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屯門興德學校被揭發管理混亂、有 「影子學生」 等問題，法團
校董會昨日大比數通過即日罷免校長陳章萍，今日起委任署理校長
及兩名副校長履行職務。校董會又同意將現任校監鍾佳榮的權力轉
交校董劉義朗。校方表示已聘請足夠老師，九月一日可如常開學，
呼籲家長放心。教育局則要求法團校董會盡快安排合適人選繼任，
讓學校順利過渡及重回正軌。

大公報記者 張月琪

興德學校校董會昨就罷免校長陳章
萍召開會議，共22名校董出席，陳章萍
雖因病未能出席，但有17名校董均支持
將她罷免，即時生效。消息稱，今次罷
免是根據本港《僱傭條例》第九條，即
相關人士有嚴重過失，作出即時解僱。

教育局委任校董雷其昌昨於會後表
示，局方向各校董仔細分析對於陳章萍
的五項指控後，大部分校董理解為何教
育局要採取是次行動，而教育局至今共
委任11名校董入校，經個多月觀察，發
現陳章萍有三大錯處，包括分化老師，
並沒有跟足程序晉升、選拔和招聘教師
，甚至引起教師投訴及民事索償，他形
容校長 「不應這樣做」。（見附表）

雷其昌又指出，自調查興德學校風
波的專責小組本月八日成立以來，小組
從未見過校長，難以索取需要的資訊及
文件，要用較轉折方法才拿到部分資料
，甚至連老師是否已簽約都難以得知。
被問到原校長陳章萍仍在請病假，根據
法例校方不能將她解僱，雷其昌表示，
校方已徵詢法律意見，獲告知因陳犯錯
太嚴重，故即使她仍在請病假，校方亦
可將她即時解僱。

就今次事件，雷其昌認為，是次發
現校監或個別校董可能較多控制整間學

校，情況不理想，令校長也似有校監權
力。他和另一校董劉義朗均表示，學校
在九月一日開學的所有工作及老師人手
均已齊備，他們希望事件不會影響任何
學生，呼籲家長放心。

校方籲放心 九月如期開學
獲授權執行校監權力的劉義朗表示

，校方已招聘足夠教師，下周三將舉行
全體職員會議，九月如期開學。

劉義朗又稱，新入學學生將於今日
小一新生會回校領新書及校服，校方正
積極安排學校新學年的其他安排，稍後
將開會討論。校方今日開始會在教協及
教聯會刊登招聘校長廣告，申請者要在
本月25日前交齊資料，校方26日會開始
面試，希望盡快聘得合適人選。

教育局發言人回應，欣悉興德新學
年的各項籌備工作進度理想，包括招聘
新教師的工作，局方會全力支援學校做
好有關工作，讓教師及學生在安穩的環
境下開展新一年的教學活動。

局方對於在學校困難時刻仍緊守崗
位的老師表示欣賞，並呼籲校董會及
校內教職員上下一心，以學生的福祉
為大前提，確保校務及教學活動暢順
運作。

【大公報訊】傳統華人社會過去
很看重讀書、識字，希望孩子長大可
以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故此，社會
上出現了各式各樣的開學禮儀和習俗
，祈求學子有一個好的開始。開學將
至，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將
於下星期二舉辦 「開學禮──傳統文
化展」，展示跟開學相關的傳統物品

，介紹中國文化中有關開學的習俗和
特色。

為讓家長盡早做好開學準備，香
港教育博物館亦將聯同教大幼兒教育
學系及幼兒發展中心舉辦 「幼兒入學
預備」分享會。是次活動於九龍塘創
新中心舉行，費用全免，歡迎公眾人
士參加。

未來之星訪波黑 見證一帶一路和諧共處

教大辦文化展 介紹開學習俗

委署理校長暫代 教局促盡快覓繼任人

興德校董會罷免陳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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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鄧淑姿報道：除了打麻將
，本港長者時興動腦筋，玩 「數獨」（sudoku），可
謂 「腦」當益壯！第四屆 「全港長者數多酷健腦大賽
」個人賽冠軍陳寶石稱，玩 「數多酷」能令她心平氣
和，煩惱也少一點。

「全港長者數多酷健腦大賽」（簡稱 「長健賽」
）由 「數多酷研習社」主辦。本屆 「長健賽」分個人
賽和團體賽，參加人數共105位，參賽及觀摩隊伍共21
隊。參賽者最高年齡為90歲，平均年齡為72歲。個人
賽冠軍為72歲的陳寶石，她在4分55秒內答對全部題目。

愈玩愈心平氣和
陳寶石說，玩 「數多酷」已有很長時間，一開始

是陪伴子女玩，沒想到愈玩愈上癮，而且玩得比兒子
還好，兩人有時會鬥快。她現在每天都會解一道數獨
題， 「生活中有很多煩心事，玩數多酷的時候，我可
以用數字分散注意力，令我的心平靜下來。」

本來不打算參賽的陳寶石，因丈夫想一起組隊比
賽才報了名。兩夫妻加上兩位朋友組成的 「至Fit隊」
，拿到了團體賽第四名的成績。她透露，玩 「數多酷
」不怕慢，最重要是做得對，不然做錯了又要重新擦
掉，更耗時。她表示第一次參賽有點緊張，但還是保
持平常心，像平時一樣去解題，做完後核對一遍，她
沒想到能拿冠軍。

