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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查「學術自由學者聯盟」成員名單，
均非全身投入學術範疇的「泰斗」，更多
是以「學者」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者。在去
年違法「佔領」期間，學聯發起罷課行
動，該批「學者」就在金鐘「佔領區」
「義教」，向在場學生灌輸他們的一套
「價值政治觀」。難怪他們昨日高調舉行
記者會，力撐同樣支持違法「佔領」的陳
文敏。

資料顯示，「學術自由學者聯盟」召集
人、中大教育學院副教授蔡寶瓊，去年曾
經高調批評警方對「佔領」的清場行動，
聲稱警方「濫權」，造成一個「壞的示
範」，又稱擔心未來幾代的人要活在「警
權社會」。另一名聯盟成員，中文大學自
學中心高級講師陳燕遐則在警方清場後，
曾與84名學者及文化人聯署，要求當局馬
上停止「暴力鎮壓及政治檢控」，及釋放
所有「無辜」市民，又要求監警會徹查清
場行動中對警方的指控。

退休前擔任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副
教授的何芝君，也是社運活躍分子。她開
始為人熟悉，是在2012年9月「民間反對
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發起在特區政府總部
外無限期絕食。其後，何也積極參與多項
的社會運動，包括「五區公投」等，作風
強硬及激進。聯盟另一成員、香港科技大
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他雖身為副教
授，但經常扮演極端職業政
客角色，鼓吹激進路線和政
治暴力，攻擊抹黑中央政
府。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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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於香港大學法律學院任職講座教
授的 Tony Carty 於該校工作了近 6
年，專注研究國際法律，在國際間享
負盛名。他更是學院首個冠名教席
「包玉剛公法學講座教授席」的學
者，並身兼被譽為英國最頂尖法學院
之一的亞伯丁大學公法講座教授
（Chair in Public Law），足見他的實
力。不過，他已於今年初決定在7月1
日離開港大。

Carty在劍橋大學取得法律系博士，
在1994年至2003年間先後於英國德
比大學、英國西敏大學等任教；2006
年起於英國亞伯丁大學任職公法講座
教授，該校法學院被認為是英國最頂
尖法學院之一。據了解，他於2009年
加入港大法律系。

Carty的研究範圍主要是國際法律，
但他在國際法律論、人權、法律與其
發展等法律專業領域也有所涉獵。加
入港大後，Carty對中國與國際法的歷
史和關係進行不少研究，並積極參與
國際的專題研討會，對港大法律學院
貢獻良多。

根據早前港大網頁的資料顯示，由
上世紀80年代至今，Carty發表過的
法律學著作及文章將近90份，議題涵
蓋國際法的發展、國際法面對的干預
及限制、國際法的衰退等。今年2月
本報率先披露，港大法律學院內學術
地位最高的3名講座教授中，有兩人
離任，當中就包括Tony Carty及另一
名 學 者 Michael Til-
bury，事件對學院造成
衝擊，學院內的師生對
此大表惋惜。

■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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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累港大淪「違法庇護所」
批曲解學術自由獲馬斐森支持 為「老友」接棒逼知名專家退選院長

反對派學者圖「佔校」各界批斷送學術地位

學生會評議會又搞事 鄭耀棠批圖打垮港大 同道踢爆馮敬恩講大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繼
本報早前率先披露香港大學校務委員之
一的盧寵茂，並不曾說過法律學院前院
長陳文敏因「無慰問」而不適合擔任副
校長後，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成員張祺
忠昨日在再次證實有關說法的同時，踢
爆「選擇性爆料」的港大學生會會長馮
敬恩另一錯處，指出陳坤耀並無說過陳
文敏沒有博士學位的問題，再次證明馮
敬恩的說法不盡不實。
馮敬恩在港大校委會否決陳文敏任港

大副校長後聲稱，盧寵茂在會上指責陳
文敏沒有在其跌倒後致以慰問﹙show
sympathy﹚，又稱另一校委陳坤耀則在
會上指「陳文敏本人連博士學位亦沒
有，怎會有資格處理有博士學位人士的
應徵」。盧寵茂事後不點名批評馮敬恩
片面表述會上各委員討論內容，斷章取
義，陳坤耀則回應指，沒有說過馮敬恩
口中的言論，又指馮敬恩似乎沒有留心
討論內容，「根本不知道誰說了什麼
（did not even know who said

what）。」

陳坤耀無講非博士不能做副校
被馮敬恩指當時支持陳文敏任命的

張祺忠昨日在接受DBC電台訪問時證
實，盧寵茂在會上雖有提及陳文敏沒
有慰問他，但沒有講過因為陳文敏沒
有慰問就不適合擔任副校，又證實在
他印象中，陳坤耀並沒有在會上提出
過陳文敏沒有博士學位因而不適合當
副校長」的說法，只聽到有其他校委
曾提及陳文敏沒有博士學位。不過，
他就為馮敬恩「補鑊」稱，相信對方
「並非刻意說錯」，或許是「聽錯」
或「抄錯」，其爆料內容「基本上」
正確。
就反對派因陳文敏不獲委任為副校長

