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稚園法律講座 
�
林壽康   

2016.4.18 
版權所有   不得侵犯�

1�



2 



法律問題浮現－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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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5年8⽉月  協和⼩小學教師涉嫌洩露招⽣生試題 
p  15年9⽉月  何福堂⼩小學⼥女教師控告男教師誹謗被判敗訴 
p  15年10⽉月  丘佐榮學校⼩小六⽣生撞破眼球，校⽅方沒即召⽩白⾞車 
p  15年11⽉月  羅⽒氏信托學校⼥女教師涉嫌向7名智障學⽣生噴⽕火 

  酒 
p  15年12⽉月  羅⽒氏信托學校⼥女教師被裁定罪名成⽴立 
p  16年1⽉月 �羅⽒氏信托學校⼥女教師被判⼊入獄10個⽉月�

� ��



法律問題浮現－事件簿�

p 16年2月 �協和小學教師涉嫌洩漏招生試題獲判無�

� �罪，教局說會考慮有無違反專業操守，考慮取
� �消註冊。�

p 16年3月 �27歲男教師被揭發與多名未成年女生發生
� �性行為，並管有多張兒童色情照片。�

� �另，律政司就協和洩漏試題案提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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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常⾒見的⺠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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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疏忽侵權導致⼈人⾝身傷亡。 
p 蓄意侵權，例如，誹謗。 

p 性別、殘疾歧視，等等。 

p 礙於時間有限，今天只能集中討論疏忽侵權。 



疏忽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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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 
 
林壽康、余惠萍。（2014)。《⾹香港教育法 － 

疏忽侵權篇》。 香港：進⼀一步出版社。 



疏忽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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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什麼是「疏忽」？ 

 答案：違犯「照顧責任」！ 

p  什麼是「照顧責任」？ 
 
p  怎樣才算是「違反」照顧責任？ 
 
p  單是違反「照顧責任」就須負責嗎？ 



照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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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英⽂文原⽂文是duty of care 
 
p  源⾃自1936年的Donoghue v. Stevenson案 
 
p  「鄰舍原則」(the Neighbour Principle) 

Ø 當我們的⾏行為會影響到其他⼈人時，他們就是我
們的鄰舍。 

Ø 我們必須考慮他們，避免對他們造成合理地可
預⾒見的傷害。 



照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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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經過80年的發展，「照顧責任」已成為疏忽侵
權法的基⽯石，無遠弗屆。 

p  「照顧責任」存在與否，決定於： 
1. 肇事⼈人與受害⼈人之間是否有⾜足夠的接近

(sufficient proximity)。 
2. 受害⼈人所受的傷害是否合理地可預⾒見？ 
3. 有無公共政策否定「照顧責任」的存在？ 



疏忽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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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是否構成疏忽侵權，還須看： 
1. 校⽅方有無違反合理的標準？ 
2. 因果關係； 
3. 受害⼈人所蒙受的傷害的「合理可預⾒見性」。 



學校安全的法律問題�

1.  食物敏感 

2.  校舍安全 

3.  設備安全 

4.  活動安全 

5.  放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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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食物敏感�

由於有些學生對某些食物，例如，花生、果仁等
敏感，情況嚴重者，可致命。 
 
2002年美國麻省州政府為該省學校制定有關Life-
threatening Food Allergies 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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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
1.  家長必須 

•  通知學校有關子女食物敏感病況 
•  提供有關的醫療文件予校方 
•  提供治理藥物 
•  教育子女有關食物安全的知識 
•  與校方檢討處理措施 

2.  學校必須 
•  制定《食物敏感行動方案》 
•  了解及遵守有關食物敏感的法例 
•  定期覆核有敏感問題的學生的檔案 
•  成立小組處理食物敏感個案 
•  教育學校上下人等有關食物敏感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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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舍安全�

p 有關法例（成⽂文法） 
a.  建築條例 
b.  教育規例 
c.  佔⽤用⼈人的法律責任條例（Occupier’s 

           Liability Ordinance） 
 
p 普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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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用⼈人的法律責任條例�
p  承責者 = 佔⽤用⼈人，包括 

