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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爆謝振中子女就讀學校 揚言「肯定他們是第一個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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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全港大中小
學今日開學，惟有激進政治團體煽動罷課，
意圖以犧牲學生學業前途作威脅，迫使政府
回應所謂「五大訴求」。對此，中學校長會
主席鄧振強昨日表示，教育界正面對重大挑
戰，包括如何維持校園運作、支援情緒有需
要的學生，他強調政治團體不應再將政治帶
入學校，希望學校能成為一個安全避風港。
香港校董學會亦發聲明反對罷課，又指極度
關注教師及學生牽涉暴力行動，強調教師應
該緊守崗位，並給予正確指導。

教師言行需符專業守則
鄧振強昨日於電台節目中表示，因反修例
而生的罷課行動，學校新學年面對的挑戰較
6月時更大，時間亦更長，他強調教育界絕
不支持罷課，但面對學生相關訴求時，學校
亦需要妥善處理確保順利開課。他引述教育
局早前的指引指，學生缺課需要先交家長
信，校方會主動向家長了解並重申學校反對

罷課的立場。他亦重申，面對社會嚴重撕裂
的情況，教師對自己的一言一行均需要符合
專業守則，抱有和平、理性的態度為學生解
答疑難，但不一定要表達個人政治立場。
就社會事件對師生情緒的影響，鄧振強指如

何支援有需要學生也是學校急迫要面對的問
題。他認為，學校任重道遠，需要在社會嚴
重撕裂情況下，為孩子提供安全環境，再次
呼籲政治團體不要將政治帶入校園。他建議
校方可進行教學調適，彈性紓緩學業壓力及
處理問題，以柔性、溫情的態度照顧學生。
鄧振強又強調，學校老師與學生溝通時，

可聆聽他們的需要，但一定要貫徹和平、理
性、非暴力的道德底線，而學校亦非政治辯
論場所，即使對政治問題持不同看法，師生
均有不分享意見的權利，希望大家在和平、
互相尊重的環境中共處。

校內罷課不利學生學習成長
香港校董學會亦發聲明，重申明確反對罷

課，認為校內罷課只會讓寧靜的學習園地成
為政治爭議之地，對學生學習與成長十分不
利，長遠更造成學校不良風氣和紛擾。該會
提醒各校辦學團體、校董會及學校行政團隊
有責任提醒教師，絕不可鼓勵學生罷課，強
調他們要緊守崗位，絕不可違反教育條例。
香港校董學會又指，極度關注有關修例事

件的示威抗議接連在多處引發暴力及衝突，
而當中更牽涉少數教師及學生參與其中，更
令人深感不安。該會強調，學生若參與校外
示威活動，可能會遭遇危險，甚至誤墮法
網，呼籲教師向學生加以勸解及指導。
青年輔導機構亦呼籲注意開學情緒健康，

青協業務總監徐小曼指，周末的重大事故有
「恒常化」情況，無論是曾到現場參與衝
擊，還是只在網上接觸媒體資訊的年輕人，
均會產生不同的情緒，提醒各界多加關注。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副主席何玉芬則表示提醒
青少年學生，不要讓仇恨蓋過理性，不以對
方的身份、出身去標籤任何人。

教界籲勿滲政治 讓學校成安全港
全國政協常委陳馮富珍全國政協常委陳馮富珍：：
校園生活是人生中最美好、最寶貴的時光，呼籲廣大同學珍惜學
業，不要參加罷課及暴力示威行為，為自己美好前途做好裝備。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
呼籲學生們珍惜學習機會，不要浪費時間、前途，還有父母和社會
的金錢。港生未來的競爭不只在香港，還要跟全國、全球競爭，要
好好裝備自己。我相信大部分港生都是愛國愛港的，他們有熱情和
衝勁，希望大家能把衝勁轉化為有建設性的力量。

全國政協常委余國春：
近月香港被示威和暴力行為所籠罩，我們很痛心一些年輕人、特別
是學生被蠱惑和利用。開學的日子希望同學們靜下心來，重返校
園，把大好的青春時光用來勤力讀書、增長知識，藉此展現人生價
值，實現個人夢想。

