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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校內人士認同處分及
任命兩件事都不能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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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三丑」戴耀廷於去年10月被揭發向港

大不同部門作出4筆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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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港大民研的

80萬元捐款；兩筆分別 20萬元及15萬元予人

文學院的捐款，支持院方進行「信仰與法律研

究」，及聘請研究助理向梓騫。

事件引起社會譁然，港大於去年底決定由審核

委員會調查事件，最終戴耀廷、陳文敏及鍾庭耀

一概被判「罪成」。該份報告指出，大學指引寫

明「捐款應來自有信譽的來源」，不過犯事者戴

耀廷在處理捐款時不願公開「秘密捐款」來源，

被校方追問了6個星期才「交出一個名字」，被

指有關行為「不符預期標準」。接受 30 萬元

「秘密捐款」的陳文敏和 80萬元「秘密捐款」

的鍾庭耀亦被指做法「不符預期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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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連補充資料於

4月完成，今年6月30日終於公開，校委會決

定轉交大學管理層跟進事件。不

過，至今校方仍未作出任何公

佈，亦未見有任何被指「不符預

期標準」的犯事者受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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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捐」「不符標準」陳戴鍾「逍遙法外」

2015年8月24日（星期一）■責任編輯：汪 洋

港大校委會明日開會，「港大校友關注組」召集
人葉建源聲稱，屆時會以「和平方式」，促請校方
盡快任命學術副校長，並無端擔憂「校委會任意踐
踏港大制度」。這種做法，與他們口口聲聲表達的
維護母校聲譽利益的「高尚初衷」，完全背道而
馳。如果對港大負責任，如果最大限度考慮港大的
聲譽和利益，就應該堅持由學術與品格均經得起考
驗的人出任港大副校長，而不是堅持要任命一個與
「佔中資金」、「神秘捐款」扯上關係，操守備受
質疑的陳文敏。「港大校友關注組」面對香港社會
一片質疑之聲，仍然死纏爛打向校委會「逼宮」，
要求「帶病提拔」陳文敏，這才是完全漠視港大的
聲譽和利益，才是損害「學術自由、院校自主」，
才是明目張膽任意踐踏港大制度。

上次校委會開會期間，有學生粗暴衝擊會場，辱
罵禁錮校委會成員，遭到社會強烈譴責。當日包庇
學生施暴的「校友關注組」召集人葉建源昨日表
態，聲稱將以和平方式促請校委會盡快任命副校
長。是改弦易轍了？不是。他們只是怯於社會輿論
的力量，以「和平方式」的包裝掩人耳目。本質
上，「校友關注組」干預港大校委會獨立決定的目
標，沒有絲毫改變。葉建源、梁家傑、余若薇、陳
淑莊、郭榮鏗等衝擊校委會當日有份在場的政客，
日前在港大畢業生議會中發出「最後通牒」，提出
要求校委會30日內確認副校長任命的動議，目標
就是將任命陳文敏問題進一步政治化，逼校委會妥
協，否則就要給校委會扣上「踐踏港大制度」的大
帽子。很明顯，「校友關注組」要將自己的意志強
加於校委會，左右校委會的決定。

港大是蜚聲國際的百年學府，目前熱議的副校
長一職負責港大的人事及資源分配，影響茲事體
大，校委會有責任選出在學術與品格上毫無瑕疵
的人擔任此職，理所當然需要更多時間聽取多方
意見，慎重決定。而陳文敏作為此職位的候選
人，充滿爭議，與「佔中」有關的「神秘捐款」
被揭發後，他始終不肯清楚交代捐款的來龍去
脈。港大委任審核委員會經調查後，認為其表現
「不符預期標準」，有關調查報告獲得校委會接
納，並決定暫緩處理副校長委任的討論。陳文敏
的操守令人懷疑，作為副校長人選，不符合清白
無疑的要求，怎堪委以重任？「校友關注組」不
顧陳文敏尚有諸多問題待澄清的顯見事實，不斷
製造「副校長非陳文敏不可」的輿論，更祭出
「學術自由、院校自主」的大旗，為自己的蠻橫
要求作掩飾，充滿暴露了他們為推「自己友」上
台，不惜「自設標準，混淆事非」。