1.  業主 
2.  租客和獲業主批准或授權使⽤用地⽅方者

(licensee) 
 

p  保護對象：所有訪客(visitor)但不包括擅闖⼈人⼠士 
   (trespasser) 
p  關鍵：建築物本⾝身的狀況存在危險，⽽而⾮非在建築
物內進⾏行的活動是否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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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用⼈人的法律責任條例�

p 法律責任 = “⼀一般謹慎責任”（common duty of care） 
承責者必須全⾯面地，考慮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再�
⽽而採取合理的措施，保障訪客按業主批准或同意的 
⺫⽬目的，在使⽤用該地⽅方時，會合理地安全。 
 

p 抗辯理由： 
1. 第3條4款a：合理警告提⽰示 
2. 第3條4款b：獨⽴立承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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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安全 – 普通法�

p  學校的責任 
Ward v. Hertfordshire County Council 
案情： 
原告⼈人W案發時8歲，就讀於被告HCC轄下⼀一⼩小 
學，每天早上8時55分上課前，學⽣生在沒有⽼老師 
看管下，在操場玩耍，W與同窗奔跑，衝向3尺 
半⾼高的圍牆，失⾜足跌倒，頭撞到圍牆的硬⽯石受傷， 
控告HCC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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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安全 – 學校的責任�
Ward v. Hertfordshire County Council 
裁決： 
1. 圍牆存在已有百年，過去只有3宗意外涉及它 

  頭⼀一宗發⽣生在30年前，⼀一名學童踢⾜足球時，頭 
  碰到圍牆頂，頭頂起瘤，第⼆二宗發⽣生在14年前， 
  學⽣生奔向⾒見⽗父親，膝蓋碰到圍牆，須要⽼老師給 
  他⽤用繃帶包扎，第三宗也在14年前，另⼀一學⽣生 
  跌到，碰到圍牆，丟了⾨門⽛牙。 

2. W個⼦子⽐比圍牆還要⾼高。 
3. 從來沒有家⻑⾧長投訴它是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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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安全 – 學校的責任�
4.  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圍牆是危險的。 
5.  因此，學校沒有責任去提醒學⽣生和家⻑⾧長圍牆 
     的安全問題。 
6.  儘管學校沒有派⽼老師監管操場，這並不構成 
      疏忽，因為就算有⽼老師在場，也不能禁⽌止學 
      ⽣生奔跑，更不能保證學⽣生玩樂時不受傷。 
7.  這次事件是兒童在操場常碰到的情況，禁⽌止 
     他們這些活動，保護他們避免受傷，卻使他們 
     失去歡樂，是本末倒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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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安全 – 學校的責任�

Kearn-Price v. Kent County Council�
案情：原告乃14歲中學生 － 早上8時40分抵校在
操場附近與同學閒聊等候9時上課 － 突然被一個
大型皮制足球擊中左眼受傷 － 雖經醫院治療左
眼仍最後完全失去視力 － 控告校方疏忽索償 － 
校方抗辯稱，雖然事發時有30到40名教師在教員
室，但在上課前校方對在校學生並無「照顧責
任」，所以毋須賠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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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arn-Price v. Kent County Council 

上訴庭裁決：原告勝訴�
1. Ward v. Hertfordshire County Council並非否定

校方在上課前對學生毋須負上「照顧責任」去
監管他們。�

2. 學校對在校學生須承擔一個合理家長對自己的
子女應盡的責任。�

3. 責任範圍一切視乎環境而定，學生愈早到校就
愈難怪責校方疏忽未盡監管責任，在上課前後
很難要求方不停地監管，在小息及午膳期間則
須不停地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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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arn-Price v. Kent County Council 

