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開課校園危機處理
（參考資料：荃葵青中學校長會，16/8/2019 應對開學突發事宜分享交流會，內容整合文件；經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整理）

I.
專業原則
1. 做好教導者、受托人的本份，以學生學習利益、人身安全為重
2. 以客觀、持平、開放及冷靜的態度，與學生及各持份者保持溝通，尊重各持份者表達意見的權利，了解彼此
3. 處理問題時，情理法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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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II.
應對罷課、政治事件的考慮
學校以至社會公民享有言論自由和政見自由，但作為教育工作者，校長、教師應以持守教育專業作首要考慮，追求「以愛達義，不被仇恨支配」，妥善照顧
學生情緒，維持學校正常學習的環境；
學校領導及教師團隊凝聚共識，校長及相關行政同工適時與全體教職員傳達訊息、交流想法，並保持緊密而有效的聯絡；因應危機處理的聯絡網絡操作，定
時、因應突發情況將學生需要及狀況通報，使學校能給予適當支援
教師團隊間應放下個人政見、意見分歧，公事上需互相尊重，以照顧學生福祉為大前提合作，毋須強加個人政治觀點於其他同事、學生身上；
在處理罷課時，學校行政同工應於開學前制定處理方案，開課後因應事態轉變而作靈活調動，其間保持與各持份者溝通（包括校監、法團校董會成員、教職
員、家長、校友等）
，處理方法持平、開放、守法，包括：
a. 學校是家長的受托人，如學生有家長信要求參與罷課，校方難拒絕；但首要考慮是以和平理性來表達訴求，不參與的師生仍可正常學習；
b. 學生安全是首要考慮，極不建議學生在學校以外的地方參與罷課，教師亦不應鼓勵學生參與任何違法活動；
c. 罷課也不宜罷學，學校應安排教師、輔導老師或社工與持家長信參與罷課的學生傾談，給予輔導或意見，了解想法和情緒感受；
d. 師生朋輩間應互相尊重，罷課學生不可以強迫其他學生參與罷課，也不應干擾其他師生學習上課及參與其他學習活動。
學校會留意各對外平台（綱頁、臉書等）資訊、統一發放訊息及管理；所有教職員也應慎重、認真處理個人社交平台的言論，不宜在社交媒體發放人身攻擊
及不雅用語、惡毒咒罵，言論宜持平和附以理據。
學校課程（包括學科、課時內外的教育活動）選材以教育專業判斷為原則，不須迴避學生身處的社會事件，但必須以持平客觀態度作分析，全面地讓學生客
觀中立地分析問題和討論解決辦法，也不應只提供單一立場的教材或資料分析。
尋求支援：
a. 校方（由校長代表）與教育局高級分區教育主任保持溝通，報告學校情況，有需要時尋求專業意見及建議，甚或邀請到校支援；
b. 校方應主動跟校監保持溝通及匯報事件的最新情況，在有需要時尋求最新指示，並依辦學團體規章（如有）執行；
c. 教師/學生因處理/參與政治風波在校園受傷，應盡快送院治理及報警求助；
d. 與警方學校聯絡主任保持溝通，如有師生及校友被捕，嘗試透過警民關係獲知學校有關情況，以便配合及為師生提供支援（因涉及全港一致做法，
教育局及警方需時決定如何處理）；
e. 了解學生因政治風波而來的情緒困擾，因應不同個案的需要，由班主任/輔導教師/社工給予適時輔導，如遇到較嚴重情況，應與校長/副校長通報，
決定進一步跟進（例如：通知家長、轉介社工及教育心理學家或校外專業輔導機構跟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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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各有關人員角色