根據港大條例，校委會是大學的最高管治機
構，在符合條例及規程的規定下，可行使大學的
所有權力，包括重大的人事任命決定。早前，港
大「十大院長聲明」指出，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
是高等教育的基石，強調大學的所有事務均應貫
徹秉承這些原則，呼籲校內和校外各方尊重。真
正尊重「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就應讓港大不
受政客的干擾，讓港大遠離政治漩渦，讓校委會
獨立自主決定副校長的任命。「校友關注組」大
言不慚，以「凝聚校友聲音，讓校委會及社會各
界知道院校自主的重要性」為幌子，卻終究掩蓋
不了破壞港大自主的真面目。

逼「帶病提拔」陳文敏 才是干預港大自主
上周全球股市遭遇黑色一周，新興市場哀

鴻遍野，歐美股市跌逾 5%，美股上周五更
出現4年來最大單日跌幅，上證和深證綜指
均跌超過一成，港股上周亦連跌5日，全周
跌 6.8%。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網誌指
出，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無疑會增加環球金融
市場的波動性，但由於多個新興市場的經濟
前景都甚不明朗，加上美國加息環球資金流
向可能出現逆轉，對香港以至環球經濟的影
響實在不容忽視。曾俊華的分析比較客觀中
肯，有助市場冷靜認清近期港股乃至全球股
市下滑的複雜原因，並從中尋求避險保泰之
道。

對於近期港股乃至全球股市大幅下跌，市
場有一種意見認為是人民幣貶值觸發。毫無
疑問，人民幣匯率下調在客觀上對國際金融
市場、股市有一定影響；但從全球市場範圍
來看，無論是股票還是債券的偏高估值，最
主要是源於美聯儲極端寬鬆貨幣政策，目前
新興經濟體下行壓力大，美國加息資金逆
轉，各國因應環球經濟、貨幣作出調整，導
致全球股市下調。

過去 15 年間，全球股市經歷過三次泡沫
爆破的巨大調整。第一次是 2001 年網絡泡
沫、第二次是2008年次貸泡沫，第三次是今
次全球股市動盪。這三次泡沫爆破的共同背
景在於，泡沫破滅前，全球主要央行都持續
採取寬鬆貨幣政策。金融海嘯以來，美股上
升的動力幾乎是依賴聯儲局印鈔票，本輪美

股牛市持續時間和上漲幅度都超過1945年以
來的歷史均值。此外，歐洲股市位於7年高
點，菲律賓、印尼、泰國等的股市，自2008
年來升幅已超過1.1倍，印度、馬來西亞等
的樓價亦飆升超過六成。因此，市場人士痛
責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政策，認為資產泡沫都
源自這項政策，警告資產價格飆漲使全球金
融愈來愈不穩定，市場有再次崩潰之虞。

觸發這次全球股市調整，美國加息預期和
新興經濟體下行壓力大，才是主要原因。美
國加息在即，美元升值預期業已形成，國際
資金的走向正在逆轉，全球特別是新興市場
的資產價格面臨急劇下調。由於存在美聯儲
加息的困擾，新興市場波動加大，過去3個
月巴西雷亞爾兌美元已貶值16%，馬來西亞
幣貶值 14%，泰銖貶值 6.5%，印尼盾貶值
4.5%，阿根廷披索貶值 3.1%。 實際上，今
次全球股市下滑，是美聯儲帶頭採取的極端
寬鬆貨幣政策催生股市泡沫而導致的調整。

曾俊華指出，短期而言人民幣的匯率難免
會出現一些波動，但短期的波動不等如長期
趨勢。實際上，人民幣有彈性的匯率形成機
制，是經濟發展和國際收支的穩定器，能夠
逐步調整不平衡，使整個經濟發展、國際收
支處於均衡狀態，亦有助於全球金融市場的
穩定。對全球股市和金融市場的變化保持清
醒認識，最大限度避免誤判錯判，就可以找
到有效的規避風險、持盈保泰之道。

（相關新聞刊A7版）

全球股市調整 認清原因避險

A4 重要新聞

陳文敏涉「秘捐」馬斐森「尷尬」
推薦副校和處分犯錯 校長「雙重角色」陷兩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香港大學
副校長遴選風波主角、且醜聞纏身的港大法
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再在港大校務委員會
舉行會議前「出招」，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堅
稱不會退選，更向校委會施壓，稱是次事件
是一個「機會」，讓港大去證明「沒有受到
政治壓力」，試圖將自己升職與否，與港大
曾否受到政治壓力劃上等號。
在港大校委會明日再舉行會議的前夕，昨日

