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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陳文敏鍾庭耀罪成
涉事人失責或涉利益衝突 報告促港大管理層「採取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佔
中三丑」之一、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戴 耀 廷 向 多 個 部 門 作 4 筆 共 145 萬 元 的
「秘密捐款」問題，港大經過一輪調查和
討論後，昨日決定公開報告。報告顯示，
戴耀廷、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港大民
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等人一概「罪
成 」 ， 被 指 做 法 「 不 符 預 期 標 準 （falls
short of the expected standards）」，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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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ge responsibility），其中戴耀廷在提
交資料時顯得抗拒，更被指涉嫌利益衝
突。負責調查事件的審核委員會指，上述
人員的不足以及港大欠缺清晰指引的情
況，反映大學管理層應「採取行動（call
for action）」。港大校務委員會接納報告
相關內容，事件將交由管理層跟進，再由
管理層向校委會匯報結果。
10 月被揭發向港大不同部門作出 4
戴耀廷於去年
筆合共 145 萬元、來歷不明的「秘密捐款」，

包括由陳文敏經手、用於舉辦政制發展和法治教育
的30萬元；用於所謂「佔中公投」的80萬元資金；
兩筆分別20萬元及15萬元予人文學院的捐款，以支
持院方進行信仰與法律研究，及聘請研究助理向梓
騫。
事件被香港文匯報等多份報章揭發後引起社會譁
然，港大於去年底決定由審核委員會調查事件，港
大校委會主席梁智鴻昨日宣布公開有關報告、補充
資料及涉事人的解釋，但其中有一名涉事人、應為
人文學院院長蔡量寬不願公開其回應，校方亦尊重
其意願。
報告指出，大學指引寫明「捐款應來自有信譽來
源」，而委員認為，當中的把關應落在每一個涉事
人之上，所有人接收捐款時，應秉持相關指引和政
策的理念，並達到預期標準。

無提捐款者信息不符標準

聘請不符捐款原意 借調無通知校方
同時，戴耀廷交給人文學院的捐款原本是用來支
持「信仰與法律」的活動，但事實上卻用來聘請了
研究助理向梓騫，而向梓騫更被戴耀廷調用去做
「佔中」委託「港大民研」的工作，明顯不符捐款
原意。委員會指，有關調用更引起了「利益衝突」
的問題。報告又指出，戴耀廷的借調並無通知校方
人事部門。
與戴耀廷關係密切的陳文敏也被指行為「不符預
期標準」。陳文敏聲稱，自己在收到戴耀廷捐款時
曾向戴查詢捐款來源，並獲得答覆，但報告指陳文
敏並無將有關訊息告知其行政助理及 DAAO，委員
會認為陳文敏接受捐款的做法「不符預期標準」。

資深管理層須作「必要改變」
報告指出，是次「秘密捐款」一事中，包括「高
級學者」在內的涉事人「行為不符預期標準」，再
加上大學欠缺清晰指引，認為管理層有必要對此
「採取行動」。
委員會又強調，內部有系統的管理文化很重要，
又指出不少校友和各持份者指望大學管理層去警覺
地保護大學的聲譽，認為資深管理層應帶頭作出必
要的改變，以改善當中的文化。

梁智鴻：校委會不接納涉事人辯解
梁智鴻表示，校委會已接受審核委員會的報告及
闡述，但未有表示接受涉事人的解釋。有關說法反
映校委會並不接納戴耀廷、陳文敏等人的辯解。梁
智鴻指，有關事件將轉交大學管理層處理，去看看
是否要改善指引、對涉事人的問題要如何跟進等，
之後再向校委會匯報有關結果。
他強調，大學做事有其程序規則，之前校方不公
布並非「拖延」，現在決定公開報告及有關回應，
是要向社會大眾「交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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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庭耀扮不知情遲報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戴耀廷和陳文敏均
被指行為不符大學預期標準外，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鍾庭耀也「有問題」。 審核報告披露，鍾庭耀在被發
展及校友事務部問及捐款來源時，宣稱自己「全不知
情」，又稱「匿名」不是問題，審核委員會批評其做法
「不符預期標準」。同時，鍾庭耀理應將 80 萬元捐款
的本票轉交發展及校友事務部（DAAO）處理，但他並
無這樣做；在處理實物捐贈時，DAAO亦是在捐贈完成