單位/角色

專責範疇

模擬事件

A. 辦學團體

 訂立立場：學校及教職員處理校園  社會政治風波入校園/ 涉及教育
議題
事件（例如：師生罷課）的立場

B. 法團校董會

 校董會指示處理師生可能罷課及
相關問題的原則

C. 校長、副校長 
/行政組成員/
危機處理組
成員


可能的應對預案
 擬定清晰原則/立場；如：
◼ 以學生學習利益及健康成長為重
◼ 以和平、理性及非暴力的原則處理問題，互相尊
重

 政治風波入校園

 按辦學團體原則立場擬定校董會的原則及立場
◼ 召開校董會會議，重申辦學團體的原則及立場
 教師在政治風波入校園時應履行
◼ 校方（校長）與法團校董會保持緊密聯絡，擬定
的職責
處理教師、學生罷課的原則
 教師參與在校外/校內進行政治活
 可考慮成立專責小組
動、教師在其個人社交媒體涉及政
◼ 按教育局最新訊息/指引及法團校董會擬定的原則
治問題的責任和操守
和方針制定預案及執行程序
 學生參與在校外/校內進行政治活
◼ 小組作為法團校董會與校方的橋樑，提供相關支
動、學生在其個人社交媒體涉及政
援
治問題的責任和操守
◼ 尊重教職員表達個人意見的自由，惟須提醒教職
 學生會/學生、家長、校友對學校/
員須依教育局發出的指引及專業守則行事及執行
校長的訴求、提問，如對事件的立
教學工作，理解社會對教育工作者的期望，並考
場….等
慮學生學習利益及健康成長；以和平、理性及非
暴力的原則處理問題，互相尊重
◼ 提點各持份者在校外/校內/社交媒體涉及政治問
題應有的責任和態度

 盡力了解及分析政治風波的發展
制訂危機處理及各相關應變方
及對教育界/校園學習環境的影響
案，與教職員溝通，讓各崗位同工
了解自己的權責
 政治風波入校園的應對預案

因應事態發展，審時度勢，調節處  學生/教師挑戰/衝擊學校的應對預
理方案（例如：每天上課前專責小
案
組會議，於放學後檢討）
 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的應對預案
 與學生會/學生代表溝通，了解學生  學生缺課的應對預案
的訴求，聽取意見
 校友挑戰/衝擊學校的應對預案

校內：
 啟動危機處理組/專責小組處理相關事宜；
 與學生代表盡可能在互信、尊重的基礎上，保持緊密溝
通，了解彼此觀點，並考慮如何回應及跟進學生的訴求
（例如：可否設立連儂牆？學生自發的靜坐？派發、收
集物資？張貼文宣/標語？…）
 學生罷課須得家長同意，具備家長信，與學生代表商議
參與特設學習活動的可能性
 因難以估計學生罷課的情況，建議由班主任在開學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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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角色

專責範疇

模擬事件

可能的應對預案

作學生了解，方便步署制訂緊急方案，預備應對大量因
 由校長依校本危機處理組運作方
 家長挑戰/衝擊學校的應對預案
不同原因缺勤的情況
式，分配工作，包括對外聯繫（傳  社會人士挑戰/衝擊學校的應對預
 如何處理有師生被捕情況：如收到學生已被捕消息，應
媒、校友、家長）、個案識別及輔
案
先致電學生及家長，作出確認，表達關心，如有需要，
導流程等，例：學校危機處理小組
 跟教師團隊的溝通和工作協調，如
為家長及學生提供支援
分工：
安排公民教育課堂、靜坐區域或學  主動聯絡同學，了解學生情況，表達關心及給予正面鼓
o 總負責：校長
生表達情緒方法…等
勵。有需要可請輔導老師或社工協助聯絡
o 傳媒：校長，副校長（教務）
 與各持份者會面/聯繫，重申原則及立場：
o 教職員：輔導主任
◼ 向教師轉述教育局/校董會對有關事件的原則/立
場
o 家長：副校長（學生發展）
、
◼ 向教師重申學校行政手冊 7.8.1 段有關專業操守標
家教會學校負責老師
準條文
o 學生：輔導主任、SENCO
◼ 向教師重申安排學生活動的行政流程（出通告程
o 校務及 IT 支援：事務主任、
序）
訓導主任
 擬備簡單的學校立場及備用問題和回應，供教職員執照
o 教育心理學家/學校社工
 擬備家長信/家書(對持份者解說學校持守教育專業立場)
 準備場地及設施作為集體公民教育課堂的場地
 參考：
《學校危機處理 - 危機善後介入
 做好人群管理措施
工作及心理支援》應用手冊：
 如何升國旗及播國歌、內地考察活動安排
http://edb.gov.hk/attachment/tc/student-p
 定期與有關行政組別（例：訓輔組）商討及檢視學生情
arents/crisis-management/about-crisis-m
況
anagement/crisistc.pdf ；學生自殺及學
 盡可能按原定時間表進行各項教學活動及課外活動
校危機處理（教育局資源及指引）
：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

校外：
 委任特定人員（例：副校外、主任）
，代表校方應對各持
份者的提問
 擬備應對傳媒的稿件
 預備校外人士查詢的行政流程及校務處職員的簡單應對
及工作

s/crisis-management/about-crisis-manag
ement/index.html

D. 教師團隊及
輔導支援團

 教務及學科負責人共同依學校立
場擬定科組如何在相關的學科課

 協助校方擬定的政治風波入校園
的應對措施

對教師：
 依教育局、辦學團體、法團校董會及校方指引辦事，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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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角色