4.  證據顯示校方曾發通告禁止學生在操場踢皮
製大型足球，然而沒有認真執行，案發前，
亦從未作任何突擊檢查，這樣校方明顯違反
對原告的「照顧責任」。�

5.  原審法官的事實裁定是，假如校方加強突擊
檢查，學生一定會收斂，減少意外出現的機
會。�

6.  校方上訴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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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安全 – 普通法�

p  Leung Tsang Hung v. The Incorporated 
Owners of Kwok Wing House 

 
p  Wong Wing Ho v.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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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備安全�
Reffell v. Surrey County Council 
案情： 
R乃12歲⼥女⽣生，校舍40多年前興建，歸SCC管理， 
事發時她沿⾛走廊急步⾛走過，⼀一扇「擺⾨門」�
(swing door)朝她衝來，她伸⼿手把⾨門擋住，⼿手穿 
破擺⾨門的玻璃，因⽽而受傷，SCC在20年前已知⼋八 
分⼀一⼨寸厚的玻璃不安全，必須鞏固，R控告SCC 
違反法定責任，所⽤用建材不能保障建築物使⽤用⼈人 
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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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安全�
Reffell v. Surrey County Council 
裁決： 
1. 有關條款涉及絕對責任，是否有違反，須⽤用客 
      觀標準衡量，假如不能合理地保證安全，就屬 
      違反法定責任。 
2. 案情顯⽰示，有關的⾨門經常被學童使⽤用，⾨門上 
     玻璃過分單薄，危險性是可預⾒見的，校⽅方不⽤用 
     更換所有同類的⾨門，只須更換常⽤用的就⾜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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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安全�

3.  建材確實不能合理地保證安全，因此，校⽅方
違反 

a.  法定責任， 
b.  common duty of care, 
c.  普通法的照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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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安全�

Fryer v. Salford Corporation 
案情： 
原告⼈人F乃11歲學⽣生，就讀於被告SC管轄的學校， 
在家政課時，F穿著的圍裙被煤氣爐⽕火燃著，⾝身 
體嚴重燒傷，控告校⽅方疏忽，沒有在爐邊安裝保 
護罩，當時的法例並無如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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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安全�
Fryer v. Salford Corporation 
裁決： 
1.  本案所涉及的危險是合理地明顯，年幼學童
當⽼老師轉⾝身時，出於好奇會圍繞燃燒中的煤
氣爐，觀看製作的布甸蒸好未有。 

2.  學童所穿的是易燃的棉質布料。 
3.  SC沒有提供⾜足夠理由，⽀支持不在爐邊加上保
護罩。 

4.  被告違反了“照顧責任”，應對F的受傷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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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安全 ﹣學校的責任�
Van Oppen v. Clerk to the Bedford Charity 

Trustees 
案情： 
   原告⼈人VO乃被告⼈人機構辦理中學的學⽣生，

1980年VO在⼀一次欖球賽中受傷，他控告校⽅方
疏忽： 

1. 沒有在欖球場上給VO合理的安全照顧 - 校⽅方沒
有給他提供正當的欄截技巧訓練和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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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安全 ﹣學校的責任 

2.  沒有為他意外受傷投保。 
3.  沒有提醒他⽗父親： 

   - 欖球可能引致嚴重受傷的⾵風險 
   - 他需要替VO購買保險 
   - 校⽅方沒有為學⽣生作這樣的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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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安全 ﹣學校的責任 

裁決： 
1.  要校⽅方負上照顧責任（duty of care），必
須先確⽴立： 

 - 傷害是可預⾒見的 
 - 原告和被告雙⽅方之間有⾜足夠的親近關    
   系（proximity） 
 - 這樣做是公正和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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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安全 ﹣學校的責任 

