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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明均斥「佔中」惡霸 憂教育前景
睹馬時亨受辱感心寒 寧拒浸大頒榮譽博士

「佔鐘」周日「公投」政府兩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香港浸會大學
前日公布，向有「電子大王」之稱的知名商人
顧明均頒發榮譽工商管理博士榮銜，但他昨日
去信該校校長陳新滋，指近日的「佔中」行動
令他對香港教育前景及素質充滿擔憂、疑慮並
十分痛心，而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
早前在嶺南大學接受榮譽博士學位時，遭學生
公然侮辱，令他心寒，故拒受榮譽博士學位。

顧明均昨日在致陳新滋的信函中提到，「佔
中」鼓吹違法，使用暴力，是惡霸行為。

他狠批參與者多番使用暴力衝擊執法警隊及進行
各種霸佔道路等，是專制橫蠻的違法行為，嚴重
漠視受影響市民生計斷絕，「此等剝削禁止市民
連簡單使用一般道路的權利，有如禁止我等運用
呼吸的機能，有何分別？」

批騎劫民意不管市民死活
他批評，「佔中」騎劫民意，質疑佔領者只

重視自己的民主而完全不理會廣大市民擁有平
等相對的民主，是「不管他人死活」，他絕對
不表贊同，但奈何現時別無他選，而在「佔
中」者淫威武力下，連政府警方均要「跪下」
接受。正是近日的「佔中」行動，令他「對香
港教育前景及素質充滿擔憂，疑慮並十分痛
心」。
顧明均並讚揚警方盡忠職守，表明支持警隊依法

執法，盼望警方不要再忍讓「佔領」者，應「企硬
負起應有職責以維護法紀，保障全體市民應有的民

主、民權、民生、安居樂業、法定等權利」。
他又坦言，十分同情被指涉嫌毆打示威者的7
名警員，指有關的「警隊七雄」是處於受嚴重挑
釁的惡劣處境下，才會「佛都有火」，「（『警
隊七雄』）為廣大市民利益而受到處罰，我願為
他們共同承擔及對他們遭受的不公不義，感同身
受……（我）以追求真正民主，公義，感恩市民
身份鄭重向他們表示道歉，並致以最高敬禮。」
顧明均又懇請教育工作者能呼籲大家冷靜地探

索思考，貫徹和平理性地追求民主自由。最後他
提及「近日受人敬重的馬時享教授，在接受頒發
榮譽博士時受到不必要的侮辱及不被尊重的恐怖
情景，實在令人心寒」，故自己此時不應該亦不
敢接受浸大頒授之殊榮，希望浸大校長能諒解有
關決定。

浸大：盼顧博士接受榮譽
浸大發言人表示，浸大很有誠意向顧明均博士

頒授榮譽博士的崇高榮譽，校長陳新滋已親自與
顧明均聯繫，並衷心希望他屆時出席典禮接受此
榮譽。

評議會涉黑箱撐「佔」理大學生會6幹事請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理工大學的學
生組織出現內訌，學生會6名幹事提出集體請
辭，並發公開信批評身兼學聯常委的理大學生會
幹事會會長賴偉健，過度側重外務工作，更踢爆
「佔領」展開後，幹事會曾向評議會申請撥款2.4
萬元支持佔領者，但評議會建議將之提高至10萬
元，更把公款存入評議會主席之個人戶口，他們
質疑此舉有違財務原則，並擔心有利益輸送之
嫌。

轟會長抽水圖增「政治籌碼」
請辭的理大學生會幹事會成員包括福利秘書郭
晁霖、校政秘書駱靖霖、宣傳秘書林偉明、出版
秘書李樂兒、體育秘書李鎮熹及文娛秘書溫梓
晴。各人昨晚發出「集體請辭聲明」，指辭職信
已經透過電郵及書面形式遞交評議會主席，信中
提到希望「以集體請辭之舉，揭示這迂腐無能、

劣跡斑斑的學生會的真面目」。
聲明炮轟幹事會會長賴偉健，在其任期內過度

側重外務工作、忽略內政，以致學生會利益受
損，各人又懷疑賴偉健利用學生會的集體行動，
「增強自身的政治籌碼。」信中又批評賴偉健一
直與幹事會幹事缺乏溝通，導致會內、外事務均
難以接軌，例如在罷課及「佔領」運動上，使學
聯與學生會的支援上無法協調。