3個月後才接獲港大民研的通知。
審核委員會在報告指出，鍾庭耀代表民研計劃收取80
萬 元 捐 款 ， 但 被 DAAO 問 及 捐 款 來 源 時 ， 他 只 着
DAAO與戴耀廷溝通，坦言自己對來源「全不知情」，
並宣稱「匿名」不是問題。
報告又指，「港大民研」理應將 80 萬元捐款的本票
轉交 DAAO 處理，但鍾庭耀並無這樣做，行為不符指
引規定。在實物捐贈方面，民研計劃理應將相關處理文

「秘密捐款」
涉事人物與部門
戴耀廷：
－向大學轉介多筆捐款，但對提供捐款資料顯得抗拒（reluctance），港大發展及校友事務部要求交
代捐款者身份，他足足花超過 6 星期才提交了一個人名作「捐款人」，不符學者處理捐款的「預期
行為標準」。
－操守偏離捐款指引，在向人文學院提供的共 35 萬元捐款，宣稱用作「信仰與法律」計劃，但最終
卻用作聘請研究助理為港大民研的「佔中公投」工作，在確保捐款應用在所報用途上失責。
－以該研究助理幫助「佔中公投」為戴的部署，其做法涉嫌利益衝突。
－沒有通知人力資源部有關研究助理借調情況。
陳文敏：
－代法律學院收取戴耀廷的 30 萬元捐款，宣稱收取捐款時已問及並得知捐款者身份，但沒有告知涉
事的行政人員或發展及校友事務部，做法不符預期標準。
鍾庭耀：
－代港大民研收取戴耀廷轉交的 80 萬元捐款，發展及校友事務部問及捐款來源時，推說自己並不知
情全為戴耀廷所為，更宣稱「匿名」不是問題，做法不符預期標準。
－作為港大民研總監，操守偏離捐款指引，沒有將上述 80 萬元捐款本票交發展及校友事務部，處理
過程失責。
－在處理實物捐贈時失責，發展及校友事務部在捐贈完成3個月後才接獲港大民研的通知。
蔡量寬：
－被戴耀廷告知予人文學院的共 35 萬元捐款來自匿名來源，但仍將資料交予發展及校友事務部，做
法不符預期標準。
－作為人文學院院長要處理財政預算，但沒確保捐款用於原定用途，未有盡責。
－根據聘用合約該為上述「佔中公投」研究助理的主管，但沒有管理該研究助理，亦沒有通知人力資
源部門已作借調。
周肇平（前副校長）：
－在捐款出現疑問時，指示發展及校友事務部繼續處理沒有進一步跟進及求證，決定不令人滿意。
發展及校友事務部：
－曾就問題捐款提出警示，但沒有繼續跟進及向戴耀廷宣稱的「捐款人」求證，也未有向校委會匯報
有關捐款。
大學整體：
－直至報告撰寫時，大學仍沒有直接向戴耀廷宣稱的「捐款人」求證。
資料來源：港大校委會審核委員會報告及相關補充資料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大比數通過擱置新副校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就反對派一直希
望造勢，企圖以政治手段向香港大學施壓，要求校方
委任於捐款事件上表現不當、學術上領導無方的前法
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為新設的副校長（學術人事及資
源），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昨確認，校委會通
過會擱置委任有關職位的討論。他指出，有關職位由
首席副校長直接管轄，但由於該校首席副校長錢大康
離任在即，下任人選估計將於 8 月「上馬」，故校方
認為須聆聽新首席副校長的意見，方為合適。

待新首席副校意見再處理

梁智鴻承認，昨日校務委員會例會的議程上原本有
副校長委任的議題，但由於有關職位屬首席副校所管
轄，職能與首席副校長的助理相似，而錢大康又離任
在即，校委會決定擱置有關討論，待聆聽新首席副校
的意見後，再作處理，「現時遴選委員會方面已密鑼
緊鼓地去尋覓下任首席副校的人選，相信 8 月可以選
到。」
他強調說︰「校委會並非推翻（學術人事及資源副校
長）遴選委員會的決定，而是認為應該屆時再作處理，
因為公平一點，讓新的老闆看看下屬這個位置需不需
要。」有媒體引述消息指，有關決定是校委會投暗票所

