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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渠道支援 嚴防校園欺凌
縱暴派謀煽欺凌禍校園 各界保護學子免遭毒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近月香港社會瀰漫暴戾緊張氣息，

煽暴派和縱暴派都將矛頭指向維持社會秩序的警隊。開學在即，有

部分激進分子更企圖將欺凌仇恨帶入校園，令各界關注及憂心。為

進一步幫助構建安全穩定友善的校園環境，全國政協原常委陳永棋

等跨界別人士昨日宣佈成立「校園欺凌關注組」。他們指出，以往

有家長或懷疑個別老師未必能夠在學校欺凌事件中公平對待學生，

關注組希望可提供學校以外的民間渠道跟進事件，為受校園欺凌者

提供更多反映渠道，包括在接獲求助個案後轉介教育局和學校跟

進，舉辦工作坊、聯絡心理學家支援等，保護所有有需要支援的學

生。

■「保港」
譴責教協縱
容教師在校
園內濫用暴
力及散播仇
警言論。

■一批自稱城大師生校友者發起集會，
要求與校長郭位「公開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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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2015年的一項研究，香港中學生

遭受欺凌的比率逾三成，於72個參與國
家或地區中最高，反映欺凌問題嚴重。
在香港近日連串事件中，煽暴派和縱暴
派不斷散播仇警訊息，有人更威脅要在
開學後孤立甚至傷害警員的子女，「禍
必及妻兒」（見另稿），令人擔憂校園
欺凌情況會變本加厲。
「校園欺凌關注組」昨日正式成立，
召集人為全國政協原常委陳永棋，副召
集人則包括全國政協委員王惠貞、前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楊耀忠、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張國鈞，以及黃大仙區議員譚美
普。

設WhatsApp求助轉介跟進
關注組指出，他們會通過網頁或
WhatsApp等途徑，讓被欺凌者、家長
及同學提供受欺凌資料，並轉介教育局
及學校跟進，同時會舉辦工作坊、聯絡
心理學家支援、提供預防校園欺凌建議
等，以及收集各界對校園欺凌的意見，
供特區政府參考，希望喚起社會對校園
欺凌事件的關注，齊心合力向校園欺凌
說「不」。

陳永棋：拒絕校園撕裂
陳永棋在昨日記者會上解釋，校園欺
凌影響深遠，加上近月社會氣氛緊張，
爭拗不斷，人與人之間缺乏應有的信
任、尊重和包容，令受欺凌的學生更感

徬徨、變得內向、缺乏自信心、對前途
感到悲觀，他不希望社會撕裂帶到校
園。

張國鈞：助沉默者發言
張國鈞透露，自己過往曾接觸過的校
園欺凌事件中，有家長懷疑老師正是不
公平對待學生者，故不願直接向老師或
學校呈報，關注組希望可成為額外的民
間渠道，從中支援協調轉介，確保學校
欺凌事件可獲得處理，保護有需要的學
生。
他強調，關注組的工作並非要針對
個別學校或老師，認為大多數老師都
能秉持專業操守，但事實上是，近日
接連見到有網上群組呼籲將學校內警
員子女的資料作整合，聲稱開學後要
對他們「有所行動」， 認為社會及學
校都應該多做工夫，預防開學後出現
問題。
楊耀忠亦指，發覺個別老師將政見強
加於學生，令學生感到壓力，又或對某
些職業、背景帶有強烈褒貶。他認為，
語言欺凌不要得，要關注校園內不同形
式的欺凌。王惠貞則指，身為母親不願
見到子女在校園受到欺凌，希望任何人
都不應將政治意見帶入校園。
如遇上校園欺凌的學生、家長等各界

人士，可透過「校園欺凌關注組」face-
book 專頁，網址 www.antibullyinghk.
com，以及WhatsApp 5648 6673與該關
注組聯絡。

針對開學後可能出現的校
園欺凌情況，教育局及多個
團體正密切關注，並制定指
引及準備提供支援，同一時
間，激進分子在網絡煽動仇

警、報復警察子女的行動，亦隨着開學日
漸近而更見活躍。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
網上不同平台見到多則活躍度高的帖文，
均涉及煽動仇警、杯葛、欺凌警察子女，
甚至有人鼓吹同學用鉛筆插警察子女眼，
而這些瘋狂恐怖言論，不僅受到不少激進
分子的和應，更有人為其逃避法律制裁
「出謀策劃」。
「連登」討論區連日來多則帖文都與欺