「數多酷」由 「數多酷研習社」創社社長曹宏威
首創，可以九個字不相同，也可以在九個字中有四個
相同，是對 「數獨」的一次改革。他還為這個遊戲制
訂分段入級制、創造中文字體及含義圖像底盤，開拓
多種 「數多酷」華人文字遊戲，包括四方的 「成語盤
」和容納七言詩句的七方底盤。他發明的 「四字碼」
解題方法讓三歲小童到九十歲長者都能學會怎麼去玩
「數多酷」。

長者玩數獨
腦當益壯

【大公報訊】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石磊薩拉熱窩報道：8月16日，對
於 「未來之星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團」的同學們來說，是充滿驚
喜的一天。當日，交流團一行離開克羅地亞，開始了一連兩天在波斯尼
亞與黑塞哥維那的交流考察之旅。

在中國駐波黑大使館的安排下， 「未來之星」交流團甫入波黑，就
受到了高級別的外交禮遇─兩輛波黑警車一前一後，一路護送交流團
所乘搭的旅遊巴士。連交流團斯洛文尼亞籍的司機，都感嘆開了多年旅
遊巴，從未享受過警車開道的禮遇。

警方保護 遊覽著名景點
在警方的保護下， 「未來之星」的同學們遊覽了波黑著名旅遊城市

莫斯塔爾以及首都薩拉熱窩。傍晚， 「未來之星」交流團到達位於薩拉
熱窩的中國駐波黑大使館。大使陳波女士與交流團一行親切座談。

陳波大使指出，波黑人民飽受戰亂之苦，首都薩拉熱窩更經歷了一
場史無前例長達三年的圍城戰（1992-1995）。陳波大使回憶起20年前
，她初到薩拉熱窩，硝煙還未完全消散，街道兩邊都是在戰爭中被破壞
的斷壁殘垣。 「經歷過的戰爭人，最知道和平與穩定的重要。」陳波大
使動情地說。波黑各界欽佩羨慕中國的發展成就，更羨慕中國社會的長
期和平穩定、民族團結以及一以貫之的政策連續性。

談及 「一帶一路」在波黑，陳波大使說，當習近平主席提出的 「一
帶一路」倡議，在波黑受到了極大的歡迎。一方面，波黑在 「一帶一路
」倡議的共同建設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認識到中國提出的 「共商
、共建、共享」不是一句空話；另外一方面， 「一帶一路」所倡導的 「
和諧共處」正是波黑這個國家所最為渴望的。所以波黑總統明確表示，
「一帶一路」是波黑必須抓住的歷史機遇。

萬里之外 感受祖國強大
交流團團長姜亞兵代表交流團全體成員，感謝中國駐波黑大使館、

感謝陳波大使為 「未來之星」做出的細緻安排，在 「萬里之外，讓同學
們感受到了祖國的強大。」姜團長指出，戰爭給波黑人民帶來了深重的
災難，同學們應該珍惜香港和平穩定的局面，把握 「一帶一路」的歷史
契機，減少政治爭拗，專注自身發展與改善民生。

8月17日， 「未來之星」交流團在中國駐波黑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
謝宇參贊的陪同下，參觀了斯塔納里火電站，該項目是首個使用 「16+1
合作」100億美元專項貸款的能源合作項目，是環境友好型火電站，堪稱
「一帶一路」建設在當地的代表項目。交流團與中國華為波黑分公司員

工座談，同學們並與當地波黑員工交流。
「未來之星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團」還將前往塞爾維亞進行

為期三日的交流行程，並於當地時間8月20日啟程回港。

旅遊事務署及香港青年協會今年再度委任226名青年擔任香港青
年大使，他們將駐守旅發局的旅遊諮詢中心、香港海洋公園、山頂
凌霄閣及香港動漫海濱樂園等，向旅客分享本地文化及旅遊資訊；
亦會參與大型旅遊推廣盛事，例如新春國際匯演及長洲太平清醮飄
色等。即將升讀中六的劉羨文則稱，過去一年擔任青年大使獲益良
多，使她由一個懵懂怕醜的女孩，變得開朗大膽，甚至令求學生涯
添上色彩。

圖／文：大公報記者謝進亨

▲ 「數多酷研習社」 社長曹宏威（左二）、副社長
陳兆鈞（左一）以及 「數多酷大師」 陳國良為冠軍
陳寶石頒獎 大公報實習記者鄧淑姿攝

226青年大使推廣本地旅遊

波黑小檔案

國名

首都

人口

面積

波斯尼亞與黑塞哥
維 那 Bosnia and
Herzegovina（簡稱：
波黑）

薩拉熱窩

387萬人（2014年）

51197平方公里

教育局警告信列陳章萍五項違規行為
1

2

3

4

5

在教育局未批准下為未有正式入讀的學生長時間保留學位，個別學位保留
期長達兩年。

行政安排有違專業考慮，要求教師擱下本業到內地派傳單。

濫用職權及欺壓教師並經常對老師惡言相向，包括多次不合理的口頭警告。

未有理會教育局發出要求，暫緩處理兩位教師「即時解僱」的指示。

向教育局方面提供虛假資料。

▲ 「未來之星」 與華為波
黑分公司當地員工交流，
先來張 「型格」 大合照

興德校董會
力數陳章萍三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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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化教師

無跟足程序進行老師招聘

無跟足程序晉升教師

▲ 「未來之星」 同學向薩拉熱窩大學生致
送紀念品

▲中國駐波黑大使館大使陳波女士會見 「未來
之星」 交流團

▲身着 「未來之星」 團服的陳波大使與同學們共
進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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