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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章批狀黨
為選票搞港大

■李國章

攻擊中央港府無理 將教育擺上枱無恥 強調校委不涉政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大學生會暴力衝
擊校委會事件餘波未了，當日疑被學生襲擊和非法



禁錮的校委李國章，昨日點名批評公民黨梁家傑、
余若薇及郭家麒，出力干預港大院校自主，為了選

舉而無理攻擊中央和特區政府，將大學和教育「擺上神主枱」，十分無恥，促請
該黨反思。他強調大學辦事沒有政治考慮，校委會也沒有拖延副校長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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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章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港大遴
李選委員會去年
12 月已經決定推薦港大法

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出任副校長，當時全體
委員均支持，但陳文敏其後涉及「佔中」發
起人戴耀廷不當處理捐款事件，需要接受調
查，更有部分遴選委員改變主意。

被問到陳文敏應否退出副校長遴選，李國
章認為，倘陳對港大很有感情，「係咪要考
慮吓，要搞到港大咁亂、咁多政治入港大
呢？」他又指，本月應可落實首副人選，此
人不會受到任何壓力，「只是聽取他的意
見，不是叫他決定（副校長任命）。」

指陳文敏將遴選政治化

校委具名望地位不被左右

他續說，曾在今年 6 月的會議上支持即時處
理副校長任命，但大部分校委當時認為應該
「等埋首席副校長」，他作為少數，最終支
持校委會決定。他並透露，曾經支持陳文敏
做副校長，但近來覺得陳將今次遴選政治
化，對他有保留，例如陳在 3 月曾對外聲稱可
隨時就任副校長，並無將事件保密，5 月時更
批評校委會愚笨，「副校長是校委會委任
的，你會否罵委任你的人是蠢人呢？我覺得
很奇怪。」
李國章指，校委會至今仍未收到遴選委員
會的正式文件，強調大學要跟程序辦事，沒
有政治考慮，校委會也沒有拖延副校長任
命，「大學咁樣俾人屈，真係好陰公。」他
直言，沒想到今次會被反對派及公民黨利用
作話題，為了明年的立法會選舉而攻擊政
府，又利用學生的熱情，慫恿他們作出過火
行為。

對於反對派聲稱特首梁振英干預大學自
主，李國章反駁指，梁振英至今只委任了他
一人作港大校委，「我一個人可以影響到其
餘廿幾人？無可能」，而指控中央政府「干
預」更是毫無證據。他認為，校委會成員都
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不易受人控制。
就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昨日撰文稱，學
生會未必會再衝擊校委會會議，李國章認為
學生有反思，知道自己做錯，雖然他「驚驚
哋」馮敬恩，但也樂意和他見面。
野蠻行為影響港大生形象
曾形容學生是「紅衛兵」的李國章又說，
不會收回有關言論，直言港大學生會的行
為，令人以為所有港大生都是「咁野蠻、咁
癲」，有僱主更認為這班學生是「垃圾」，
對其他不想搞政治的學生不公平。
他又透露，曾有親友勸他辭任校委，但他
認為若因受到暴力威脅而退縮，將來無人再
可保障個人行動及思想自由，「如果我唔
做，仲有邊個人會講呢啲嘢？」
被李國章點名批評的梁家傑、余若薇及郭
家麒昨日續以「港大校友」的身份發聲明
「死撐」，聲稱李的言論是「賊喊捉賊、轉
移視線」，並繼續向校委會施壓，要求「盡
快確認副校長物色委員會的建議」，公然干
預港大自主。

籲公民黨勿再損大學自主
他更點名批評公民黨黨魁梁家傑、主席余
若薇及立法會議員郭家麒歪曲事實，出力干
預大學自主，脅迫校委委任陳文敏，將大學
和教育「擺上神主枱」。他呼籲公民黨反
思，希望該黨不要再傷害校委的自由、學校
自主及大學發展。

