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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責任編輯：郝 原 ■版面設計：陳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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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6月9日修例風波以來，
有5,890人涉嫌違法被捕，其
中2,345人為學生，約佔總數
四成。根據警方和保安局數
字顯示，被捕學生人數持續

上升，特別是在泛暴政棍及縱暴文宣的煽
動下，在9月開學後，大學生以至中學生參
與暴亂被捕人數如「井噴式」暴升，11月
更成為「學生暴亂月」，一個月內就有逾
1,300多學生被捕，其中11日的所謂「大三
罷」和「黎明行動」騷亂中，被捕的287人
中有190人是學生，其中的一名12歲男童涉
在掟竹枝落東鐵路軌、襲警和管有攻擊性
武器被控3宗罪。

年輕人淪「勇武」炮灰
至今有2,345名學生涉及「參與暴動」、

「非法集結」、「傷人」、「襲擊致造成
身體傷害」、「普通襲擊」、「縱火」、
「刑事毀壞」、「襲警」、「阻礙警務人
員執行職務」、「藏有攻擊性武器」、
「身處非法集結時使用蒙面物品」等被
捕，反映年輕人淪為「勇武」炮灰。

根據保安局數字，6月9日至8月31日有
257名學生被捕，9月開學後有274人被捕，

到了10月更倍增至約496人被捕。保安局
指，截至10月31日共拘捕3,001人，當中約
1,000人是學生，以此推算11月內約有1,345
名學生被捕，反映學生參與騷亂的人數增
加。

未成年被捕者勢過千
不僅被捕學生的人數倍增，未成年者被

捕的人數也令人震驚。最新的數字顯示，
在總被捕人數5,890人中，有910人為18歲
以下，而截至10月31日時只有430人，即
11月份內有450名未成年人被捕，還沒將離
開理大暫登記未即時拘捕的318人計算在
內。不計理大事件，警方更在11月11日拘
捕190名學生，佔當日拘捕287人的三分之
二，創單日拘捕學生人數新高。

警方指，被捕者年紀越來越小，干犯的
罪行更越來越嚴重，情況令人擔憂。在11
日被捕的學生中，有12人早前被起訴，其
中6被告分別來自中大、浸大、港大、教大
和專業教育學院，其餘是中學生。其中年
紀最小的12歲男童，涉嫌與另外8人在大埔
港鐵的路軌投擲59支竹枝、咬警員手指及
管有扳手，被控意圖危害乘客等的安全而
在鐵路上放置物品、襲警和管有攻擊性武

器罪。
就讀專業教育學院的17歲男生，則涉嫌

在屯門一間幼稚園藏有一枚汽油彈及一個
鐵槌，被控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罪。除了
汽油彈外，11月27日更揭發有18歲中六男
生將懷疑TATP烈性炸藥帶入馬鞍山校園，
被控管有爆炸品罪，現正還柙候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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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學生續增 12歲學童控3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自修
例風波以來，年輕人參與違法行動者越
來越多，涉嫌干犯的罪行亦越來越嚴
重，令香港社會各界擔憂。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未
來要重視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用理性方式處理分歧等。

教導理性處理分歧
楊潤雄表示，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
比例高，讓社會都在思考青年人的問題
出在哪裡，但認為將所有的責任都歸咎
教育並不公平，因為社會觀念、家庭
等，都會影響青年學生怎樣看待社會現
象，尤其是互聯網社交媒體的發展，也
影響了學生的行為和判斷。
他坦言，此次社會事件讓教育界意
識到，未來要考慮怎樣幫學生建立更加

正面的價值觀，讓他們明白自己的行為
如何會影響整個社會，以及教導學生如
何通過理性方式處理分歧等。

大學亟須做好管理
針對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相繼被黑

衣魔佔領，淪為「戰場」和「兵工
廠」，學校管理層備受質疑，楊潤雄表
示，法例下大學的日常管理和校園設施
等管理，均為大學管理層的責任，但經
歷此次社會事件後，教育局會與大學資
助委員會相約大學商討如何與大學合
作，在大學自主的大原則下能把管理做
得更好。
同時，教育局會與大學管理層討論，是
否要採取一些短期或長期的措施，例如限
制校外人士進入校園範圍、宿舍等，防止
類似影響校園的事情再次發生。