凌、杯葛警察子女有關，其中一帖文不僅
用「警犬」等詞彙侮辱警察，更表明「禍
必及妻兒」。該帖聲稱「聽到大叔與師奶
對話」，稱大叔近日購買大量牛眼供其十
一二歲的女兒「練習鉛筆插眼」，藉以煽
動學生開學後找機會用鉛筆插警察子女的
眼睛。
發帖者更附上多張警察吞槍自殺製圖，

陰暗、卑劣的內容，令人閱讀後感到恐懼
及精神緊張。其他激進分子則熱烈「探
討」犯案不用留案底的年紀，企圖利用兒
童犯案。

「連登仔」揚言玩杯葛
除了令人不寒而慄的欺凌、威脅、恐嚇

外，有帖文更提出陰險招數，包括不要欺
凌而是杯葛警察子女，因為「這樣老師無
法介入，被人孤立的感覺很難受」、「杯
葛、言語欺凌、令警察子女無朋友，精神
欺凌比物理上勁的多」云云，還有貼文污
衊「警察子女擁有父親暴力基因」、「好
危險」，恐嚇他人「要遠離警察子女」。
在轉載媒體報道「香港警務處警察機動

部隊總部校長莊定賢13歲女兒在學校被體
育老師灌輸其父親工作令人感到惡心」的
報道的帖文下，不僅沒有正義的同情，反
而有眾多回應惡毒表示其遭遇「抵×
死」，甚至詛咒「希望他的女兒被人欺
凌。」
自稱「火爆姐」的關穎怡在fb開設的「火

爆姐 n 本小姐」專頁，前日亦發文煽動學生
仇警及杯葛警察子女，聲言「開學第一日，
同學望住有個警畜老豆/老母嘅你」，並配有
可見到多個帶有厭惡眼神的漫畫人物，主題
標籤更寫明「記得問下同學仔父母做咩職
業」、「禍必及家人」云云，相關帖文被轉
載數百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網煽報復警子女 狂徒恐嚇「筆插眼」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縱暴
派之一的教協為一己之私，將莘莘學子
變成「政治籌碼」。「保衛香港運動」
約30名成員昨日到教協示威，譴責教協
縱容教師在校園內濫用暴力及散播仇警

言論，利用學校作為表達政治訴求的地
方，破壞學校的正常運作，更令未成年
的學生被捲入政治漩渦，要求教育局取
消煽暴者的教師資格。
教協罔顧家長的擔憂和學界的呼聲，

上周六發起所謂的教育界遊行集會，煽
動遊行罷課，企圖將教育與政治捆綁，
荼毒莘莘學子。「保衛香港運動」約30
位成員到旺角教協示威，強烈譴責教協
煽動學生罷課，利用學校作為表達政治
訴求的地方，破壞學校的正常運作，更
令未成年的學生無辜被捲入政治漩渦，
失去正常學習的機會。

赴教協示威譴責煽罷搞激
主席傅振中表示，教協發起所謂教育

界遊行集會，煽動學生遊行罷課，企圖
將教育與政治綑綁，荼毒莘莘學子，更
點名批評教協理事張銳輝卑鄙無恥，縱
容煽暴派政棍煽動學生罷課，稱「他們
有表達政見的權利」、「老師要讓他們
實踐」云云，甚至鼓動老師在校內搞衝
突，促老師回校進行開學會議時，「唔
好怕和同事或校長有衝突。」
他續批評，教協另一理事、通識科老

師方景樂亦聲言，「老師一定要企響示

威學生那邊」，不僅言論立場偏頗，其
騎劫學生、進而騎劫家長的狼子野心，
昭然若揭。
傅振中並點名批評，英華女校教師

蘇瑋善在旺角涉嫌非法禁錮女途人、
真道書院助理校長戴健暉發出惡毒的
咒詛警察子女言論、嘉諾撒聖心書院
通識科教師賴得鐘在網上發佈仇警言
論等，均已令教師的專業形象嚴重蒙
污受損。
他要求教育局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七十

九章《教育條例》第四十七條，即在教育
局常任秘書長覺得該教員不稱職、認為足
以構成專業上的失當行為者，或認為不利
於維持該教員任教的學校的良好秩序及紀
律者，取消有關人等的教師註冊。
「保港」成員之一的郭女士表示，身