曾 鈺 成 批「 以 武 制 暴 」玩「 語 言 偽 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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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學生會
上月底帶領學生暴力衝擊校委會，企圖脅迫校委任
命陳文敏為副校長。本身是港大校友的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昨日表示，不認同學生會會長馮敬恩聲稱衝
擊行動是「以武制暴」的說法，批評這是一種「語
言偽術」，認為這條路不能解決問題，對各方都沒
有好處，希望學生們能以正當方式表達意見。
曾鈺成表示，學生可以有理由不滿校委處理副校
長任命的手法，但強調不認同馮敬恩所稱的「以武
制暴」說法。他又直斥港大學生倘因不滿建制一些
做法或制度，就標籤之為「制度暴力」，認為有關
說法危險，是典型的「語言偽術」。
曾鈺成表明，不同意學生表達不滿的手法，批評
以粗暴手法衝擊破壞，不單不能解決問題，而且更
對任何方面都無好處。他強調，港大學生倘走這條
路是好危險，認為他們倘若對校委會工作或其程序
有意見，應該以正當方式表達。

校委會依程序應受尊重
對於中大前校長劉遵義日前批評涉事學生是「被
寵壞的小混蛋」，曾鈺成則對此表示不評論。另
外，有傳聞指有校委成員透過中間人，要求港大法
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退選副校長，曾鈺成表示，校
委會在決定副校長人選問題上，應有清晰、既定的
程序，認為倘校委會依照程序做事，便應受到尊
重。

馬斐森暗示將嚴厲處理衝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鄭治祖）香港大學
學生會上月底發動的「黃衛兵之亂」引起社會各界
廣泛批評。港大校長馬斐森昨日再就事件向全校師
生及校友發電郵交代處理進展，而他對失序行為的
態度也變得更強硬。馬斐森表明會搜集證據，並向
警方舉報當日的刑事罪行，又表示正研究是否可採
取紀律處分。有校委早前批評作為校委的學生會會
長馮敬恩沒有遵守保密會議內容的協議，馬斐森於
昨日的電郵中亦指出，校委會可能會對其成員「採
取行動」。
馬斐森於電郵開首重申校方譴責暴力行為，並表
示會期望所有成年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他強調，
校方不會容讓類似事件再度發生，未來會仔細搜集
證據，包括影片、辨識身份以及目擊者說法等，若
有證據，校方會向警方舉報所有刑事罪行，並呼籲
所有有證據的人亦向警方作出舉報。

馮敬恩違保密或面臨懲處

示威失控外人插手才報警
馬斐森指，當時他和其他
人都曾呼籲示威者離開會議
廳，但遺憾地他們未有理
會，令校委被禁止離開，

「珍惜」
批公民黨涉操縱衝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上月底發生的「黃衛
兵之亂」引起社會各界抨擊。「珍惜群組」昨日到特區政府總部
外抗議，批評暴徒的種種惡行，並關注公民黨破壞法治的行為，
質疑他們背後操縱衝擊校委會事件。他們促請保安局關注違法
「佔領」行動塗毒香港年輕人，及緝拿港大禁錮傷人事件的罪魁
禍首，嚴懲暴徒。

動的「屈人黨」均以統一口徑，向年輕人灌輸說話、慫恿作出欺
凌行為、誣衊執法人員，希望當局能正視此問題。「珍惜群組」
發言人李璧而更直斥：「明明在暴力現場拘捕的暴徒，是暴力活
動常客，竟屈警察打剛巧經過現場的市民。他們製造暴力，個個
蒙面，有恃無恐四處辱罵市民和遊客。」團體最終向保安局代表
遞交請願信後和平離去。

冷眼旁觀暴徒包圍校委
「珍惜群組」一行 10 多人昨日上午手持橫額標語，到金鐘政
府總部外抗議，高叫「大狀黨亂港」，「自己仔女要成材，送人
仔女受制裁」等口號。他們關注公民黨破壞法治的行為，點名批
評公民黨成員梁家傑、余若薇及陳淑莊等人當日在港大煽動學生
衝擊校委會，質疑他們背後操縱事件，在混亂中更冷眼旁觀，未
有出手協助被暴徒包圍的校委。
團體又指，現時政棍亂港，暴徒橫行失控，香港已成為「暴力
淪陷區」，慨嘆違法「佔領」煽動了不少香港年輕人仇恨國家、
特區政府以至警察，間接造成有港大學生涉嫌禁錮傷人和威嚇校
委。他們要求保安局盡快緝拿港大禁錮傷人暴力事件的罪魁禍
首，嚴懲暴徒。
團體續說，自去年違法「佔領」行動以來，出現於各類示威行