2.  當學校肩負責任教育學⽣生，就必須對學⽣生的
健康跟安全作出合理的照顧。只要校⽅方作出
⾜足夠的照顧，校⽅方已滿⾜足法律責任的要求。 

3.  特別是校⽅方沒有責任去購買意外及疏忽保險，
因為這樣的投保已超越學校肩負教育學⽣生的
責任，法律加諸學校的責任必須是合理的，
與學校舉辦的活動有⼀一個公平合理的關係，
倘若家⻑⾧長本⾝身沒有法律責任替⼦子⼥女購買保險，
為甚麽學校要負這樣的責任？畢竟學校只是
“擬家⻑⾧長”(loco parentis)⽽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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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安全 ﹣學校的責任 

4.  學校與學⽣生之間的親近程度並不⾜足夠要校⽅方
承擔責任，去照顧學⽣生的經濟利益。 

5.  原告⼈人敗訴。 

33 



活動安全 ﹣學校的責任�
在校外活動，「合理照顧」涉及： 
1.  對活動的風險在事前作謹慎的評估 
2.  對場地的安全設施有全面了解 
3.  對急救醫療設備有合理的安排 
4.  教師與學生的比例合理地足夠 
5.  事前給予參加學生，負責教師有適切的安全

指引。 
6.  過程教師要經常關注和提醒學生合理可預見

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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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放學安全�

Barnes v. Hampshire County Council 
案情： 

 原告⼈人B案發時，年僅5歲，就讀於被告HCC管
轄的學校，下課時間是下午3時半，通常⽼老師
讓學童離開課室到操場，與家⻑⾧長會合回家，事
發時，⽼老師提早在3時25分離開課室去操場，B
於3時29分在校外⾺馬路被⾞車撞傷，她的媽媽於3
時32分抵達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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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學安全 
B指控校⽅方疏忽： 
1.  沒有保證學⽣生在家⻑⾧長抵校接收之前，讓學⽣生
離校。 

2.  在知情或應該知情下，沒有阻⽌止B離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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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學安全 

裁決： 
1. 校⽅方的措施，讓5歲學童在沒有⽼老師監管下，
⾃自⼰己在操場跟家⻑⾧長會合，並不妥當。 

2. 校⽅方在3時半平常下課和家⻑⾧長抵校前，解散5歲
學⽣生，讓她個⼈人在操場等候，屬違反“照顧責
任”，須向B的受傷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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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問題�
p 在校內出現傷亡事故，屬「公共責任保險」範

圍，但一般來說，保險範圍只包括校方或學校
僱員疏忽所引起的意外，並不包括「魯莽」 
(reckless disregard) 所造成的事故。 

p 所以，校方必須把已知有危險的設置盡快修理，
以免招致更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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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校安全的法律問題�

1.  基於學⽣生的年齡，學校是要肩負較大的
法律責任，保障他們在校期間，⼀一般的
安全。 

2.  但學⽣生管理並⾮非要求學校24⼩小時不停
地監察，這樣做既不實際亦違反公共利
益。只要有關⾵風險是在可接受⽔水平，則
責任不在校方。�

39 



學⽣生在校安全的法律問題�
3.  ⼀一位⽼老師是可以同時看管幾組學⽣生的，只要其
他同僚有足夠的共識，在發⽣生事故時，即時到
場⽀支援。 

4.  倘若當值⽼老師發現某⼀一個地⽅方或某⼀一組學⽣生有
較高的意外⾵風險，應⽴立刻聯絡同事找⽀支援，而
同時要高度警覺，專注那個地⽅方或那組學⽣生。 

5.  有些高危的活動，例如游泳，攀⼭山，又或者進
行活動的地方，明顯有多種潛伏的危險，例如
泳池、山嶺、馬路旁等，的確是需要學校不停
地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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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以上的案例說明， 
1.  學校安全需要管理層和前線員⼯工，上下
⼀一⼼心，有合理的關注和足夠的警覺性，
才能保障師⽣生⼈人⾝身安全。 

2.  校⽅方有否違反法律責任，是⽤用客觀標準
(objective test)衡量，所以，校⽅方不應
因噫廢⻝⾷食，放棄辦理有益學⽣生⾝身⼼心的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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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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