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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責任編輯：常 樂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所謂反修
例風波持續影響學界安寧，不但衍生校園
暴力及欺凌亂象，更多次揭發「黃師」專
業失德問題。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昨日
舉行會議，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強調會認真
處理涉及老師投訴，不枉不縱。就有議員
建議政府撥款予學校安裝閉路電視，保護
學生免受校園暴力。楊潤雄解釋，這並非
校舍標準設施，但如個別有需要學校遇財
政困難，局方可作個別考慮。
委員會主席、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在昨
日會前收到兩名議員有關議程的建議，民
建聯議員蔣麗芸希望加入3項議程，包括
「於課室內增設閉路電視」、「檢討《教
育條例》議程，討論就教師違反專業操守
的程度而設立不同罰則的指引」，及「安
排家長教育」。新民黨副主席容海恩則提
出成立小組委員會，檢討幼稚園及中小學
教材的編制。
會上，針對教育專業失德個案，楊潤雄強
調，局方會密切監察，認真、嚴謹及全面地
處理有關教師的投訴，不枉不縱，「我哋會
全面去睇，花時間做每一個調查，將不專業
的教師抽出來，保障其他絕大部分的專業教

師免受不必要的調查及譴責」。

張國鈞質疑教局處理欠彈性
民建聯議員張國鈞質疑教育局對涉事教

師的處理只得「放過」或「死刑」兩個選
項，有欠彈性。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楊何蓓
茵回應說，在現行《教育條例》下，常任
秘書長於特定情況下可取消教師的註冊或
不為他們註冊，但無權力處理教師專業失
德問題。
但她強調，教育局仍可譴責相關教師，並

要求學校作後續監察，「我們絕非做過就算
數，假如一名受過譴責的老師再犯，我們會
加起來一併考慮，涉事人是否仍然適合擔任
教師。」
民建聯議員蔣麗芸建議教育局撥款予學

校安裝閉路電視，楊潤雄解釋監察儀器非
校舍標準設施，每間學校需求不同，持份
者意見亦有不同。如個別學校獲得持份者
支持，願意去做而財政上有困難，可主動
跟教育局商討，局方願意個別考慮。

煽暴派否決追究違紀老師議程
會上，煽暴派否決了即日討論由民建聯

議員葛珮帆提出的「要求教育局嚴肅追究
違法違紀老師，包括發放煽動仇恨言論和
慫恿學生參與非法集會或街頭暴力事件」
及「向所有學生呼籲不要在網上發放任何
暴力罪行或仇恨言論」等議程，葉劉淑儀
表示，她會安排於下次會議展開討論。
同時，由於會議時間不足，加上議程即
時獲得通過，在立法會內已有其他3個小組
委員會的申請等待處理的情況下，短時間
內未必能成立委員會，故葉劉淑儀決定將
容海恩提出、成立小組委員會檢討幼稚園
及中小學教材的編制的建議納入待議事項
內，稍後再作討論。
立法會雖無法於短期內成立研究小組，

但葉劉淑儀會後透露，自己收到大量中小
學、甚至幼稚園的家長向她提供很多中小
學的教材，顯示有教師在校內散播一些偏
頗的政治理念，更擔心學校偏頗的教材會
對學生產生非常不良的影響。
為此，新民黨將會率先成立一個監察中

小學及幼稚園的教科書、教材、工作紙，
甚至試卷的小組，研究有關問題，並將設
立熱線及交流平台，歡迎家長向該黨提供
材料並作出投訴，及向教育局跟進。

楊潤雄：不枉不縱處理失德教師投訴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姬 文
風）自稱「守護
港大聯署小組」
的一群黑衣魔，
向港大校長張翔
發 「 最 後 通
牒」，「命令」
他必須在前晚7
時前答應他們
「開對話會」、
「譴責警暴」等
四項「訴求」，否則就要破壞港大
校園。張翔昨日向全體學生發信時
強調，尋求對話毋須發出「最後通
牒」，他願意在本月內舉行師生論
壇，共同探尋前路。不過，黑衣魔
以會面「無實際詳情」等為由，借
意率眾到校長辦公室外貼文宣標語
及噴漆，其後更到校長寓所外大肆
塗鴉，並以雪糕筒、竹枝等雜物堵
塞寓所大閘。

期望月內辦師生論壇尋前路
張翔昨日上午向學生發公開

信，信中強調港大是自由和知識
的堡壘，堅持理性的辯論和探
索，致力以知識、智慧及想像，
開創新天，而自己有責任捍衛多
元價值，互相尊重，讓同學能在
一個開放和安全的環境下學習和
建構學問。
就有人要求他公開答應不同的

