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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
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昨日開會，重新商議
是否等待首席副校長任命落實，才處理
副校長空缺，結果有關會議因港大校友
關注組及港大學生會的搗亂，被迫終
止。約四五十名滋事者衝入會議室，拍
枱、站在枱上爆粗，呼喝校委，又禁錮
校委，所作所為儼如當年「紅衛兵」。
混亂之中，校委之一的盧寵茂欲離開時
跌倒，但冷血的示威者要求其他校委留
在原位才肯為盧寵茂放行就醫；另一校
委麥嘉軒亦慘被包圍逾半小時引致身體
不適，盧與麥同被送往瑪麗醫院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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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血阻止跌倒教授就醫 校委會商任命副校被迫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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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校委會昨日下午約 5 時進行例會，討論各項議程，其
港中之一是重新商議副校長的任命問題。至晚上約
9 時 20

分，校委會成員之一的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離開會議廳去洗
手間，返回會議室時約四五十名滋事者即趁機衝入，馮敬恩更
主動開啓大門，與示威學生「裡應外合」。學生衝入會議室時
大喊「記者行開」。
該批包括港大學生、其他院校學生及巿民的示威者如暴民一
般，包圍會議室內的校委，不准校委離開，其間示威者拍枱、
站在枱上爆粗，尖聲兼走音指罵個別校委會成員如李國章、主
席梁智鴻「可恥」。見慣大場面的李國章坐在會議室面露微
笑，未被學生的暴徒舉動而嚇倒。示威學生一邊要求校委解釋
的議決的結論，但每當梁智鴻欲試圖解釋校委會立場時，學生
又高聲叫囂，刻意以聲音掩蓋對方發言。

馬斐森強調集體決定
港大校長馬斐森看見情況失控，多番欲開口呼籲學生離開，
但學生繼續喧鬧。終於輪到他說話，籲學生離開，並注意人身
安全，但學生亦未予理會。為擔心出現事故，他一度站立到會
議桌上，了解前方學生有無搞事。對於學生針對李國章及梁智
鴻，馬斐森強調所有決定都是集體決定。
混亂之中，校委之一的港大醫學院教授盧寵茂跌倒，但不少
學生仍然只顧搞事，學生事務長周偉立只好以自己身體擋住人
浪，以免倒下的盧寵茂受到踐踏。馬斐森、李國章先後到旁照
顧。另一校委袁國勇得知盧寵茂跌倒大感驚訝，看不過眼學生
所為，要求學生讓路，好讓他為盧寵茂檢查。其間有人在旁為
盧寵茂撥涼，又給他飲水，擾攘了 10 多分鐘後，盧才被移離
會議室，部分委員相繼離去。
校委黃啟文離開時，被港大校友關注組包圍及指罵；另
一校委麥嘉軒更被示威者包圍超過半小時，就算在 7 名警員
協助下仍然被困 ，終因身體不適而被同送往瑪麗醫院診
治。據了解，接載盧寵茂和麥嘉軒的救護車在離去時，其
中一輛救護車被學生圍堵，要警方派人護送救護車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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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寵茂在送院時批評學生「無法無天」，也對港大有這些
學生感到羞恥。

教局：譴責阻礙大學正常運作
李國章其後返回會議室面對學生的質詢。目睹學生的無禮行
徑，李國章以「文化大革命」形容學生的行為，又指對方是
「虐老」，「不容許我們離開及食飯」，也是軟禁行為，他大
感無奈。就校友劉進圖在報章撰文，聲稱有「中間人」干預副
校長任命安排，李國章反擊指有關指控全部失實，不知劉的資
料從何而來，「大可問問陳文敏誰是中間人，誰人說謊是可追
蹤到的。」
事後馮敬恩威脅指，為逼使校委會盡快落實副校長任命，以
後每次校委會開會，他們都會衝入會議室。
就滋事者昨日衝入港大校委會會議室搞事，教育局表示，此
舉嚴重妨礙大學最高機構的正常運作，政府對此予以譴責；發
言人強調，香港是自由開放的社會，任何人如有意見表達，應
以合法、和平的方式提出，政府以至所有愛護大學的人士均不
會認同任何阻礙大學正常運作的行為。

梁智鴻：任命副校按程序無拖延
■盧寵茂受傷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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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長出「屎橋」「引兵入室」腰斬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一眾自稱
港大「持份者」的學生及校友一直要求校委會
盡快委任副校長，但昨晚當校委會準備就事件
定出時間表時，在會議廳內開會、明知會議進
程的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卻突然出來「去洗
手間」，在返回會議廳時頂着大門讓場外的學
生衝入去，會議廳瞬間陷入一片混亂，會議亦
被迫腰斬，令校委會無法就事件取得結果。
校委會會議自昨日下午5時開始，討論至9時
20分左右，正準備對副校長一職委任事宜的時間
表作表決，但此時原本在開會的馮敬恩卻出來
「去洗手間」，和場外學生作討論，之後再返入