有電視台播出陳文敏專訪。支持違法「佔領」
行動、處理與「佔領」相關捐款不當而被校方
報告批評「不符預期標準」、法律學院在其出
任院長期間學術評分大跌，陳文敏在訪問中不
但堅稱不會退出副校長（學術人力資源）的遴
選，更聲言看不到自己引退會解決問題，「反
而會留低一個好大嘅問號，呢個唔會幫到港
大。」
他又向校委會施壓，稱事件已經拖了大

半年，期望他們盡快作出決定。他口中雖
稱校委會最後的決定並非最重要，但又稱
重要的是校委會如何達致決定及其理由，
「我唔係好緊張究竟我自己做唔做呢個
位，但係呢個係畀一個機會港大去證明
返：我哋無受到政治壓力，我哋去做一啲
我哋應該做嘅事。」
陳文敏好友、《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早

前撰文，要求梁智鴻確認有否游說陳文敏申
請副校長一職。陳在訪問中首次承認梁智鴻
曾經找過他，希望他會考慮申請，並稱「都
係正常程序嚟嘅，你去到呢啲位置呢，咁就
唔係話你登廣告啲人就會去入紙申請嘅」。

違規自爆獲薦「遊花園」死撐
對於校委會成員李國章早前指責他在物

色委員會未作決定時，就自爆獲推薦，
不合規矩，陳文敏「遊花園」稱，物色
委員會未作決定，與委員會作決定後希
望考慮事情的新發展，是兩件很不同的
事。李國章又批評他指校委會「蠢、愚
鈍」，他聲稱自己身為一個「客觀、獨
立」的學者，是否因為自己可能是其中
一個候選人，於是明知大學做得不好，
可能陷入「人治」，違反過往程序，自
己就不去批評。
他又謂，今年年初開始已經有人叫他退

出遴選，但被問到是否包括「政府人士」
時，他支吾以對：「我唔知啦，不如咁講
啦，我唔知有無啦，所以我唔能夠答有，
或者唔能夠答無啦。」

校長提「首副」將上任 校委尊重反被屈

雖然港大從未在副校長（學術人力資源）人選上作出任何公
佈，但陳文敏已「出口術」自稱是獲得建議的人選，反對派

也一直「推波助瀾」，向港大施壓要即時處理陳文敏的委任。不
過，陳文敏早前於「黑金」疑雲的「秘密捐款」一事中，被負責
調查事件的審核委員會指「行為不符預期標準」，事件轉交大學
資深管理層跟進，但至今未有結果。
查看副校長（學術人力資源）一職的遴選委員會，以及大學資
深管理層的組成，港大校長馬斐森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員。若陳文
敏真如傳言所指是副校長一職的人選，意味馬斐森亦有份作出推
薦，而馬斐森更曾表示希望盡快作出委任。另一方面，資深管理
層會否就「秘密捐款」一事處分陳文敏，也會對其任命有影響。
換言之，馬斐森既是陳文敏推薦人，又是決定是否處分陳文敏的
人之一，其中有嚴重的角色和利益衝突，也令整個資深管理層在
是否處分陳文敏的問題上變得尷尬。

校長或要放棄手上一票
有港大校內人士認為，馬斐森的「雙重角色」，對處理陳文敏
的問題「多多少少有些影響」，「校長是新來的，未必有『諗咁
多嘢』，但假如陳文敏是校長自己推薦的，他未必會改變立場
（對陳文敏的觀感）。現在有報告對其推薦人不利，他或者會
『睇住嚟做』。」他認為，要避免這尷尬局面，校長或要放棄其
手上一票，「到是否要處分的表態上，他要先申報其立場，又或
者不投票，讓其他人去處理。」
該名校內人士估計，審核委員會報告中形容陳文敏在「秘捐」

事件中「行為不符預期標準」，算是較輕微的說法，「但怎樣說
也是犯錯，可能要出warning（警告信）。至於會否影響任命，這
是另一件事，要看Council（校務委員會）如何衡量。」他又認同
處分及任命兩件事都不能再拖，也表示校方應很快會處理。