楊潤雄：培養學生正能量

張建宗和楊潤雄昨日在不同場合提
及近期事件中有數千學生被捕，

反映社會必須關愛學生，認為要檢討學
校價值觀教育當中的問題，並呼籲學生
不要以身試法、自毀前程，犯法的學生
亦需要接受法律制裁，家長、學校、政
府和社會要對培養好下一代負責。

梁美芬：須對自己行為負責
城市大學副教授、立法會教育事務

委員會委員梁美芬認為，有必要檢討中
小學教育，而要想改善教育存在的問
題，「必須不能再縱容。」
她認為，在今次社會事件中，雖然
特區政府初心是好，但的確做得不好，
出現多次政治判斷錯誤，但她強調不能
因此就不追究犯法者的法律責任，亦不
能因為身份是學生就不需要承擔責任，
教育界不能縱容，必須令學生知道做錯
事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對特別年輕的
罪犯，還需要有輔導人員跟進，但這些
人必須政治中立。
梁美芬強調，此次社會事件暴露有
許多中學生接受偏激思想，其中通識科
是一個問題所在，包括授課時間長、教
授內容的碎片化、老師任意教授、部分
授課老師的偏激思想對學生影響很大，
加之有影響力的人不斷宣揚「違法達
義」等政治歪理，質疑是否所有老師有
能力並願意分辨。
她認為，教育局採取可行的手段，
當遇到有散播仇警等偏激言論的行為
不檢點的老師時，要認真處理，「不
能迴避問題，年輕人的成長不等
你。」她相信，嚴厲處理舉報的問題
老師，至少能令有偏激思想的老師不
能肆無忌憚地影響學生。她並指出應
該主動平衡網絡言論，幫助學生公
平、客觀、合理地看待問題，而非沉

迷網絡傳播的思想和資訊。

葛珮帆：加強公民道德教育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委員葛珮帆

認為，香港教育制度太過着重學生的成
績，而忽略了道德教育，令他們使用暴
力傷害其他人的時候沒有了同理心，而
這次暴亂中許多所謂「抗爭手法」不僅
違法，更超越道德底線，她督促教育界
要反思，教導學生是不是要繼續只是看
成績，是否應該加強道德教育、公民教
育，加強學生對國家的認識、歸屬感。
她並批評，部分老師亦完全沒有專

業底線，帶學生參與違法行為，發表充
滿仇恨的言論，灌輸自己錯誤的價值觀
給學生，她希望培訓老師時，着重老師
的道德，培養他們對國家的看法、國家
意識和對專業操守的堅持。

鄧飛：「違法達義」遺害無窮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將軍澳香島

中學校長鄧飛認為，最重要的是引入
正軌的法制教育到中小學。他解釋，
「違法達義」這一扭曲說法被宣揚多
年，令人以為只要有所謂「目標公
益」就可以不擇手段，違反現在的法
律都在所不惜，但至今這一錯誤觀點
都沒有被有效的糾正，教育界沒有認
真批判相關說法，而法治教育多年來
亦停留在碎片化。
在價值觀教育方面，鄧飛認為，成

效和辦學團體有關，檢討全港情況時要
嚴謹處理，而相比價值觀教育，他認為
媒體素養教育更為重要和緊迫，「教育
局或者辦學團體在這方面的教育接近
零。」他指出，網絡資訊對現在年輕人
價值觀的衝擊很大，大過學校正規的價
值觀教育，因此學校要教育學生辨別網
絡媒體資訊的可靠性。