公款存個人戶口涉利益輸送
聲明更披露，9月28日警方使用胡椒噴霧及

催淚彈後，理大幹事會曾向評議會申請撥款支
持佔領者，原申請2.4萬元，評議會卻建議把款
項提高至10萬元，更把公款存入評議會主席楊
景雅個人戶口而非組織戶口，由個人運作，
「此等操作有違一般財務原則，容易隱藏利益
輸送。」請辭的幹事質疑評議會黑箱作業及違

反會章，亦令多項會員應享有的福利及活動被
無限期擱置，白白浪費會員每人 140 元的會
費。
賴偉健昨日在接受本報查詢時稱，該6名幹事

的聲明屬失實指控。他辯說，學生會欠缺1名外
務副會長及2名外務秘書，故他與1名外務秘書
要身兼4人工作，但他強調自己有處理內政及出
席學校會議，並無疏忽職責。
就評議會建議將支持「佔中」的款項提高至10

萬元及存至評議會主席的個人戶口，他辯稱會議
時提及未知「佔中」何時完結，故提高款項，另
為方便當時迅速獲得有關款項，故存至評議會主
席的戶口，又指上述提議獲出席會議的幹事支
持。
理大發言人表示，學生會由同學選出，一向運
作獨立，校方尊重他們的自決及承擔責任的能
力。

葉太：死撐「公提」不切實際「洗腦」幼師證循道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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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65周年，意義重大，但教聯會調查卻發現，15%受訪學
校無舉行慶祝活動，較去年增3個百分點，而舉行升旗禮、
懸掛國旗、國情專題活動周會、展板展覽等，均屬2012年
以來同類調查的新低。教聯會昨日表示對結果感到詫異，
估計部分學校受「佔中」和罷課等政治議題困擾，擔心激
進家長及校友會借學校辦國慶活動而加以攻擊。
教聯會於本月初向中小學及幼稚園發出「國慶活動及國

情教育」問卷，成功訪問了172位教師。昨日公布的調查結
果顯示，雖然有五成半受訪教師指學校有唱國歌活動，較
去年上升9個百分點，但懸掛國旗、展板展覽、國情專題活
動的周會及早會、升旗禮的舉辦比率，則減少3個至15個
百分點，是2012年以來同類調查的新低。另有15%受訪學
校今年無舉行慶祝活動，較去年上升了3個百分點。

65周年應加推「佔中」影響反減
就學校日常的國情教育活動方面，逾六成受訪者指，會與

學生到內地參觀訪問，逾四成會透過班主任課進行。教聯會
副主席胡少偉昨日表示，今年為國慶65周年，學校理應加推
慶祝活動，但調查卻反映不少學校舉辦的國慶活動整體呈減
少趨勢，相信受最近「佔中」和罷課等政治議題所影響。
他認為，學校會擔心激進家長及校友會借學校辦國慶活動

而加以攻擊，故寧願取消相關活動。他坦言：「我們體諒同
工的困難，但不能因為難而不做，的確需要迎難而上。」

恐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被問及今年學校推行國情教育活動跌幅明顯，胡少偉指

其中「將國情結合學科教學」錄得3年來的新低，只得
43%，情況罕見亦不合理，「通識科和常識科也有校本空
間，學校可以自主決定選擇什麼課題，可能是擔心講國情
會被家長或外界認為『政治不正確』，故愈做愈少。」他
擔心教育界減少推行與國情教育相關的課題，將降低學生
的國民身份認同，情況令人憂慮。
為支援教師舉辦慶祝國慶的教育活動，教聯會今年8月免
費派發《國家成長的足印》教育資料冊。胡少偉建議，特
區政府也應牽頭為學校提供更多資源配套，協助學校推行
與國情教育相關的課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最近網上流傳一
段幼稚園老師以「洗腦
式」偏頗立場向幼童講述
「佔中」的短片，觀塘循
道幼稚園昨證實該名幼師
於學校任教，並在學校網
頁上載了辦學團體香港基
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對
該事件的立場書，稱香港
是多元社會，該會「尊
重」教師的個人政治取
向，並呼籲各界相信學校
的「專業決定」。

