席、香港機場地
勤服務職工會主席李永
富批評反對派將修例扭
曲成政治事件，通過罷
工圖搞亂香港經濟。他
呼籲社會各界理性討論
及透過議會解決事件，
不要誤信所謂港人會因
「莫須有」
罪名被捕等謠
言。
另外，就有社福界團
體及工會號召社福界同
工罷工，社署發言人昨
日呼籲社福業界在表達
意見的同時，應繼續發
揮專業精神，任何行動
以不影響服務及市民利
益為依歸。
▲職工盟兩工會煽動巴士司機慢駛及航空界罷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