數千生犯法被捕
各界籲救救孩子
社會暴亂擾攘近半年，社會

破壞嚴重，然而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

諸多年輕人因犯法被捕。政務司司

長張建宗昨日指，在近6,000名被捕

者中約四成是學生，而被捕學生中亦有

約四成未滿18歲，最年輕的被捕者僅

11歲。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亦指，

近段時間香港中學及大學生頻頻出現

不合規矩、期望甚至有違法違紀行

為，反映學校確實有必要檢視培養學生

價值觀方面是否可做更多。各界人士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指，教育界必須

增強對學生的法治教育和媒體素養教育，對

散播偏激思想的老師進行嚴肅處理，並在關

愛學生的同時，讓犯法的學生承擔法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加強法治教育 明辨網絡資訊 懲治偏激老師

無論子女有無參與近期的
暴力事件，就目前的社會和
校園環境，家長都極為擔
心。多位家長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許多

學生因近期社會事件，心理狀況受到影
響。他們不希望政治入校園，並要求學校
跟蹤輔導學生，亦希望能提供家長教育，
令他們能更好地與子女溝通。

家長望改善與子女溝通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湯修齊

指，見到被捕學生數字感到很震驚和痛
心，他亦因此看到過去10年學生的德育和
價值教育很脆弱，呼籲家長和學校教師都
盡量用不同方法給學生知道做任何事情都
要承擔後果，家長和學校都不會放棄學
生，但他們都要為自己行為付出代價，希
望這個訊息清晰給學生。
他強調，學校是學習的地方，要給學生
寧靜安全的環境。他表示許多家長擔心學

生情緒受困擾，最近亦有不少學生因為社
會事情要見社工輔導，他呼籲教育心理學
家、老師要留意學生的舉動並對有需要學
生給予輔導，家長亦希望教育局和其他的
支援團體，能夠幫助疏導子女的情緒，同
時亦舉辦講座等向家長傳授相關技能與方
法。

辦理外地升學家庭增多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炳松表

示，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學生要在學校
學識不同東西，包括協助、溝通、互相
尊重，還要遵守學校的校規等，但現時
很多學校品德教育做得不夠，而當部分
老師做了不好的事情後，亦多是譴責之
後，不了了之。
他透露，最近有做教育中心的朋友反

映，很多家長在為子女辦理外地升學，教
育局必須要痛定思痛。他續指，大部分家
長期望香港可以回到以前的香港，社會不
要把政治議題、暴力行為思維帶到學校，

相信沒有家長希望自己的子女對人沒有禮
貌、搞破壞。
最近的社會事件令許多家庭氣氛緊張甚

至出現裂痕，奚炳松認為，家長要從子女
很小的時候開始明白，最重要的不是追求
成績，而是和子女的關係，要用優質的時
間保持和子女的溝通和愛，用愛聯繫子
女，如果大家之間有愛，遇到分歧就不會
摩擦這麼大，要讓子女明白父母一定是在
為自己着想、保護自己。

理性引導學童至關重要
香港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副主席趙明表

示，從家長角度希望學校不要政治化，但
坦言，在知識型社會讓學校完全沒有政治
很難做到，但希望能減到最低。他認為，
家長要理性引導小朋友了解整個事件，而
不是用強硬的方法，否則容易產生家庭矛
盾，他亦強調需要教懂子女包容，看待問
題不能非黑即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政爭侵校園 爸媽齊說不
 &

總人數：2,345人（佔被捕總人數40%，大專
學生佔其中25%、中學生佔15%）

18歲以下者：910人（未包括離開理大接
受登記的318人）

■6月9日至8月31日 257人

■9月1日至9月30日 274人

■10月1日至10月31日約469人

■11月1日至11月28日約1,345人

■資料來源：根據政府公開資料整理

近半年被捕學生人數近半年被捕學生人數
（（66月月99日至日至1111月月2828日日））

拯救下一代

■■迄今被捕學生總數為迄今被捕學生總數為
22,,345345人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在被捕學生中在被捕學生中，，料有逾千人未滿料有逾千人未滿1818歲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近半年來共約近半年來共約66,,000000人被捕人被捕，，
其中學生佔四成其中學生佔四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參與暴亂者日趨參與暴亂者日趨
幼齡化幼齡化。。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各界表示各界表示，，學生須對其違法學生須對其違法
行為負法律責任行為負法律責任。。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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