會議廳時，突然頂着會議室大門，讓一眾港大學
生、他校學生，甚至其他市民衝入會議室，令場
面陷入混亂，疑似「自導自演」，不讓校委會在
事件上取得進展。本報記者多次問馮敬恩為何要
在此時放學生進去，他卻不肯回應。
有校務委員坦言可惜，表示會議明明已到表
決階段，應該可以有結果，但最終卻腰斬。
記者昨問及港大校友關注組召集人葉建源為何
學生不等待表決結果便有所行動，他卻宣稱當時
已表決，但當記者糾正他其實尚未表決完畢時，
他即推說指他們得到的消息來自學生，又指學生
的行為要由學生回應，他不會作評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
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昨舉行四個多小時會
議後，原本想就委任副校長（學術人力
資源）時間表一事作表決，卻因學生硬
闖令會議而流會。就有人指校委會於該
職位上拖延逾半年時間，校委會主席梁
智鴻昨日解釋相關工作程序，指物色委
■梁智鴻 曾慶威 攝 員會至 6 月才完成工作，校委會亦是 6
月才收到有關資料，並無拖延。對於自稱「持份者」的學生、
校友等人不斷施壓指點校委會做事，不同委員都指出感到壓
力，並認為有關做法令校務政治化。
在學生衝入後，校委會主席梁智鴻再次嘗試解釋校委會上月
決定所涉及的理據，他指校委會是於 6 月始接獲副校長（學術
人力資源）物色委員會文件通知物色程序已妥備，於 6 月的會
議才首次接觸到有關事件。現時才過了約一個月，再過兩三天
首席副校長遴選就會完成，由於副校長（學術人力資源）的工
作性質為直接協助首席副校長，而有關職位其實懸空已 5 年，
校委會認為可以「多等一會」，諮詢首席副校長人選的意見才
作審議，以示對其的尊重。
他又表示，校委會認同副校長（學術人力資源）一職對大學
非常重要，而當委員討論有關任命的時間表時，就有學生衝入

被迫中斷。校委會成員黃啟文也確認，在有人衝進會議廳時，
正準備投票表決是否商議副校長任命，最終未有結果。

李國章：絕不屈就野蠻打壓
就有傳港大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獲薦為上述副校長人選而
遭校委會拖延，校委會成員李國章強調，從沒有收到關於該職
位人選的資料，自己也不認識陳文敏，所有資料只是從傳媒獲
悉，談不上會阻止他任命。他又表示，至今從沒有任何人向他
「篩票」，只有部分學生、校友「要我們（校委會）做事」，
但認為大學自主不能受任何一方影響，「不能因為你野蠻、你
威脅、你打壓，我們就屈就，每一件事都要看得清清楚楚，再
做決定，而這個決定是要為港大好。」

盧寵茂：勿將政治帶入大學
另外，港大校委會委員盧寵茂昨早於電台節目強調，校委會是
港大最高架構，具有公信力，外界不應把政治帶入大學，對大學
沒有好處，直言「越來越感到校委會受很大政治壓力」。他又批
評校委會會議內容多次被洩露，關注當中有人違反保密原則，對
此感到擔心且驚訝，而且不少洩露的會議內容並不準確，他自己
從沒聽過部分所謂的內容，也質疑「香港大學開始由傳媒控
制」，輿論令校務政治化，對大學管治構成重大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鄭伊莎) 對於港大校委
會昨晚會議期間被港大學生暴力衝擊，其中一位委員盧
寵茂在混亂期間更不適倒地，包括港大校董和校友在內
的社會各界昨晚強烈批評，暴力學生衝擊學校高層組織
蠻不講理，目無尊長，枉稱大學生，簡直是「港大之
恥」。各界認為，校委會維持待首席副校長到任討再討
論副校長任命的決定合情合理，支持校方面對暴力衝擊
據理力爭，不能向暴力屈服，否則只會破壞機制，賠上
港大百年基業。

鍾樹根：屈服暴力毀百年校譽
港大校董、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昨日接受本報訪問
時，強烈譴責搞事學生行為簡直是「港大之恥」。他說，
學生以暴力行為令他人就範，絕非讀書人所為，反問若校
方屈從暴力，隨意聽任訴求，委任一名由暴徒力捧的副校
長，「試問這名人士能否教出有用的人嗎？」如此惡例一
開，校內所有教職升遷大可透過暴力或「私相授受」決
定，但這樣一來，港大百年基業便會毀於他們手上。