全國政協常委林淑儀：
近3個月的動亂已給香港的經濟和治安帶來嚴重傷害，基建破壞嚴
重，市民已經受夠了。開學日希望莘莘學子安全上學。全港打工仔
緊守崗位，一齊用行動止暴制亂，盡快恢復安寧，重建繁榮穩定的
香港。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施榮懷：
此次暴亂中有人不斷煽動年輕人做前鋒，又組織在開學之際罷課讓
政治入侵校園，根本是反對派企圖透過政治鬥爭「綁架」青少年。
更有暴徒煽動欺凌警察子女，我們必須呼籲各學校密切關注，讓孩
子遠離欺凌與暴力，還他們寧靜的校園。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王惠貞：
學校不能淪為鼓吹政爭對抗、散播仇恨的溫床，政府、辦學團體、
校方必須態度鮮明反對罷課，嚴肅處理煽動罷課的師生，同時施以
更大的愛心和耐心引導學生正確認識反修例風波，引導學生遵紀守
法、珍惜學業，切勿走上違法暴力、自毀前程的邪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政協委員籲學生勿罷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對於有激
進網民指名道姓「起底」警察子女及其所
就讀學校，威脅在開學後要對警察子女不
利，教育局昨晚回覆香港文匯報時強烈呼
籲，該等提出趁開學日採取行動者應臨崖
勒馬，切勿傷害無辜學童或損害其學習利
益。局方又強調，對於校園欺凌教育局及
學校均有清晰的「零容忍」立場，必定會
嚴肅處理，如發現任何欺凌事件，學校必
須即時制止保護學生。
教育局表示，局方已就新學年的準備工
作，向全港學校發出指引，當中包括如何
處理校園欺凌，以及學校應預先制定、檢
視及更新其應急計劃，以應對可能出現的
情況。
而對教育局及學校來說，校園欺凌

「零容忍」立場非常清晰，必定會嚴肅
處理。如發現任何欺凌事件，學校必須即
時制止，保護受欺凌的學生。局方呼籲曾
提出趁開學日採取行動的組織或有關人等
臨崖勒馬，切勿傷害無辜學童，以及損
害他們的學習利益。
教育局又強調，已經與學校加強溝通，

確保在開學後密切觀察學生的情況，特別
是有較大機會受到社會事件影響的同學，
例如本身有情緒或精神健康問題、曾經身
處或目睹暴力事件，以及警務人員的子女
等。而教師亦會與學生及家長保持溝通，
如發覺學生受到嚴重或持續的情緒困擾，
會轉介他們予學校社工、校本教育心理學
家或其他專業人員，以便盡早接受適當的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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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鼓吹罷課不負責任

若為欺凌開脫 公義離我們愈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於激進政治
思維衝擊下，今年開學日學生的學習及校園
安寧都受到罷課主張威脅。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昨日發表網誌，強調教育歸教育、政治歸
政治，學校絕不是表達政治主張的場地，鼓
吹罷課不負責任。
他又寄語年輕人要好好把握自己的未來，
社會各界也有責任為他們提供一個尊重法
治、能向上流動的社會。
張建宗昨日於網誌表達對新學年的看法，

勉勵學生要精神抖擻、正面和積極地迎接新
學年。他強調，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
學校絕不是表達政治主張或訴求的場地。

讓孩子享安全和諧學習環境
他表明，鼓吹罷課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

罷課有違教育基本原則，促請教師緊守崗
位，讓學校如常運作。他並懇請各界以守護
孩子為大前提，讓孩子享有安全、和諧、穩
定和清靜的學習環境。

張建宗提到，近日多名香港青年於第四十
五屆「世界技能大賽」取得驕人成績，參賽
者都能夠實現自己理想發光發熱，並踏上國
際技能舞台接受挑戰，令人鼓舞。
他認為青年是香港的未來，每一個香港市

民都有責任為他們提供一個安居樂業、尊重
法治，能向上流動的社會，希望大家能以和
平取代暴力，以對話取代對立，讓青年人都
能像技能大賽的選手一樣，以「技能改變生
命」，通過努力實現理想。

今天為新學年開
學日，惟修例風波
波及全港，莘莘學
子亦無端受到牽
連。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昨日發表網誌，對新學年情況表
示關注，強調對校園可能出現的欺凌
「零容忍」，若繼續為欺凌行為開
脫，只會讓公義離我們愈來愈遠，也
不應該將政治爭拗帶進校園。
修例社會風波牽連甚廣，陳茂波

於網誌指，社會氣氛緊繃，校園或
會出現校園欺凌個案，而網上呼籲
針對警員子女的校園欺凌行為，更
是令人憤慨。他續指，大家對欺凌

行為必須採取「零容忍」態度，並
需要嚴肅跟進和處理。

陳茂波：勿將政爭帶入校園
陳茂波強調，校園應該是孩子安
全地生活、成長的空間，各方均不
應將政治爭拗帶進校園。他指出，
社會意見分歧是常見的情況，但關
鍵在於學習互相尊重、理解、包容
和支持。若社會容忍孩子因為家庭
背景而受欺凌、容忍任何欺凌行
為，甚至為其尋找開脫的藉口，只
會令公義離我們愈來愈遠，令仇恨
的種子愈種愈深，令社會走上是非
不分的歧途。