■「珍惜群組
珍惜群組」
」昨日到特區政府總部外抗議
昨日到特區政府總部外抗議。
。

劉慧卿促學生公開交代

就是否會於大學層面採取紀律處分，馬斐森表
示，校方已在研究，包括諮詢法律意見等，以檢視
是否有足夠理據去作出懲處。另外，他亦表示校委

會可能會對其成員「採取行動」，似乎是暗示洩漏
會議內容及「引黃衛兵入關」的馮敬恩或會受到處
分。
馬斐森又提到，汲取了上月底會議的教訓，校方
在日後的會議會確保所有大學成員的安全，以及大
學的正常運作，但具體如何處理，他則表示「因保
安理由未能透露」。
至於上月底會議的保安問題方面，馬斐森解釋，
校方未有第一時間報警，是因為要遵守「818 事
件報告」的建議。2011 年的「818 事件」發
生後，有人批評大學讓警方入校的做法不
當，事後的報告指，校方面對「校園任
何不可預見的事件，應先以校園保安去
作出處理」，直至校方不能處理時才可報
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香港大學學生會上周率領
學生暴力衝擊校委會會議，企
圖脅迫校委任命港大法律學院
前院長陳文敏為副校長，行徑
令人側目，並激起公憤。民主
黨主席、立法會議員劉慧卿昨
日出席電台節目時揚言，涉事
學生應要出來向公眾交代，但
又辯稱他們的行為是「官逼民
反」。
劉慧卿並聲稱，香港大學
委任副校長的風波已成為
「國際醜聞」，又稱校委會
以等待首席副校長為由拖延
任命是荒謬。她揚言，港大
應自行委任一個具公信力的
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
或成立多方平台討論事件，
並向社會解釋制度如何操
作，展示大學處理危機的能
力，以捍衛港大校譽。

並出現襲擊、誣衊及恐嚇等行為。校方其後見事件
失控，且有校外人士加入，故最終還是需要報警，
但強調警方只於校園內的公眾地方出現。
另外，港大校委會主席梁智鴻昨日出席一活動後
表示，校方的風險評估小組正研究校委會本月底開
會時，是否需要加強保安或到校外開會，目前要待
風險評估後再作決定。他說，校委會需討論很多重
大議題，有信心學生會尊重會議，令會議可以順利
進行。
他又透露，首席副校長的人選有望於
本月底提交至校委會，強調校委會沒有
刻意拖延副校長任命，「每一個人都
希望將程序做到最好，令大學清晰運
作，無人想拖延。」他重申，由於副
校長與首席副校長的合作關係密切，
因此希望能尊重首席副校長的意願，才
決定副校長的人選。
■馬斐森表明會搜集證據，
向警方舉報。
資料圖片

馮敬恩死撐拒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大學生會暴力衝
擊校委會事件引起公憤，當日「引黃衛兵入關」的
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昨日仍堅拒就事件道歉，更
稱衝擊行動遭到「抹黑」。不過，曾聲言校委會不
處理副校長任命、往後將必衝擊每次校委會會議的
馮敬恩，昨日改口稱，由於難以確保場地秩序，學
生會未必會再發起衝入校委會行動。
暴力衝擊事件發生逾一星期，面對社會各界猛烈
批評，當日帶頭衝入會場的馮敬恩仍死不悔改。他
昨日在報章撰文稱，發起衝擊行動是因為無力阻擋
校委會的「荒謬決議」，窮盡一切常用方法都徒勞
無功，情急之下以行動守護港大。他更試圖撇清暴
行責任，竟稱行動引起的混亂是「始料不及」，他
感到「難過」，也不能接受部分公眾人士的暴力行
為。
馮敬恩又稱，衝擊行動遭到「抹黑」，社會焦點
轉移至當日混亂場面，忽視校委會「荒謬決定」及
制度問題，「由於難以確保場地秩序，以及避免社
會討論失焦，學生會未必會再發起衝入校委會行
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