葉國謙：校委會須向公眾負責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表示，若口講民主但不懂
得尊重，根本就談不上是甚麼民主。校委會當然有自己本身
的角色和責任，在履行這個責任時亦需向公眾負責。學生可
以表達自己的意見，但不等於別人一定要遵從自己的意見。

葉太：表達意見亦應尊重秩序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直言，衝擊行為
很過分，學生即使有權表達意見，亦應尊重校委會的程序

及會議秩序，碰撞是不應該的。

陳勇：踐踏校訓違反尊師重道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城大顧問委員會委員陳勇亦批評，
港大學生行為完全違反尊師重道精神，把港大校訓「明德
格物」四字踐踏得體無完膚。他反問，搞事的港大學生
「德」在哪？今次事件再次說明，港大法律系學術地位不
斷下降事必有因。

黃均瑜：等待「首副」合情合理
本身為港大校友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黃均瑜認
為，港大校委會經過詳細討論後，決定待首席副校長到
任再討論副校長的任命，是合情合理，港大校友及外人
均沒理由因不滿意而推翻此決定，「一個文明社會應該
要尊重其職權及制度，港大不是流氓大學啊！」黃均瑜
又坦言對學生衝擊行動「難以置信」，批評學生會此舉
「蠻不講理、不成體統」，並非大學生應有所為，亦嚴
重損壞了作為百年老校的港大之金漆招牌，表現令人深
感失望。他要求學生會向公眾交代衝入會議廳的有關人
等是否學生會成員。

蔡國光：一意孤行損大學自主
教育評議會主席蔡國光亦指，校委會運用其職權討論校
內人士任命，做法理所當然，只是學生會一意孤行要求校
委會作出令其滿意的決定。他強調，大學自主是指大學按
既定程序及制度自主決定有關政策，但高呼「要捍衛大學
自主」的學生會卻試圖干擾校委會會議是自打嘴巴，「到
底是誰破壞大學自主呢？」

激進分子混跡挑毆鬥

各界斥學生暴力衝擊傷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張得
民）港大學生會「事先張揚」要「圍
堵」甚至「佔領」港大校務委員會開會
場所，多名根本與港大毫無關係的激進
分子也趁機到場「抽水」，企圖混水摸
魚。其間，有自稱是「港大畢業生」的
男子向到場抗議的市民揮拳，雙方更一
度發生肢體衝突。

與港大毫無瓜葛者「抽水」

在昨日下午港大校委會開會之前，就
有一批打着「港大校友」名義的反對派政
界人士在舉行會議的港大紐魯詩樓
（Knowles Building）外抗議，包括梁家
傑、余若薇、陳淑莊、單仲偕、李永達等
人，與此同時，一批曾長期參與「佔中」
的激進分子也陸續抵場「聲援」。據記者
所見，不少人更是在「佔中」失敗後繼續
長期霸佔立法會大樓外添美道的核心人物，這包
括公民黨港島支部委員陳渭新（Samson）、與激
進組織「人民力量」、社民連關係密切的「阿
禮」，以及「本土民主前線」召集人黃台仰（Ray
Wong ）等人。現場有反對派人士見狀直言，這些
人根本與港大沒有任何關係，「佢哋一唔係港大
畢業生，二唔係任何與港大有關係的組織成員。
好似 Ray Wong，佢係白英奇（專科學校）畢業
嘅，佢個組織也同港大冇咩關係。佢班人來呢

■激進分子陳渭新（右一）與阿禮（左一）出現
在港大抗議人群中。
張得民 攝
度，根本就係想趁機「抽水」（佔便宜）。」
記者發現，激進分子到場後，故意混入其他抗
議者人群中，有時也跟隨高叫幾聲口號。知情者
透露，本來，部分激進分子並沒有興趣來港大
「抗議」，但聽說港大學生會前日（周一）聲言
要「圍堵」校務委員會成員甚至「佔領會場」，
因此紛紛「蒲頭」，欲借混亂場合「抽水」。

惡語辱罵毆老伯血流披面
在會議舉行前，網上群組「珍惜孩子、捍衛教
育」20名成員到場外示威。當有群組成員欲向港大
職員遞交請願信時，卻被一批「港大校友關注組」
成員包圍指罵，有人更用惡毒的語言向「珍惜孩
子」群組成員詛咒「快啲死」、「幫你買定棺
材」，其間，一名自稱是港大畢業生的男子向群組
成員揮拳，導致一名約60歲的老伯血流披面。
「珍惜孩子」成員陳女士強烈譴責暴力行為，
又指以前有子女就讀港大，畢業後找到好工作，
但現在的港大學生只顧搞政治，「唔去讀書，走
去管校長」，抗議行為形同「反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