在近日一段廣泛流傳的短片中，一名自稱是幼稚園教師的
女子，於本月初在海富中心大堂向幼童說故事，及在社交網
站發文《我與小朋友在金鐘的公民課》。有人批評她在短片
中所講的故事將「佔領」美化，迴避當中的違法違規元素、
衝擊情況等，更偏頗地將矛頭指向警察，要求該名幼稚園教
師所屬學校關注事件。
觀塘循道幼稚園昨日回覆本報查詢時僅證實，該女幼師為該
校的秦老師，又指該校網頁昨日已上載了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
聯合教會學校教育部部長簡祺標有關是次事件的立場書。

辦學團體護短 教局跟進
簡祺標在立場書中稱，校園是學與教的園地，保障學生安
全及利益是其首要責任，該會屬校一直按照教育局指引進行
教學，「為確保教學質素，有關教師所任教之學校更設有課
程監察機制，與雙班主任制互相配合，以確保該校之既定課
程得以順利進行。」香港是多元社會，該會尊重教師的個人
政治取向，並呼籲各界尊重學校，及相信學校的專業決定。
教育局發言人昨日在回應事件時則表示，教育局近日收到
市民就有關事件表達的意見，並正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特
區政府日前與學聯對話，提出向中央提
交民情報告及構建平台，討論2017年後
的特首選舉。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
席葉劉淑儀昨日指出，特區政府已具體
回應了反對派的訴求，倘反對派堅持
「公民提名」及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撤
回決定是不切實際的。香港大學社會工
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則指，
學聯要顧及特區政府的權限才可嘗試達
到共識，否則會出現香港不能承受的後
果。
學聯常委梁麗幗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稱，他們看到特區政府行了一步，但當局
提出的四個建議「很空泛」，令學聯無從
衡量內容，除非客觀條件有變，或特區政
府就建議提供更多細節，否則雙方目前並
無第二次對話的迫切性。

願建多方平台是大讓步
葉劉淑儀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

示，她不期望特區政府與學聯一次對話
就有戲劇性突破，但特區政府已經釋出
善意，願意建立多方平台討論政改，已
是一個很大的讓步，不少反對派議員希
望和港府及中央政府溝通，有些希望和
中央政府關係正常化，有部分反對派議
員亦渴望建立多方平台，惟部分人反應
太負面。
她強調，特區政府已具體回應了反對

派的訴求，若他們堅持「公民提名」及
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有關香港政改
問題的決定是不切實際的，而據部分國

家的經驗，「公投」更會破壞社會秩序
並使之崩潰。因此，她希望集會者停止
「佔領」行動，又批評反對派在立法會
發動「不合作運動」，擔憂未來兩年會
「好慘」。
被問及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提出，當局

可考慮在特首普選的提委會中，以個人票
取代公司票，葉劉淑儀認為，雖然全國人
大常委會規定四大界別不變，但可以透過
討論界別劃分、組成及組織數目等來擴大
選民基礎。如現時已經有兩、三個界別願
意將公司票轉為董事票，也可以考慮加入
青年人和婦女等的組別。

羅致光：需顧港府權限
羅致光在另一節目表示，期望「佔領」
者和平退場，否則若出現武力清場，除了
會令社會撕裂，長遠影響經濟，更可能導
致部分年輕人完全退出不關心政治，另一
部分則會走向極端，這是香港不能承受的
後果。
被問及特區政府在對話時提出兩個方

案，羅致光坦言，面對現時的死結，任何
方法都不妨嘗試，並相信政府及學聯都想
和平解決事件，但學聯方面要考慮特區政
府在權限內可做到的事，才可嘗試達到共
識。
他又認為，「佔中」 發起人及學聯退

場，估計六七成的集會人士願意撤離，
「當人數非常少的時候，就不需要用大量
武力清場，一般過往看到的場面，約四名
警員抬走一個人，這樣也可算是和平的結
束。」

■顧明均昨質
疑「佔領」者
只重視自己的
民主，而完全
不理會廣大市
民擁有平等相
對的民主。

資料圖片

■教聯會的調查發現，今年受訪學校舉行「國慶節升旗禮」、「懸掛
國旗」等慶祝活動均較去年減少。圖為學生參加升旗儀式。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佔領」行動已經失控，學聯昨日
宣布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將於周日晚在金鐘「佔領」區舉
行公投，收集「佔鐘」示威者是否接受特區政府建議的意見。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昨晚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質疑特區政府向中央提

