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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局：罷課害學生 須堅決反對
學校不應作表達政治訴求場地 恐誤當「合理手段」不斷上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還有一個多星期
就迎來新學年開學，各煽暴派、縱暴派政治組織近
日不斷鼓吹罷課。教育局昨日舉行特別記者會，表
明已向全港中小學發信，闡釋基本原則，同時為學
校應對罷課、校園欺凌等問題發出指引。局長楊潤
雄強調，罷課一旦被錯誤以為是爭取個別訴求的
「合理手段」，未來只會不斷上演，對學校及同學
的損害將影響深遠，必須堅決反對。同時，任何人
均不應利用學校作為表達政治訴求的場地，更不應
鼓動中小學生作政治表態或參與。

■楊潤雄在記者會上發言。

教育局昨日向學界發出指引，闡釋多項需
要注意的範疇，包括學校管理及校本應

急計劃、教育專業守則、教師及學生情緒、校
園欺凌問題、學生輔導活動、家校合作，以至
可能出現的罷課訴求等（見表）。

不應煽動中小生表態參與
針對近日有組織鼓吹罷課，指引清楚指出，
任何人不應以學校作為表達政治訴求場地，並
不應煽動或鼓動中小學生在具爭議及政治事件
表態或參與行動，更不應以學生參與作為壯大
聲勢、施壓的手段，影響他們的正常學習。
楊潤雄在記者會重申，教育局堅決反對任何
形式的罷課，批評有個別團體利用罷課作政治
籌碼，影響校園安寧。「罷課無論是一天，還
是每星期一天，同學的學業和情緒、師生及朋
輩間關係，以至學校及課堂運作都會遭受衝擊
和破壞。」
他續說，倘罷課被錯誤以為是爭取個別訴
求的「合理手段」，那罷課肯定會不斷在校
園出現，不但影響學校正常運作和剝奪學生
正 常 學 習 機 會， 甚 至 會 牽 動 情 緒、 衍 生 壓

力，破壞校園和諧，對學校及同學的損害可
謂影響深遠。

不存在
「秋後算賬」
施壓
被問到局方如何評估開學日的罷課影響，楊
潤雄表示，局方並無學生參與罷課數字，亦沒
計劃收集罷課師生名單。惟教育局有需要了解
整體情況，包括多少學校受影響及受影響程
度，以便制定支援方案等教育政策。「就算平
時我們都會在開學頭幾日關心學校了解整體狀
況，例如是否多學生遲到，有否交通上問題
等。」今年，教育局會如常聯絡校長了解情
況，但不會針對師生個人資料，更不存在所謂
「秋後算賬」或施壓等情況。

「勿將自己政見灌輸學生」
至於學校能否自行處分罷課學生，楊潤雄指
要交由學校專業處理，「當然學校是以教育作
為主要目標，但是否涉及處分，需交由學校專
業考慮」，但他相信學校普遍會以輔導及教育
作先行步驟。
就教師可如何跟學生討論近日社會議題，

中通社
楊潤雄坦言，即使教師不主動提起，學生都
會去問，相信普遍教師能以中立及專業態度
處 理 教 學 問 題 ， 提 供 多 方 面 資 料， 不 能 偏
頗，以協助學生用不同角度討論和理解事
件。
他強調，「教師應當知道，不應將自己的政
見灌輸學生」，在此信任基礎之上，局方原則
上尊重和理解他們所準備的材料，但提醒學校
和教師要為教材負責。
就早前教協曾以所謂老師「罷課不罷教」為
口號，開學指引亦有提及。楊潤雄強調，學校
須確保不會影響希望正常上課學生的學習機
會，以及不偏離學校編訂的教學安排。「有時
課程之間可以調動，學校是有彈性去做；但假
如完全偏離課程，令學生有損失，令學校課程
有缺失，學校就有需要處理」。

無考慮
「全港停課」
應對
他並提到，開學日不排除或會出現交通擠塞
甚或衝突等突發狀況，相信學校一般都能彈性
處理未能準時上學的學生，暫無需要考慮以
「全港停課」應對。

楊潤雄：對校園欺凌
「零容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根據教育局
最新指引，校園欺凌部分基本是交由學校把
關，惟早前卻有學校管理層被踢爆發表仇警及
咒罵警察年幼子女言論，「學校把關」被質疑
未能保障學生。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強調，局方
一直對校園欺凌「零容忍」，已要求學校重新
檢視校內反欺凌政策及措施，又表明如家長認
為校方於處理上有不足、缺失甚或偏頗，亦可
直接向教育局作出投訴，承諾會作出跟進。
教育局的新指引要求全港學校重新檢視校本