專責範疇

模擬事件

隊（包括輔導
堂中的教學原則、應對事件表態等
老師、社工及  學校尊重個人表達意見的自由，惟
教育心理學
須留意自身的身份及社會的期
家等）
望，並考慮學生學習利益及健康成
長；以和平、理性及非暴力的原則
討論/處理問題，互相尊重。

可能的應對預案






助安頓學生安全及情緒
持守教育專業、客觀、持平、保持冷靜及奉公守法為，
以學生學習利益為依歸，致力保護學生安全及提供穩定
的學習環境
與教職員說明在社交媒體發放有關信息的關注事項及存
在風險
老師應避免在課堂內發表個人政治取向，並公私分明，
不以政治事件及取態影響專業判斷及工作
提醒處理查詢及投訴資訊：留意查詢及投訴者應具名及
有關資料，否則不作回覆，回覆前應先收集資料；為免
成為針對對象，宜以學校名義回應

對學生：
 班主任主動留意班內學生情況，適時向校方報告或尋求
協助
 向學生提供多角度資訊及適時說明守法的重要性
 在合適情況下，教導學生保持客觀態度了解事情及提供
適切的輔導
 給老師/學生/家長的輔導活動：可適時邀請輔導人員/社
工安排講座、工作坊、班主任課等（可參考香港輔導教
師協會或其他專業機構的特設資源平台（綱址：
https://www.hkacmgm.org/?p=2667）
，挑選適切材料給
班主任作教學、輔導、轉介）
E. 學生會負責
老師

 政治風波入校園的應對措施
 與學生會代表或罷課學生代表保
持聯繫，了解學生情況及訴求（例
如：可否設立連儂牆？）
，安排與
校方（校長、行政人員）商議對各
種訴求的回應及跟進
 了解學生在社交平台發佈個人政
治訊息

學生會/學生代表：
 遵從學生會規章辦事。做好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橋樑，營
造和諧校園環境
 積極及坦誠地與校方溝通，協助營造穩定學習環境及保
護同學的安全
校方：
 制訂應對方案，安頓全體學生，並讓學生會成員發揮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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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角色

專責範疇

模擬事件

可能的應對預案
能，成為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橋樑
 學生會負責老師主動與學生會成員聯繫，聽學生會成員/
學生代表的意見，透過疏導方式處理
 了解學生會/學生代表的動向

F. 校友會負責
老師

 與校友會代表保持溝通，適切地轉  政治風波入校園的應對措施
達學校作為學習場境的專業角
色，了解個別情況及訴求，如有合
理情況安排與校方（校長、行政人
員）商議對各種訴求的回應及跟進
 了解校友會在社交平台發佈個人
政治訊息的情況

G. 家長教師會
負責老師

校方：
 表明學校是一個整體機構，每一個重大決定都應該要集
體商議；學校的職責是培育學生，而非政治角力的場地
 聆聽校友會的意見，共同培育師弟妹

 與家教會主席及成員保持溝通，適  政治風波入校園的應對措施
切地轉達學校作為學習場境的專
業角色，了解個別情況及訴求，如
有合理情況安排與校方（校長、行
政人員）商議對各種訴求的回應及
跟進
 了解家教會在社交平台（如有）發
佈個人政治訊息的情況

H. 行 政 支 援 團
隊(包括：行政
主 任 及 助
理 、 IT 技 術
員、教學助
理、文員) / 工
友

依危機處理組指引有效地執行行政支
援工作，包括接聽來電查詢、於校方
電子平台發佈訊息、場地安排及管理
等

校友會：
 遵從校友會規章辦事，做好學校與校友之間的橋樑，營
造正面的環境
 積極及坦誠地與校方溝通，了解學校的原則及立場，協
助營造穩定學習環境及保護同學的安全

 政治風波入校園的應對措施

家長教師會：
 遵從家長教師會會章辦事，做好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橋樑
 積極及坦誠地與校方溝通，了解學校的原則及立場，協
助營造穩定學習環境及保護學生的安全
校方：
 發出家長信，鼓勵與子女多作溝通及獲取支援途徑
 聆聽家長的意見，共同培育學生
 準備應急方案，確保關鍵運作部份(例如：門房工友及午
膳供應等)出現問題時有應變方法
 職員紀錄校外查詢電話、掌握基本應對技巧及轉駁至相
關同事（務必具名）
 技術員協助即時/遙距發放學校資訊
 跟進處理好學校各項設施及器材
 拍照作為存檔以便日後查證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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