為家長，她希望孩子在校園內學習知
識，而不是學習如何用暴力襲擊警察，
希望教協懸崖勒馬，還學生一個如期開
學的校園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社
會氣氛緊張，激進大學生多次提出要與
大學校長進行所謂「公開會面」，實質
是要聚群起哄宣洩情緒，並向大學校長
施壓甚至批鬥。昨日，一批自稱為城市
大學師生校友者在該校內發起集會，要
求校長郭位到場「公開會面」。城大校
方質疑，昨日集會夾雜了大多數非城大
師生，代表性存疑，並堅決反對任何人
利用大學進行政治動員及宣傳，將大學
變成政治表演的個人平台。
城大學生會臨時行政委員早前單方面
發佈消息，稱已「邀請」郭位於昨日的
集會「公開會面」。儘管郭位已明確回
覆不會出席，但集會仍「如期」於昨日

舉行。

縱暴派摻雜脅迫現身
一批城大的教職員、學生及校友，以

及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
教授陳家洛、教協會長馮偉華、香港理
工大學社會科學系前副教授何芝君、立
法會前議員李卓人、大律師李安然等與
城大無關係者均到場更公開發言。教職
員協會主席謝永齡等聲言，郭位對社會
問題「置之不理」，更將標語貼在郭位
辦公室所在的行政大樓門外。

校方質疑集會淪政治騷
城大校方其後以《校園不宜作為政治

訴求場地》為題向師生校友發電郵，強
調郭位經常於各大小場合與師生各界交
流，但大學管理層一致認為，校方與學
生在理念上的溝通清晰明白，由學生會
進行公開對話無助解決社會問題，也沒
有新的討論點，反而會引起並加劇持不
同政見及背景的校友師生之間的矛盾，
造成更嚴峻的對立。
城大昨晚進一步發放新聞稿強調，尊

重和平理性討論議題，但不能容忍任何
形式的暴力行為或言語暴力，亦不允許
有人乘機把政治紛爭帶入校園，質疑昨
日集會夾雜了大多數非城大師生，代表
性存疑，校方堅決反對任何人利用大學
進行政治動員及宣傳，把大學變成政治

表演的個人平台。
城大並提到，校方近日收到大量各種

不同意見，許多反對校外人士在校園內
從事非教研活動，也反對校長參加欠缺
新論又無討論氣氛的公開論壇。因應社
會局勢升溫，校方已成立緊急事故應變
小組，統籌各學系部門為師生提供適時
及適切的支援。

香港文匯報
訊 （ 記 者 馬
靜、張寶峰 北
京報道）香港出
版總會會長李家
駒昨日表示，香
港近期連串暴力
衝擊，令人感到
香港部分青年對
國家了解不夠，培養正面價值觀的需求
也很迫切，香港出版界已有共識，要在
下半年及未來一段時間出版更多有助於
青年人培養正面價值觀的正能量讀物。
李家駒昨日出席第二十六屆北京國際

圖書博覽會開幕禮時表示，香港出版界
強烈譴責不斷升級的暴力行為和破壞事
件。「在國際經貿摩擦的大背景下，香
港經濟本已出現下行壓力，而這些極端
示威者的行為進一步破壞了香港的經濟
秩序和社會安寧，更嚴重傷害了香港的
營商環境和國際形象。」
在談到暴力行為對本港出版業的影響

時，李家駒表示：「近段時間以來，不僅
零售店，香港很多書店都被迫關門，因為
大家不知道還會發生什麼事情，亦擔心員
工安全，讓圖書零售業備受打擊。」

嘆新一代對國家欠了解
他以不久前舉行的香港書展為例，指以

往每年人流都超過一百萬，但持續的暴力
示威讓人流量銳減，「往屆都有很多家長
帶孩子到展館看書，今年人數就很少。」
李家駒強調，香港出版總會希望香港

盡早止暴制亂，社會恢復正常秩序。香
港出版界及他本人堅定支持「一國兩

制」，對於極端示威者污損國旗國徽的行為，是
絕對不能容忍的。
他直言 ，近期暴力衝突事件令港人擔憂，也

令許多人感慨：香港青年一代對國家了解不夠
多，令人感到深入了解香港年輕人的想法、幫助
他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是一件很迫切的事情。香
港出版界將盡最大努力，為香港青少年提供更多
更好的正面讀物。
「香港各界都十分關心下一代的成長。出版界亦

達成共識，正在討論下半年出版更多正面價值觀的
讀物，帶給不同年齡段的孩子。」李家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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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港」促教局將縱暴師「釘牌」

「閒雜人等」襲城大 謀脅校長玩政治

■■左起左起：：張國鈞張國鈞、、王惠貞王惠貞、、陳永棋陳永棋、、楊耀忠楊耀忠、、
譚美普譚美普。。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有「連登仔」鼓吹同學用鉛筆插警察子
女眼。 「連登」截圖

■李家駒。
香港文匯報
記者馬靜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