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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煽動罷課 推師生上火線
火上澆油撈取政治籌碼 教界譴責罔顧學童安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大批暴徒昨
日佔據金鐘及中環一帶，人潮至深夜仍四處
流竄，令今日的路面情況仍存隱憂，教育局
呼籲學校繼續採取應變措施。
針對昨日上午開始大批暴徒佔據馬路，教

育局於11時作出特別報告，指因灣仔及中西
區一帶交通狀況特殊，可能影響學生上課，
故建議學校作出應變，根據校本機制彈性處
理個別學生遲到或缺席的事宜。局方並提醒
學生，必須時刻以安全為大前提，切勿前往
可能有危險的地方，更不可參與違法活動。

彈性處理學生遲到缺席
教育局晚上再發表聲明，表示關注灣仔

及中西區一帶交通嚴重受阻，可能影響學生
今日上課，局方請學校繼續採取應變措施，
根據校本機制彈性處理個別學生遲到或缺席
的事宜，並呼籲學校作適當安排，妥善照顧
已返校的學生，與家長保持溝通，在放學時
間讓學生在安全情況下回家。

位於中環的聖約瑟書院昨日於學校網頁
張貼告示，指因應金鐘一帶的交通問題原定
昨日舉行的中一英語考試及中三數學考試將
延期進行，同時建議學生留在家中，以策安
全。
中西區校長聯會主席、香港潮商學校校

長詹漢銘表示，昨晨金鐘交通雖受阻，但該
校學生整體上學情況仍屬正常，只有個別遲
到的情況。學校會以學生安全為重，已經和
校車公司保持溝通採繞道措施，並會利用手
機應用程式通知家長最新狀況。
他續說，區內校長會一直留意事態發

展，並與教育局保持聯繫，有學校已向局方
反映擔憂今日路面狀況，但至昨晚局方仍未
有決定，只提示學校可按個別情況考慮。
灣仔區校長聯會主席、聖公會鄧肇堅中

學校長戴德正表示，金鐘交通情況現仍難以
預計，該區校長會暫時未有全面停課的打
算。若今天出現重大變動，相信各校會透過
校網或其他方式通知學生家長，再作安排。

教局籲學校續採應變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政
治入侵校園，即使中學生尚未成
年，卻已受到政客鼓動。昨日多個
反對派團體煽動中學生罷課，並於
愛丁堡廣場舉行集會，約有200人
出席。由於不少中學正值考試期
間，多間中學均表示，會按既有程
序處理學生請假事宜，包括要提交
家長信，亦不會為個別缺席學生安排補考。
「香港眾志」連同「青年反修例關注

組」等昨日上午原定於添馬公園集會，後移
師至愛丁堡廣場，現場約有200人出席，小
部分人為身穿校服的中學生。
目前正是考試時節，學生普遍表示會以

考試優先，並選擇如常上學。中學校長會主
席鄧振強表示，教育局容許學校彈性按校情
處理學生罷課問題，他所屬學校有3名學生
提交家長信，會當成「告事假」處理，並已

提醒家長校方不贊成罷課，而未成年的學生
亦不適宜參與政治活動。
傳統名校英華書院昨日如期進行考試。

校長鄭鈞傑指，按學校既有做法，學生需出
示家長信及病假紙才可安排補考，而全校約
900名學生中，昨日有6人因病假缺席。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也向家長發出通

告，指學校有責任維持正常教學，已規劃的
活動及考試將如期進行，學生「缺考」的科
目成績將以「ABS」顯示，不會獲得分數，
同時不設補考。

罷課須交家長信 缺席考試無得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
教協挾香港最大教師工會之勢發
動罷課罷教，將學校師生變成政
治籌碼。多個家長團體紛紛反對
罷課行為，強調家長均不希望孩
子被捲入政治鬥爭之中。就個別
人等及團體鼓動學生放棄上課，
更可能讓他們走入「群眾運
動」，家長們質問道：「誰能保
證我們子女的安全？」

罷課罷教損學業毀前程
家校會主席湯修齊及全港13區

家長教師會聯會昨日發表聲明，
堅決反對教師罷課的行為。聲明
指，現時是學校期末考試之時，
家長絕不贊同團體呼籲全港中小
學教師罷課罷教，認為此舉會影
響學童學習以至前途。
聲明強調，個別人等及團體