訴求，部分更提出「死線」，否
則「行動升級」，「我希望同學
們知道，要找我傾談，不需要最
後通牒。」
張翔強調，他重視與同學真摯

的對談，過去幾個月來，也一直
在公開和私人、或大或小的場
合，和同學們會面。過去幾個月
來，他一直跟同事朋友思量如何

破解困局，包括怎樣在真誠、信
任、尊重的基礎上，理解大家心
底的創傷，並期望在月內舉行一
場師生論壇，一起探尋前路。

黑衣魔雜物堵校長寓所大閘
向張翔發出「最後通牒」的所

謂「守護港大聯署小組」日前聲
稱會「行動升級」。昨日中午，
約50名黑衣魔就在港大校長辦公
室外聚集。有人聲稱不滿張翔提
及的師生論壇「無實際詳情，包
括時間、地點及人物、對話是公
開或閉門形式」，要求校方立刻
交代。
港大副校長（教學）何立仁現

身解釋，表示張翔日程繁忙，同
時要顧及場地安排等，是故暫未
能確認細節，但強調正積極安
排。
何立仁與黑衣魔對話約半小

時，惟對方仍不收貨，有人即在
校長辦公室牆上貼上文宣標語及
噴漆。其後，約十多名黑衣魔在
港大校長寓所外出現，有人在地
上寫上「張翔可恥、背棄學生」
字句及塗鴉，有人更搬來垃圾
桶、鐵馬、小巴站牌、雪糕筒、
竹枝等雜物堵塞寓所大閘，一度
引起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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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 屯門多
處於周一（10月 28日）傳出不明氣
體，黑衣魔聲言是因為警方大興行動基
地「測試催淚彈」所致。消防處昨日透
露，消防員當日曾進入大興行動基地，
並沒發現不尋常氣味。
警方昨日在記者會上重申，並沒有在大

興行動基地測試催淚彈或任何不明氣體。
消防處副消防總長（新界北）郭柏超則表
示，當日下午3時33分至4時25分之間，
消防處共接獲18宗在屯門區有刺鼻氣味的
緊急召喚，並在接報後立即派員到報案人
所指的屯門西北游泳池調查。
當時，到場的消防員曾依稀聞到氣

味，但及後探測器顯示已再無不明氣
體。其後，他們進入大興行動基地，也
沒發現不尋常氣味。隨後兩日，他們再
在有關範圍調查，均無所穫。

環保署：擴搜索範圍未發現
環保署則表示，當日共接獲10宗投

訴，調查人員在大興行動基地、寶怡花
園、海麗花園、屯門西北游泳池等一帶
進行調查，未察覺任何明顯異味或可疑
氣味源頭。該署其後兩天再派員到區內
調查，並擴大範圍，其間沿途檢視路面

渠蓋、食肆及工業大廈排氣口等，均未有發現。
環保署指，曾就天氣和空氣質素監測站數據作

分析。當日中國華南地區受一股南移的東北季候
風影響，香港於中午後開始由東風轉吹西北風，
帶來污染物水平較高的氣團，使本港多區的污染
物濃度在中午前後上升至較平常高的水平。
環保署續指，在秋冬季節，這個污染物濃度較高

的水平會不時在本港出現，並覆蓋本港多個地區，
不限於屯門。空氣中的臭氧對人體刺激性較強，但
當日的濃度以秋冬季節來說，並非特別高，少於今
年9月錄得的最高濃度的一半，故亦未能斷定臭氧
是引起刺鼻氣味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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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魔以雜物堵塞港大校長寓所大閘。
《學苑》fb圖片

圖1

圖3

香港文匯報訊 教聯會及11個教育團體
代表日前與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會面，表達
對校園欺凌、專業操守及守護學生的意
見。楊潤雄在會上重申，局方對欺凌等一
直採取「零容忍」政策，並支持教育界共
同努力遏止校園欺凌及暴力事件，及繼續
支持各學校嚴肅跟進個別個案。
教聯會代表在會上反映學界正經歷前所
未有的挑戰，因政治而引致校園欺凌時有

所聞，學生參與暴力行為觸目驚心。他們
期望教育局負起領導責任，團結業界，包
括制止學生參與暴力示威活動，禁止社會
上的撕裂在校園出現，還校園安寧。同
時，與會者提出當局必須加強基本法及國
情教育，及建立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楊潤雄表示，支持教育界共同努力遏止