得，以12票對6票，大比數決定押後討論任命。
至於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提出要用特權法調查港大委
任副校長一事，梁智鴻表示，立法會通過要做任何
事，大學方面會尊重，也會配合。被問到此番施壓有
否尊重大學的院校自主時，他就表示︰「這方面兩邊
拗啦，看他們要看甚麼吧！」
陳文敏在回應時稱，報告的指控對他不公，又稱捐
款人希望「匿名」，不等於捐款來歷不明，他本人已
採取措施向大學提供足夠資訊，並死撐沒有違反大學
指引。他昨晚接受媒體查詢時也無視自己「戴罪之
身」，反咬校委會押後討論任命的理由「荒唐」。

件交予DAAO，但DAAO最終於捐贈完成3個月後才接
獲民研計劃的通知。
至於收取戴耀廷 35 萬元的人文學院院長蔡量寬，被
指明知捐款來自匿名來源，但仍將資料交予DAAO，做
法不符預期標準。同時，蔡量寬亦無確保捐款用於原定
用途，在這方面失責；作為研究助理向梓騫的主管，蔡
量寬亦無盡管理之責，更無通知人力資源部門該助理已
作借調，做法同樣有問題。

各界促嚴辦 保港大聲譽

事件的「始作俑者」戴耀廷被指出多項問題，其
中一樣是不願公開「秘密捐款」來源。報告指，當
港大發展及校友事務部（DAAO）於 2013 年 5 月追
問捐款者是誰時，戴耀廷用了 6 個星期才「交出一
個名字」，委員認為戴不願提供資料信息的行為不
符預期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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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校務
委員會昨日確認了「佔中三丑」之一、港大法律
學院副教授戴耀廷被指收受匿名捐款的審核報
告，報告點名批評了戴耀廷，前法律學院院長陳
文敏及民研計劃總監鍾庭耀。有港大校董、校友
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指出，港大校委會確認
了港大「捐款門」報告，不容涉事者否認，更間
接反映了外界質疑港大是外部勢力滲透香港事務
「橋頭堡」並非無的放矢。他們認為，港大學術
排名每況愈下，為保聲譽，校方必須嚴肅交代，
嚴格按照規定處理涉事者，不能輕輕放過。

鍾樹根：或需向廉署舉報

港大校董、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昨日在接
受本報訪問時指出，他擔心戴耀廷和陳文敏被揭
發收取匿名捐款，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故期望港
大繼續徹查事件，並作適當內部處分，甚至向廉
署舉報，尋求更高層次介入，了解事件來龍去
脈，向公眾作清晰交代，以保港大國際聲譽。
他又批評戴耀廷在調查期間不合作，諸多迴
避，態度惡劣，又指他主動策劃及參與違法「佔
領」行動，與其教職身份不符。而陳文敏過往也
頻頻參與政治活動，今次更被揭發協助收取匿名
捐款，港大實應取消他的副校長遴選資格。

劉迺強：行為失當 不容否認

港大校友、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表
示，今次校委會確認「捐款門」事件違規失責、
不符合校方期望，充分顯示戴耀廷和陳文敏的捐
款行為失當，不容二人否認。
他說，校方既已確認捐款行為出現問題，這正
進一步說明，如果不是因為密件披露港大早已存
在的捐款問題，這些問題還是會掩飾下去，港大
成為外部勢力發動亂港行動的「橋頭堡」更為鞏
固，過去一些人為事件諸多掩飾，即顯示這些人
心裏有鬼。他強調，港大校方必須嚴格按照程序處理二人的
不當行為，不能偏袒，外界應尊重港大的決定。

王敏剛：向學生作了最壞的示範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認為，香港大學是本港最高學府
之一，但多名教授被揭發捲入捐款醜聞令人遺憾。他強調，
大學教授為人師表，理應守法守規，可惜涉事人不單涉嫌違
規處理捐款事宜，更對事件的來龍去脈一直隱晦回應，他們
的個人誠信操守惹人質疑，也向學生作了最壞的示範。
他又引述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於今年 3 月公布的
2015 年度全球大學聲譽排行榜，指港大排名首次「50 強」不
保，而「捐款門」事件同樣引起社會關注，如今港大校委會
經過長時間的調查後，正式確認相關學者及教授的處理手法
不符合程序，港大管理層要保護港大的名聲，必須合情、合
理及嚴肅地作出交代，相信社會大眾也絕不容讓校方將此事
輕輕帶過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