不應鼓勵學生放棄上課，反而走
入「群眾運動」之中，並質問
道：「誰能保證我們子女的安
全？」
他們並強調一切應以學生的安

全及學業為重，縱對社會議題進
行探討，也不應影響學校的正常
運作。
家校會及家教聯會呼籲全港教

師緊守崗位，以學生前途為首
任，並期望教師教導學生尊重不
同意見，以和平、理性、真誠的
方式溝通。
東區家教會聯會主席趙明表

示，罷課對學校、家長和學生均
有不同影響，家長絕對不想見
到，希望各方能夠以冷靜、克制
的態度，就相關問題進行討論。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炳

松強調「教育就是教育」，任何
團體均不應將政治帶進校園，
「絕對不支持罷課行動」。
他表示，金鐘衝突現場涉及不

少年輕學生，部分過火暴力行為
更已經違法，感慨說「作為家
長，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捲入政
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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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 會 氣 氛 急 劇 惡 化 之
時，教協昨日下午4時多

火上加油，發聲明宣佈啟動本
周全港罷課，包括「中學教師
全面罷課、小學教師回校罷
教」，企圖將師生推向前線成
為政治籌碼。惟全份聲明隻字
未提學生安全問題。

教局籲以學生安全為重
教育局昨日強調，不應利用
學校作為表達政治訴求的場
地，此舉不但破壞學校正常運
作，更令未成年學生無辜被捲
入政治漩渦，失去正常學習機
會。局方籲請校長和教師繼續
緊守崗位守護學生，為他們提
供專業服務。
教育局重申，尊重市民包括
師生以和平合法方式表達意
見，同時再次呼籲學生以自身
安全為重，必須遠離危險地
方，尤其是金鐘政府總部及立
法會大樓一帶，更不可參加暴
動或任何違法活動。局方正密
切留意事態發展，並會因應需
要發出特別通告。

教聯會促家長留意子女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強烈譴責
教協將政治凌駕於教育專業之
上。他批評，反對派不斷鼓吹
市民加入衝擊，更可恥地將手
伸向中學生，手段卑劣，認為
其發動罷課的做法絕對是火上
加油，令更多學生走上街頭，
事態將一發不可收拾，甚至發
生流血事件，批評教協極端不
負責任、沒有職業道德。
黃錦良呼籲家長密切留意子
女是否參與事件，或被教唆利
誘，亦希望同學不要因為被人
教唆而最後斷送前途，還希望
所有教師謹守崗位以教育為
先，不要影響學生的學習，亦
避免立下壞榜樣激發年輕人的
情緒。

教評會：教協須負全責
教評會亦發表緊急聲明，呼
籲全體校長老師務須緊守教育
崗位，切勿支持及參加罷教，
也希望各辦學團體、校董會與
校長及時制定行政指引，明確
宣示不容許罷教罷課等行為。
該會主席何漢權批評教協發
動罷課毫無教育專業可言，做
法罔顧學生、社會安寧，若他

日有師生因此而面對大小問
題，策動罷課的教協，必須負
上全部責任。
他續說，教協核心人物都是
反對派成員，不少決定都政治
立場行先，憑着龐大的工會勢
力，單一的政治立場灌輸，誤
導教師及學生，如此就罷課，
將對師生構成長期及短期的壞
影響。

工聯會批違操守促追究
工聯會亦強烈譴責教協發動

罷課，批評該會置學生安全和
利益於不顧，嚴重違反教師專
業道德，要求教育局必須追究
其損害學生利益、有違教育專
業操守的責任。

獅子會中學促持守專業
獅子會中學校長林日豐認

為，教師團體發起罷課會促使
學生有更大機會離開學校，激
發學生情緒，前往學校和家長
都無法照顧的危險地方，煽動
者需要對此負責。
他認為，專業教育團體及教
師都要持守專業操守，謹守崗
位保護學生，即使個別教師要
表達意見亦只應利用個人時
間，而非佔用學生上課時間。

高校聯：勿違法毀前程
高校聯執行會長蔡毅批評反
對派教唆師生罷課，呼籲家
長、老師、校長應該勸喻學生
要專注自己學業，不要做出違
法之事影響個人前程。

港專：制止犧牲年輕人
港專校長陳卓禧則呼籲所有
愛護香港的人制止犧牲年輕人
的行為，並制止暴力和挑動仇
恨。他坦言對目前趨勢感到擔
心，除使社會和經濟秩序受干
擾，有機會引發更多流血衝
突，懇切期望所有教育工作者
本着良知和對下一代的愛護和
責任，認真思考自己的言行。
在各界強烈譴責和嚴厲批評