校園欺凌及暴力事件。面對今年的挑戰，
教育局一方面已加強推廣以「感恩珍惜，

積極樂觀」為主題的承諾日活動，聯同全
港學校為學生共建和諧校園，並在暑假期
間已經與學校界別共商，及發出指引。

林超英在網誌撰文表示，他在查看天文
台和環保署的空氣污染記錄後，發現

周一下午屯門吹西北偏北微風，臭氧水平在
中午後飆升，一氧化碳亦上升，是典型北風
把北面的污染空氣吹到香港境內的情況。周
三，他見有報章報道事件對人的影響比一般
臭氧大，更有小寵物「死亡」，故再嘗試還
原周一的情景。

靶場隨風飄海 基地方向不對
林超英指出，當日下午屯門一帶吹西北偏
北微風，從圖1可見，就算靶場有任何氣體

產生，都會隨風飄出海，加上青山擋在屯門
和靶場之間，故靶場可剔出可疑名單。
他續說，消防處收到不明氣體報告的地

點，大致在圖2標記1至6的範圍內，即1.良
景邨、2.寶山邨、3.屯門天主教學校（附近
為大興行動基地）4.山景邨、5.永隆中學及
6.洪祥路。
為了解不明氣體的移動情況，他分析了各

消防報告的時間，發現最早15分鐘的報告
全來自黑圈內，其後報告範圍逐步向南擴
展，認為有4點值得注意。
首先收到的報告均局限在一條「走

廊」，兩旁地區似不受影響，否定了臭氧
之類區域性污染的說法，而指向一個規模
不太大的局部地區性源頭。其次是氣體逐
步向南擴散，走廊的方向與背景的西北偏
北微風大致吻合。
其三是自標記6再往南便未有報告，即不

明氣體一路走一路稀釋變淡。最後是不明氣
體維持一段時間後即消失，顯示源頭是短暫
排放，即可能是由人控制。
林超英提到一段值得注意的新聞，是位於

良景邨以北、寶山邨附近的礦山村，有動物
收容所稱當日近4時，人和動物均出現咳

嗽、流眼水和鼻水甚至嘔吐情況，需緊急撤
離。
他指出，礦山村和寶山邨均位於大興行動
基地的西北方，如基地有釋放不明氣體，在
偏北風控制下，不可能飄到這兩個地方，故
可否定基地是不明氣體的源頭。且基地位於
氣體走廊東側而不是正中，也是基地並非氣
體源頭的旁證。
至於源頭是哪裡？林超英指從立體地形圖

（圖3）檢視，見礦山村位於氣體走廊上
游，後面只有山，再沒有其他民居或工廠
區，認為有關部門應往上址查看。

為黑衣魔屈警放催淚煙喊冤
林超英表示，要為警察喊冤，因當晚屯
門有人在沒有科學調查下就指警察秘密放
催淚煙，「聚眾鬧事，結果搞到真的要放
催淚煙驅散」，現在顯示不明氣體來自他
處，直指「當日到街上鬧事的人不知有何
感想？」
他最後指，凡事必須用常識和道理去分

析，才決定應對行動，切忌先入為主，或被
怨憤和仇恨蒙蔽心思，否則易做錯事，將來
後悔莫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 屯門多個地點於周

一（10月28日）傳出刺鼻氣味，黑衣魔和煽暴派

即一口咬定「毒氣」是警方在大興行動基地「亂放

催淚彈」，以至是解放軍駐港部隊在青山練靶場演

習所致，更以此為借口連續多晚聚眾鬧事。天文台

前台長林超英在網誌中指出，經分析當日的天氣資

料後，可排除不明氣體來自該兩處，並相信這些刺

鼻氣味或來自屯門北面的礦山村一帶。他表明要為

警察喊冤，更強調凡事必須用常識和道理去分析，

切忌先入為主，否則很易做錯事，將來後悔莫及。

圖2

■教聯會及11個教育團體代表日前與教育
局局長楊潤雄會面。 教聯會圖片

■屯門、青山一帶立體圖，10月28日下午吹西北偏北風，1-6標記不明氣體報告位置。 網誌圖片

◀不明氣體報告範圍，黑色圈：下午3:30至3:45報告範圍；紅色圈：下午
3:46至4:00增加範圍；藍色圈：下午4:00至4:30增加範圍。 網誌圖片

▲氣體擴散立體地形
圖。 網誌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