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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風波發生至今，校園成為

攬炒派「招兵買馬」之地，以各

種方式煽惑學生走上街頭進行所

謂「抗爭」。香港文匯報近日收

到讀者報料，指有曾經參與修例

風波的大學生，突然浪費兩年光陰重返母校重讀中六，質疑學校的處理手

法，更擔心該學生此舉目的是為「逃避偵查」、「組織同學參與反政府的

非法行為」，希望當局徹查。教育局確認收到相關投訴，並已提示學校審

視其處理重讀機制。有中學校長直言，即使該學生有感大學選錯科想重考

文憑試，如此重讀做法亦屬罕見，也不利「合併成績」獲取較佳分數，認

為當中或涉隱情。

黑暴大學生重讀中六疑招獨兵
涉「逃避偵查」畢業生冀教局徹查 免師弟妹遭煽惑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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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稱可道中學（嗇色園主辦）畢業生
的讀者向香港文匯報報料，指該校一

名黃姓女校友於2019年6月畢業，並以優異
成績考入城市大學就讀學位課程；但該校友
卻在今年暑假申請入讀母校重讀中六並獲取
錄，預計她將事隔兩年後（2021年）再考
文憑試。讀者認為該校友已是大學生而非一
般重讀生，學校卻容讓她再次享用中學免費
教育資源，當中或涉不公，又質疑學校因何
向其給予「特權」，反問「如果我們大家
（其他畢業生）都要返回母校就讀中六，也
有這個權利嗎？」
報料讀者提到，該校友於大學時曾參與

「反政府運動」，質疑她返回母校是為了
「逃避偵查」，又指她曾為學生會會長與學
弟妹甚為熟絡，擔心她會向學弟妹灌輸不良
政治理念，甚至組織學生參與反政府的違法
行為，希望教育局跟進並公開交代。

校長：棄學位重讀罕見
有不願具名的中學校長向香港文匯報指

出，黃同學的情況的確較為罕見，因為若大
學生入學後覺得選錯科，一般會退學並以自
修生形式再報文憑試，「這樣的話就可用兩
年文憑試的合併成績（Combined Cert.）申
請入學；但相隔一年再報文憑試，只能用

2021 年的成績報考大學，其實很『蝕
底』」。
他認為，該名學生變相「犧牲」了兩年光
陰，寧願放棄學位重新回到中學母校，當中
或有隱情。
該校長坦言，「現時沒有明文規定不能取

錄離校逾一年的畢業生，相信該校做法沒有
違規」，而對於唸過大學的成年學生，雖然
不涉「超齡」與否問題，但中學考慮取錄時

亦會更加小心，「始終不知道會否給師弟妹
帶來負面影響。」
而對於擔心黃同學於校園散播不當政治訊

息之說，該校長認為，「學校裏面有校規，
加上香港國安法實施，相信學校能夠針對政
治活動恰當跟進」。

教局：已提示校方審視機制
香港文匯報就事件向教育局查詢，局方證

實曾接獲投訴，已聯絡學校了解，並提示學
校審視其處理重讀機制；惟一般而言，學校
在符合整體重讀生比率前提下，可根據校本
機制錄取重讀或轉讀生。
局方重申，學校是學生學習的地方，任何

人均不應利用學校作為表達政治訴求的場
地。
本報亦就此向可道中學查詢，惟截稿前仍

未獲回覆。

隨着香港國安法實施，教育局早已提醒
學校，開展國安教育是學校應有之責，局
方亦會全力支援學校做好相關工作。為加
強培訓教師的國安意識，教育局課程發展
處前日舉辦「國家安全與我們日常生活」
知識增益研討會，由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
會委員李浩然擔任講者，從「總體國家安
全觀」角度，介紹國家安全的相關概念。
另外，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當日亦舉辦
了「國安教育講座」，由前律政司司長梁
愛詩擔任主講嘉賓。兩個講座有超過2,100
名教師出席或網上參與，業界反應熱烈。
約兩個半小時的「國家安全與我們日常
生活」知識增益研討會，有約100名教師
現場參加及約1,500名教師網上參與。研
討會從國家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出發，
宏觀、完整地介紹國家安全的概念、意義
和重要性，亦提及其他國家早已為保障國
家安全立法的情況。研討會的目的旨在讓
教師了解國安概念並不單純針對政治行
為，也涉及廣泛的範圍，包括環境生態、
金融秩序、科技發展、社會穩定以及文化
領域等多個方面。
參加了上述培訓的教聯會黃楚標中學副
校長王益鈞指，其實其他國家均有設立國
安法的例子，有些隱藏在其他的法律當
中，有些單獨成文，可見世界各地都相當
重視國家安全，「所以香港國安法的推行