反欺凌政策及措施，同時要特別留意「高危」
學生，及要小心保障學生及其家長個人資料
等。楊潤雄強調，局方一直要求學校務必確保
教學團隊切實執行，「始終學生有很多時間留
校，校方會是第一身去處理欺凌問題，所以我
們要求學校有清晰『零容忍』欺凌的政策及措
施。」
他續說，指引已特別提醒學校要特別注意因
近日社會事件或父母工作背景等而被視為「高
危」受欺凌的學生，相信香港絕大部分教師都

會用愛心對待學生，並表明假如有家長認為學
校管理層在處理相關事宜上有不足、缺失甚或
偏頗，亦可直接向局方作出投訴，承諾會作出
跟進。
被問到若有「高危」學生因欺凌問題需要轉
校，局方是否會提供協助時，楊潤雄表示，學
生學習需要穩定環境，轉校必須慎重考慮，但
如家長確有轉校需要，教育局同事會如常支
援，如提供附近區域的剩餘學額資料，幫助學
生尋求合適學校。

部分針對警察子女個案
■「社工」曾健超在網上散播欺凌警
員子女的言論，包括「永永遠遠抬
不起頭」、「他們將在地獄的深淵
裡和你們爛在一起」、「所有歧視
在他們身上會變得極度合理」等

■民建聯召
開「關注開
學後校園欺
凌問題」記
者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近月
多名警察及其親屬遭「起底」、威脅，
更有教育工作者、社工等鼓吹用暴力
「招呼」警察子女及政見不同的同學。9
月開學在即，民建聯昨日透露已接獲逾
百宗家長投訴，許多人擔心開學是「把
小朋友送到不安全的地方」，促請教育
局向辦學團體、校長、老師發官方文
件，重申專業操守指引，並理順既有投
訴機制，若涉及嚴重歧視欺凌更應註銷
相關教師資格，以儆效尤。
民建聯在昨日的「關注開學後校園欺
凌問題」記者會上透露，他們收到多名
家長反映，憂慮在當前的反修例暴力風
波下，學生會因為不同政見或父母職業
而被同儕及教師歧視甚至遭受欺凌。

葛珮帆：接逾百宗投訴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有家長因警察
身份在家長群組中感到被杯葛而噤聲，更
接獲逾百名家長及警嫂投訴被威脅，包括
有子女被影大頭相，並被威逼參加反修例

■真道書院助理校長戴健暉在 fb 發帖
咒罵警察子弟「活唔過 7 歲」、
「20歲以前死於非命」
■通識科教師賴得鐘使用「黑警死全
家」fb頭像
遊行，亦有警員家庭被公開住址、電話，
不少警員子女姓名、住址、就讀學校、樣
貌等個人資料亦被人在網上「起底」，聲
稱要集體杯葛和欺凌他們。雖然部分影片
和錄音未經證實，但「家長的憂慮和擔心
真實存在」。

鄭泳舜促跟進校園欺凌
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指，近期社會爭議
令家長「好擔心」，他建議教育局應向
辦學團體發出官方文件，列明教師應有
的專業操守、成立學生情緒支援小組、
家長子女間溝通的支援小組、熱線電話
等，為學生及家長提供求助渠道。
民建聯促請教育局必須全力跟進和調
查鼓吹校園欺凌和威逼學生的個案，認
為教育局應向辦學團體、校長及老師重
申相關的專業操守指引，要求他們遵
守，同時理順既有的投訴、調查和懲處
機制，嚴肅對待所有涉及不同政見的校
園歧視和欺凌個案，情節嚴重者應註銷
其教師資格，以儆效尤。

■仇警網民「程蝶依」稱7歲或以下兒
童在香港不會有刑責，煽動7歲以下
的幼童攻擊警察子女「插盲隻眼」
■網上討論區出現帖文，呼籲「建立
校園欺凌警察子女文化」，鼓吹全
港中小學生「杯葛排擠警察子女作
為抗爭手段」、「恰到佢（警察子
女）跳樓」及聲言「欺凌警察子女=
少年義士」
■黃大仙紀律部隊宿舍外牆遭暴力示
威者噴上「禍必及妻兒」等仇恨字
句，住戶的玻璃窗被磚頭砸爛，小
童房間的睡床亦佈滿玻璃碎
■有網民「起底」一名女警的子女曾
拍攝電視節目及廣告，煽動逐一到
廣告商甚至孩子學校的相關帖文留
言攻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資料圖片