張民炳：馬斐森不應急於表態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認為，由於馬斐
森已經在事件上表態，一而再、再而三表示希望想盡快有副校
長，令犯事的陳文敏會否獲處分一事更見尷尬，「其實他應該先
觀察一下情況，聽不同的意見和看調查報告，而不應急於表
態。」他表示，如何跟進報告，對於被指是建議人選的陳文敏的
任命是重要參考，認為校方應盡快處理事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港大學「秘密捐款」一

事，早前已轉交大學資深管理層跟進。一眾被指「行為不

符預期標準」的校內職員，包括被指是副校長（學術人力

資源）人選的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至今未遭任何處分。

有校內人士表示，港大校長馬斐森一方面是資深管理層要

員，一方面又是就副校長一職作出推薦的成員，其「雙重

角色」在事件上有衝突，對跟進行動或多或少有影響。另

有教育界人士指，馬斐森之前多次表明希望盡快委任副校

長，更令犯事的陳文敏會否被處分一事更見尷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港大校長馬斐
森在副校長委任一事上未有好好處理其「雙重
角色」，連帶校委會整個決策也受到外界政治
干預。事實上，有港大學生串同外人及所謂
「港大校友」的反對派，攻擊大學制度及干預
大學運作已經早有前科。2011年，港大百周年
校慶期間的保安安排爭議上，港大學生李成康
與多名他校學生，訛稱被「非法禁錮」，反對
派政客接連以「港大校友」的名義，攻擊時任
校長徐立之「政治獻媚」、「縮骨卸膊」，致
使徐心灰意冷決定不再續約，最終造就馬斐森
的上任。
在港大百周年校慶期間，李成康與多名他校

學生被警方制止衝往場館，他們停留在後樓梯
與警方及保安對峙，其間表現輕鬆又以粗口挑
釁在場警員，保安並有示意他們可以離開。但
隨後李卻宣稱當時感到十分恐懼，又稱自己被
「非法禁錮」。
一眾反對派即時就此起哄，時任法律學院院

長陳文敏在只聽取李成康單方面說法後，即公
開稱「非法禁錮」表證成立，亦有人以「港大
校友」的名義，連日以「政治獻媚」、「縮骨
卸膊」等字眼攻擊徐立之，其中公民黨成員郭
家麒更連同多名醫學院校友在港大校園內「喊
驚」，要求徐下台，並揚言：「不要一個冇方
向、冇風骨、冇目標、冇遠見嘅校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港大在副校長（學術人力資
源）一職的委任，決定「等埋首副」，反對派一直宣稱當中
有「政治干預」，又抬出校長馬斐森希望盡快委任該職位以
向校委會施壓，但原來「等埋首副」的起因，卻正是源於馬
斐森在會議上提起「首副」即將上任。
校委會主席梁智鴻早於上月27日發出的公開信中寫到，

「值得一提的是，校委會在會議上從校長口中得知有機會最
早於今年8月委任首席副校長一職。因此校委會是根據此情
況並考慮副校長（學術人力資源）一職的具體職務範圍後，
作出『延後議決』的決定。」
馬斐森向校委會示意「首副快到」，致使校委會順理成章

決定「等一等」，事後卻令校委會慘受各方的攻擊，甚至出
現上月底校委會會議被學生及校外人等暴力衝擊事件。而在

衝擊事件中，馬斐森也顯得進退失據。當日他誤判校園內的
混亂場面，一直以「包容」態度，溫和地要求學生有秩序地
離開會議廳但卻遭漠視，至深夜與學生會面，他也未有作嚴
厲指責，只提及「看不見學生有犯刑事，但如犯校規便要負
責」。
翌日，馬斐森在知道事件的嚴重性，且社會一片罵聲後，
始向師生校友發公開信，指不能容忍衝擊校委會的行為，及
譴責使用暴力。不過，有關信件內容在形容警方需要進入校
園時用上「令人遺憾」字眼，也再次引起校委對馬斐森的非
議。隨着社會持續批評衝擊校委會的行為，港大十位學院院
長又聯署指不能縱容擾亂大學運作的不文明行為，馬斐森口
風再轉，變得更強硬，包括譴責學生暴力衝擊行為，並明言
如有刑事犯罪，校方將會報警。

政黨「干政」有「前科」反對派曾圍攻徐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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