也是天經地義的事，同時也讓老師在教導
學生時能有理據依循。」他指美中不足的
是講座中出現近半小時的斷線情況，希望
局方可以改善。

教聯會：利學生學國安法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香港國安法已

順利落實，教育界亦要跟上步伐。其任職
的學校有十數名教師報名參加了前日的研
討會。他認為相關講座可以增加、提升教
師對於國安法的認識，讓他們更好地掌握
法律知識，幫助同學學習香港國安法的內
容。他呼籲所有教育工作者都應該把握機
會，未來教育局應多提供網上教師培訓課
程，因網課不受場地限制，可容納更多教
師參加。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學校教育工作者應

向學生解釋國家安全相關的概念、香港國
安法的立法背景及意義等，讓學生能正確
解讀香港國安法，學習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憲制地位和認識「一國兩制」對香港發展

的重要意義，並提醒學生須遵守有關法
律，培養學生成為守法的良好公民，共同
維護國家的安全。局方稍後會提供指引，
在中小學階段加強學生國家安全的觀念，
讓學校在推行《憲法》和《基本法》教育
的基礎上，繼續透過各學科及課堂內、外
的學習活動互相配合，全方位推展國安教
育；局方會持續舉辦教師培訓課程，並發
展教材。

直資校議會邀梁愛詩談法
至於由香港直資學校議會舉辦的「國安

教育講座」，線上線下有超過500名校長
及教師參與。
直資學校議會委員、創知中學校長黃晶

榕簡述講座內容指，講者梁愛詩講解了國
安教育和國安法教育的不同，亦解答了一
些教育界人士的問題，讓前線員工進一步
理解制定香港國安法的來龍去脈及法律內
涵，這些均有助學校設計國安教育課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教局辦國安研討會助師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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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正致
力建設國際創科中心，人才培育是當中關
鍵。創新科技署今年暑假首次推出「創科
實習計劃」，透過連繫本地科創公司並提
供津貼，為修讀STEM課程的大學生提供
於職場體驗創科業界文化和環境的機會，
署方指計劃反應熱烈，吸引超過1,200名
大學生和800多間公司或機構參加，當中
99%僱主對實習生表現感滿意，並有88%
學生指將來會考慮投身創科工作。
參與計劃的公司主要為中小企或初創企

業，來自資訊科技、生物科技、電氣及電
子工程、專業服務和環保等各行各業，而
所提供的實習工作具備多方面創科元素，
例如程式編寫、網頁設計、大數據分析、
機器學習、機械人科技、人工智能、電子
工程、數碼營銷、生物科技和食品科技。
創新科技署對計劃中的僱主進行調查，當
中99%滿意實習生表現，95%指打算繼續
參與計劃。
至於學生方面，92%人認同實習工作符

合預期，94%指對創科業界有更深入認
識，88%將來會考慮投身創科工作。

「創科實習計劃」為修讀STEM課程的
大學生提供最少四個星期的實習，每月會
提供10,500元津貼，是次計劃共有七所本
地大學參與，他們認為，計劃有助提供更
多與創科相關的實習職位，讓學生在職場
應用STEM知識，並及早了解創科業界的
文化和工作環境，而多所大學亦打算於今
年寒假繼續推行計劃。
創新科技署發言人則表示，計劃更有助