下，教協至昨晚突然改口宣稱
「罷課不罷教」，又「補飛」
呼籲所有師生注意安全。不過
其教唆早已激化年輕人情緒及
社會衝突。
就此，教育界批評教協此番

言論惺惺作態，明顯只想推卸
及逃避煽動的責任。

■聖若瑟書院的考試受暴亂影響而延期。
聖若瑟書院校網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反修
例示威變成暴動，更不斷升級，背後
涉及大量物資的供應。這些物資何
來？一直遭激進分子把持的大學學生
會，就有人涉嫌濫權騎劫、挪用公有
資產以支援暴動。香港科技大學學生
會評議會日前議決批核成立多達103
萬元的巨額「支援基金」，用作反修
例動員的後援。
事實上，科大學生會全年總開支只

為90多萬元，此舉無疑是明目張膽地
出賣歷屆同學會費累積的「身家」，
進行「政治利益輸送」。

被質疑騎劫公有資產
科大學生會幹事會今年因欠缺同學

支持而「斷莊」，大權集中於擔當立
法機關及負責管理學生會財政的評議
會上，然而該會網頁顯示，本屆
2019/20 年議席卻幾乎全是「圍威
喂」由自己友學生組織代表把持，原
設10席由全體同學選出的普選評議員
全部空席，11席學院代表也有8席空
席，完全欠缺代表性。
前晚深夜、即暴動前夕，科大評議

會突然在fb專頁發帖指，已因應反修
例議決成立103萬元「支援基金」，
主要用以「購買物資、提供醫療及法
律援助予科大成員及有需要人士」，
並稱「歡迎各界人士查詢及監察該款
項去向」。
因應有人質疑該會公然騎劫公有資

產，該會昨晨發出後續聲明，稱其資
金均由同學會費及「周邊財政活動」
所得，並不接受任何金錢捐款。對成
立基金已違反了部分會眾的政治意願
的批評，該會聲稱其會員制屬自願
性，如有同學價值與其相反，「歡迎
日後不續會員期」云云。

金額超過一年總開支
是次基金的逾百萬巨大金額非常離

譜，香港文匯報翻查科大學生會財務
報告，其2017年及2016年度總開支分
別只得99萬元及95萬元，而總資產亦
不過756萬元。科大評議會為作一己
的「政治利益輸送」，濫權出賣前人
累積逾二十年的身家，異常無賴。

濫捐103萬會費金援暴徒 科大生會涉「利益輸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就反修例所引
發的社會混亂，高等教育界深表關注，9所大
學以及演藝學院的校長昨日聯合發表聲明，呼
籲各方保持冷靜，注意安全，並以理性協商來
化解當前困局。
城市大學、浸會大學、嶺南大學、中文大

學、教育大學、理工大學、科技大學、公開大
學、香港大學，以及演藝學院的校長昨晚聯合
發表《一群關注社會現況的大學校長之聲
明》，指非常關注社會目前出現不斷升級的對
立與緊張局面，呼籲各方保持冷靜，注意自身
及他人的安全。他們又呼籲社會各界，應以理
性協商來化解當前的困局。

大專校長聯署
促理性協商

投擲鐵馬、地磚，使用削尖鐵支

等危險武器，霸佔主要交通幹

道……反對派無所不用其極的手

段，令暴力行動不斷升級。在極度

危險惡劣的環境下，教協竟火上澆

油，昨日宣佈發動本周全港罷課，

為一己政治利益，完全不顧師生安危，將他們推入火

坑。教育局昨日表明堅決反對罷課罷教。多名教育界人

士強烈譴責教協，要求其懸崖勒馬收回荒唐教唆言論，

並呼籲教師在當下極端政治化的氛圍中，要恪守專業、

謹守崗位，保護學生安全和身心不受傷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科大學生會宣佈豪捐103萬元成立「支援基
金」。 科大學生會fb截圖

■■「「眾志眾志」」等煽動罷課集會等煽動罷課集會。。 「「眾志眾志」」fbfb圖片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