教局開學指引摘要
■教職員必須以和平、理性和合學校規定方式表達意見；任何人
不應利用學校作為表達政治訴求的場地，更不應鼓動中小學生
作政治表態或參與
■教師應提醒以中立客觀態度從不同角度分析事件，如學生受持
續情緒困擾及出現較強烈情緒反應，可轉介予專業人士支援
■處理可能出現的罷課訴求：
○罷課會影響學校正常運作和剝奪學生學習機會，亦會牽動情
緒、衍生壓力，破壞校園和諧
○學校須在開學前或初期，掌握號召學生罷課具體情況，並與
教師、家長、校友等解釋校方立場，籲請其配合和接受
○表達意見有很多合適方法，學生不應為此而罷課；如有學生
提交家長信，為子女申請放假以參加罷課，學校應與家長溝
通，表明學校立場並作合適跟進
■若教職員未經學校批准而缺席或沒有履行職務，學校須明確指
出其行為不當，並按《資助則例》、《僱傭條例》及相關校本
政策處理
■對所謂「罷課不罷教」口號，學校須確保不影響學生正常學習
機會及不偏離學校教學安排
■應對校園欺凌：
○任何人均不應因立場、政見，或家人職業、背景等而作出仇
視和暴力行為，包括欺凌對方或其子女
○學校宜重新檢視校本反欺凌政策及措施，向學生及家長解釋
政策要點，並特別留意高危學生及他們與同學相處情況，如發
現欺凌事件必須即時制止並加以輔導
○小心保障學生及家人個人資料，絕不可向外披露任何學生的
家庭背景

「咒警黃師」被踢出校網架構表

民建聯：逾百家長憂子女安全

■教育局就新學年開學發出指引。圖為一所小學的開學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姬文風）香港華人基督教
聯會真道書院助理校長戴健暉
上月底在 fb 發帖，惡毒詛咒警
察子女「活不過 7 歲」及「20
歲前死於非命」，引起全城批
評。校方再發聲明，指已成立
「專責委員會」嚴肅跟進，並
向校董會及教育局提交報告。
翻查該校網頁的更新版「架構
表」，昨日暫未有見到戴健暉
的名字，其原有職務由學校的
首席副校長代替，未知是否涉
及人事調動。

梁振英促辭職保尊嚴

另外，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
英昨日則於 fb 發帖指，真道書
院有警察子弟就讀，再次促請校
方革除戴健暉所有職務，「如果
戴健暉想保留僅餘尊嚴，請辭
職！」

真道：報告已交教局

真道書院校監鍾嘉樂前日在
校網發聲明，批評戴健暉 7 月 28
日所發帖文，有損各持份者對該
校的專業形象，而帖文經擷取、
轉載及公開後，更引致各界人士
不安，校董會翌日已表明對事件
深感遺憾並予以譴責。
聲明續指，真道書院校董會
其後召開緊急會議，並按既有程
序及規章成立「專責委員會」嚴
肅跟進，經委員會深入了解及商
討後向校董會提交報告，報告並
獲全體校董一致同意接納，而有
關報告亦已呈交教育局。
聲明強調，校方對師生、家
長、校友及各界人士的關懷深表
謝意，期望能專心迎接新學年來

■梁振英在 fb 要求戴健暉自行
辭職。
梁振英fb截圖
臨，讓學生能在充滿關愛的校園
愉快學習。不過，書院未有具體
交代如何跟進戴健暉事件。
香港文匯報昨日翻查該書院
的網頁，發現該校的「架構表」
近日曾作更新，全校數十名老師
中只有戴健暉名字被刪去，而其
原先擔任的外務部主管、入學組
（ 中 學 部 ） 及 DSE 統 籌 組 職
務，均改由書院首席副校長彭永
聰負責，未知是否涉及停職或離
職情況。

教局將評估專業操守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回覆
香港文匯報時確認，真道書院
已就個案完成調查，並提出一
系列跟進行動。局方已收到相
關報告，惟不適宜代表校方交
代報告的細節。教育局將因應
報告所提供的資料，就涉事教
師專業操守進行評估，「以考
慮是否需要在教師註冊上做一
點事，惟這並非一個輕易決
定。」
他重申，涉事教師言論極不
合適，社會上對老師的專業操守
和品德有較高期望，「老師是學
生的榜樣，一言一行都要很小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