陳茂波在網誌中亦概述了近期支
援學校的相關工作，他表示，鑑於
最近社會的紛爭有向校園蔓延的趨
勢，部分學生可能面對情緒困擾，
故社會福利署已在暑假期間提前推
出「一校兩社工」措施，以輔導情
緒受困擾的中學生。而今學年起，
全港460多所中學均會落實「一校兩
社工」，為學生作出各類支援。
另外，因應新學年開學家長要為

孩子添置文具、新書等，陳茂波指
政府上月公佈一系列紓緩措施中，
便包括在新學年全港逾90萬名中小
幼學生每人提供2,500元津貼，約有
超過90萬名學生受惠，加上年初財

政預算案提出向36萬名有需要學生
發放2,500元的津貼亦於8月陸續發
放，意味有需要學生前後可獲共
5,000元津貼支援，相信能為有關家
庭紓緩經濟壓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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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上周出席一個兒童暑期課程
結業禮。 陳茂波網誌圖片

激進滋事分子接連將警察「起底」，又煽動校園欺凌警察子女。
因為主持記者會而具較高知名度的謝振中，亦在開學日成為受

害者，其一家被暴徒在網上惡意「起底」，全家福照、住址、電話、
子女名字及就讀學校都在fb和討論區流傳，有人表示「禍必及家
人」，更有甚者列出一連串欺凌學童手段，如「aa膠痴（黐）張
櫈」、「拎銀包電話，跌入廁所」等。

警嘆：可向哪個執法部門求助
有暴徒更揚言，要去謝的子女就讀學校「接放學」，及形容他們好
可愛「一陣比（畀）暴徒打到毀容就慘」，又威脅「小朋友都咁話，
見到直接dum佢落街」，更稱肯定他們會是「第一個犧牲（的警察子
女）」，相關冷血言論，讓人不寒而慄、毛骨悚然。
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外務長李耀廷表示，該會未收到謝振中的求
助，但認為「起底」行為不可接受。李續說，對於被「起底」的同
事，佐級協會會提供一定的協助，如同事需要，該會可以幫助調宿
舍，或提供酒店房作臨時居所；協助同事子女轉學等，但李直言警方
作為執法的最前線，但其實亦是最後的一條線，對子女被「起底」、
欺凌，有時都是「求助無援」：「我們見到違法的行為可以執法，但
面對這些事，我們可以向什麼執法部門求助呢？」
香港警務督察協會主席伍偉基亦表示，過去兩個月已有不少同事被
「起底」及連累到家人，會方是予以強烈的譴責。伍偉基重申，「作
為警務人員是不會屈服的！這令我們更加團結及守護好香港！」

張民炳斥威嚇言論「離晒大譜」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直斥，相關網上威嚇言論「離晒大
譜」，認為警務人員有責任維持社會秩序及執法，絕不應因為履行職
務而受到不合理的攻擊。
他續指，「起底」惡行嚴重侵犯了個人私隱，部分別有用心者甚至以
此威脅兒童安全，社會大眾都應感憤怒，「縱然政見不同，均沒有任何
理由去威嚇其家人。」他認為警方需要嚴肅跟進和徹查，而涉事學校亦
要加強警惕，若校門有可疑人物徘徊，需要立刻報警，以保障學生人身
安全。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表示，網絡上的恐嚇性言論讓人擔心，「學校是

個和平、友愛之地，暴戾的言論肯定會讓人害怕。」他認為，警員子
女被欺凌，警方、學校等均需要採取適當的保護措施，例如警方可以
主動進行調查發表言論的人，作出公開警告，又建議學校如有需要應
臨時增聘保安員，加強學校治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余韻）暴徒毫無道德底

線，不單發起新學年9月罷課以學生作政治籌碼，更

「起底」警察及其子女資料，煽動威脅其年幼兒童的人

身安全。在開學日前夕，負責主持每日警察記者會的警

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成為受害者，其子女名字及就

讀學校亦被公開，更有激進分子列出一連串欺凌手段，稱

謝子女會是開學後「第一個犧牲」，無人性的程度令人

咋舌！教育界及多個警察協會強烈譴責此等惡行。教育

局亦強調會即時制止及嚴肅處理任何欺凌事件，呼籲提

出者臨崖勒馬，切勿傷害無辜學童（見另稿）。

▲有網民列出一連串
欺凌學童手段。

網上圖片

▶有狂徒揚言「肯定
他 們 是 第 一 個 犧
牲」。 網上圖片

■激進分子更揚言對謝振中一家不利。 網上圖片 ■謝振中 資料圖片

■有網民聲言會好好「保護」他們。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