交的「民情報告」，能否改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香港政改問題的決
定，並質疑當局擬成立的多方平台對2017年後政制發展的效用。
他續稱，為此，學聯已決定在本月26日在金鐘集會現場，以港大
民研計劃今年6月為所謂「公投」所開發的手機應用程式，要求在場
的示威者以投票形式決定是否接受特區政府提出的兩項建議。參與
者須親身到「佔領」區投票，並要提供身份證及手機號碼確認，投
票時間為晚上8時至11時。

收集「民情報告」與「多方平台」反應
目前，他們初步構思有兩項投票議題，包括「多方平台」可否處

理2017年或之前的政制問題，以及「民情報告」是否有決議性質或
憲制效力。投票詳情今日會進一步公布。
被問到為何只讓集會示威者投票，周永康稱，是要回應外界有關

「學聯不代表我」的批評，是次投票結果能反映示威者是否支持學
聯的決定，並向特區政府再施加「政治壓力」：若當局不回應投票
結果，「將再次挑起火頭。」
被問及投票會否在旺角及銅鑼灣「佔領」區同時舉行，周永康

稱，需要視乎人手及技術可行性。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補充稱，希望是次能夠取得參與「佔領」

者的意見，令他們「民意授權」更強。

■觀塘循道幼稚園昨證實該女幼師
為該校的秦老師。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人民日報》昨日在
頭版發表評論員文章，批評非法「佔中」是民主絆腳
石，製造社會紛爭，學聯與特區政府對話時提出修改全
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和香港基本法更是無理要求。文章強
調，人大決定體現「一國兩制」宗旨和香港基本法規
定，也考慮了香港各界意見，決定合法、合情、合理，
權威不可撼動，不會作出修改，呼籲各界在法治基礎
上，理性務實商討民主發展，如期落實特首普選。
這篇題為《依法推進香港民主發展》的文章指出，

香港特區實行特首普選是「一國兩制」下的一個地方
性選舉，必須符合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充

分尊重中央依法具有的權力，有利於切實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合法情理 不會修改
文章指，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了有關特首普選問題

的決定，體現了「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和香港基本
法有關規定，充分考慮了香港社會各界的有關意見和
建議，澄清了偏離香港基本法有關規定的錯誤認識。
決定合法、合情、合理，其權威不可撼動，也不會做
出修改。
文章強調，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

決定落實普選，是正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的
重要體現，是香港民主法治穩健發展的必然要求，也
是切實可行的最佳制度安排。一些人發動非法「佔
中」，推動「公民提名」，偏離香港基本法和香港法
律的軌道，脫離「一國兩制」框架，試圖以極端的
「佔領」方式來綁架民意、表達訴求，更是與法律程
序、民主精神背道而馳。
文章批評，即使特區政府與學聯日前對話，學聯仍

出爾反爾，提出修改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修改香港
基本法等無理要求，並在對話後試圖利用參與者情緒
再次升級「佔中」。

背離法治民主陷歧途
文章強調，民主與法治是一個命運共同體，背離法

治的所謂民主，只會陷入歧途、造成禍亂，借普選議
題製造社會紛爭、煽動非法活動，勢必毀壞香港民主
發展的憲制基礎、法治根基，實際上阻礙了一人一票
普選行政長官目標的實現，已經成為香港民主發展的
絆腳石。文章呼籲香港各界以理性務實精神謀取共
識，如期實現普選特首目標。
另外，就特區政府和學聯展開對話，《人民日報》

海外版昨日引述香港各界意見時提到，持續「佔中」
令香港陷入困局，對話已提供緩和平台，香港輿論亦
認為，特區政府已盡最大可能作出了合法、合情、合
理回應，期望學聯能感受到誠意和善意，以市民福祉
為依歸，為香港大局着想，呼籲學聯「見好就收」。

《人民日報》重申人大決定權威不可撼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