培育創科生力軍，壯大本地創科人才庫。
期望更多學生和僱主參加。

99%僱主滿意創科實習生表現

■參與「創科實習計劃」的科技公司代表
(左)與兩名實習生(中及右)分享經驗。

創新科技署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民建
聯婦女事務委員會引述警方資料顯
示，在疫情期間經網上交友解悶涉
及裸聊勒索案件，今年上半年已達
206宗，遠高於去年全年的171宗，
據悉，裸聊年紀最小的受害人只有
12歲。該組織進行的一項調查顯
示，大部分家長會讓子女獨自上
網，不過，83%受訪家長直言，擔心
子女會跌入網上色情陷阱。雖然如
此，但近半家長從來無和子女談及
性教育，更遑論要灌輸正確的性觀
念。

近半人從未與子女談性教育
為了解家長對子女跌入網上色情

陷阱的憂慮，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
會早前成功訪問了616名家長。調查
結果顯示，52%受訪家長的子女在
18歲以下，其中讓子女獨自上網的
家長佔86%，但當中逾八成家長沒
有方法防止子女瀏覽色情網站。83%

家長擔心子女跌入網上色情陷阱。
家長一方面擔心子女「出事」，

但48%家長從來沒有與子女談及性
教育，部分人坦言不知從何入手，
更有人覺得孩子長大後「自然會明
白」又或難於啟齒，約一成半家長
則認為「學校會教導」而不用自己
開口。
整體而言，72%家長認為現時學校

推行性教育及品德教育不足。
63%家長認為，與子女加強溝通、

學校加強性教育及品德教育、加強
宣傳教育工作、警方加強網上巡
邏，以及裝監護功能等措施 ，都可
以避免子女跌入網上色情陷阱。
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

帆促請政府或法改委，要針對青少
年網上色情陷阱及現時未有針對性
的法例作全面檢討，就現時不受監
管的不當行為研究立法，為受害人
提供足夠保障， 對犯罪者作出更具
阻嚇力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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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受疫情影
響，學界的交流活動大受影響，教聯會一
項調查發現，大部分受訪學校均有參與姊
妹學校締結，但今年只有四成學校舉行交
流活動。整體而言，逾六成半受訪學校分
別反映兩地學校停課及未能進行互訪，影
響今年與姊妹學校交流；面對疫情下的新
常態，逾八成學校認為，教育局應延長今
年姊妹學校津貼期限及放寬使用彈性。
教聯會於本月10日舉行了兩場焦點小組
座談會，並向全港中小學發出問卷，收到
超過200份回應。調查發現，七成學校現
正與來自廣東省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與
北京市學校締結的有三成。逾一成學校分
別與上海市及浙江省學校締結。
受訪學校多期望能與廣東省以外的學校
締結，以豐富學生的交流經歷，而逾八成
半受訪學校指活動可加深對內地的了解及

擴闊學生視野。

僅四成校今年能辦交流
受疫情影響，今年只有四成
學校舉行交流活動，焦點小組
訪談的意見同時指出，由於較
早前的社會運動及疫情持續，
令學校的教學進度大幅落後於
預期，急需追回進度，暫時不
會舉行姊妹學校交流活動。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指，姊妹

學校計劃對促進兩地教育交
流、增進國民身份認同等方面
具有一定成效，近年參與計劃的學校不斷
增加，不過，今年受疫情影響，兩地學校
交流受到不少限制，正值一個契機思考姊
妹學校計劃的路向，故教聯會建議教育局
延長今年姊妹學校津貼期限、放寬學校使

用姊妹學校津貼的彈性、加強推動香港學
校與廣東省以外學校進行締結、提供疫情
下兩地學校交流分享活動的示例，以及舉
辦工作坊及分享會，供香港學校參考，提
升交流成效。

教聯會倡延長姊妹校津貼期限

■民建聯的「家長關注網上色情陷阱調查」結果發現，83%受訪家長擔心子
女會跌入網上色情陷阱。 民建聯供圖

■香港直接
資助學校議
會舉辦「國
安 教 育 講
座」，賓主
合影。
受訪者供圖

■左起：教聯會副主席梁俊傑、主席黃錦良、副主席
王惠成。 教聯會圖片

◀該報料讀者曾去信教育局，指一名曾參與反
政府活動的城大生事隔兩年突然重返母校可道
中學重讀中六。

▲可道中學。
學校網頁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