而計劃發動罷課罷教，張祺忠坦言，這
些行動不能改變陳文敏任命遭否決的結
果，又稱港大校委會制度有需要檢討，
但不等於要完全推翻現時校委會的組
成。

「正義」批馬斐森包庇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大學校委會否決委任法律學院
前院長陳文敏任副校長，港大學生會即聯同各反對派政黨和校外
示威者攻擊各校務委員，又要求減少校委會內校外委員的人數。
「正義聯盟黨」10多名成員昨日帶同直幡及印有標語的紙牌到香
港大學請願，高喊「港大用公帑，市民有權管」等口號，並向港
大職員遞交致師生的公開信。該黨主席李偲嫣批評校長馬斐森未
有處罰衝擊校委會，及將會議內容公開的學生，是在「縱容學生
搞破壞」，又指對方至今仍未處理涉及違法「佔中」的教職員，
包括「佔中三丑」之的的戴耀廷等，要求港大立即辭退馬斐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李自明）香港大學學生會評
議會昨日舉行會議，討論有關全
民投票的建議，最終通過了兩項
議案，分別為議案一「香港大學
校務委員會主席必須由教師、職
員及學生接受的人選出任」及議
案二「李國章不適合在香港大學
管治架構擔任任何職位」，並將
於本月26日至30日就上述議案舉
行「公投」。
被問到為何要如此倉促舉行全
民投票，學生會大學事務秘書招
永聰昨日稱，由於校委會主席梁
智鴻將於11月7日卸任，政府應
該會在本月下旬刊登憲報，委任
下任主席，故必需盡快投票表
態。雖然未知校委之一的李國章
會否接替梁智鴻成為新一任校委
會主席，但招永聰聲稱「有關議
案是要對其校委身份予以不信
任」。

港大校友關注組召集人葉建源
昨日則稱，他們曾兩度邀請校委
會主席梁智鴻，出席他們今日在
港大舉行的集會，「解釋校委會
的決定」，但梁智鴻以遵守會議
保密制度為由拒絕，但願意以私
下會面的形式交代。葉建源聲
稱，梁智鴻是校委會「唯一發言
人」，拒絕向所有持份者解釋校
委會所作的決定是「嚴重失
職」、「迴避責任」。
行政會議成員、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鄭耀棠昨日批評，香港反對
派不應再把政治爭議滲入校園，
並強調港大自爆出副校人選爭議
後，多個評審報告均指出港大的
學術評級下跌。他質疑港大個別
組織及人士再蘊釀連串「罷教」
及所謂「公投」行動，是要打垮
港大的名聲，甚至要令港大的世
界學府地位被除名，又促請他們
深思相關行動的影響。

■■「「正義聯盟黨正義聯盟黨」」到香到香
港大學請願港大學請願。。 莊禮傑莊禮傑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違
法「佔領」失敗後，反對派中人將港
大任命副校長一事開闢為新政治戰
場。60多名來自本港各大專院校、多
為支持「佔領」的「敏派」學者，昨
日高調宣佈成立所謂「學術自由學者
聯盟」，稱會配合港大學生會的「罷
課罷教」行動，又聲言特首倘委任校
委會成員李國章出任港大校委會主
席，「聯盟」就會發起連串的「抗
爭」，企圖挑起一場「學術界」的
「佔領風波」。多名社會人士批評，
反對派學者公然漠視院校規則，只懂

搞「劣質的政治鬥爭」，荒廢學術研
究，一手斷送大學來之不易的學術地
位，更憂慮香港在國際上的學術地
位，將會被這班學者斷送。

成立所謂「聯盟」干預港大校務
港大校委會否決任命陳文敏為副校

長一事餘波未了，反對派借勢試圖挑
起一場大學校園的「佔領風波」。60
多名來自本港各大專院校的學者，昨
日高調宣佈成立一個所謂「學術自由
學者聯盟」。發起人之一、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副教授蔡寶瓊聲稱，特區政

府「干預」學術自由的情況多年以來
不斷發生。身為公民黨內務副主席的
嶺大文化研究系教授陳清僑更聲言
「學術自由不是個別院校的事，大學
條例中，特首兼任大學校監已經是博
物館年代的事，要求『去殖化』就先
由教育界開始」。
聯盟聲稱，他們會配合港大學生會的

「罷課罷教」行動，但暫時拒絕公佈詳
情。同時，「聯盟」又公然提出，反對
特首委任李國章接任港大校委會主席一
職，及會繼續「關注本港大專院校懷疑
被侵犯學術自由的個案」，和訂立一套
所謂「學術自由」的基本原則，供本港
院校依從。

陳勇批公然漠視院校規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城市大學顧

問委員會委員陳勇批評，反對派學者恃
勢凌人，已近乎「無法無天」。身為學
者，他們竟公然漠視院校規則，只按其
個人的喜好行事，以為「人多、大聲」
壓到一切，提出一大堆不合情理的訴
求，更把他們的歪理硬套在各大專院校
頭上。
他認為，擔起學者名銜的，就應專

注學術研究，而不是終日只識搞劣質
政治鬥爭，若這歪風持續下去，香港
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將會被這班學者

斷送。

鍾樹根：副校事件是「佔」延續版
香港大學校董鍾樹根批評，反對派學

者是在「輸打贏要」。他批評，陳文敏
無論是學術地位、發表論文數目、管理
法律系的成績等，沒有一項達到國際水
準，反對派只為一己的政治目的而蠻撐
陳文敏。他質疑，倘陳文敏並非反對派
中人，其表現早已被批評得體無完膚。
鍾樹根又認為，陳文敏事件其實是

「佔中」的延續版本，這些學者將「佔
中」場地移到大學校園內，試圖搖動香
港的學術地位，是一種極之卑劣的手
法。

何俊賢憂所謂「學者」怎教學生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批評，「學

術自由學者聯盟」這些所謂學者，以所
謂「學術自由」的借口，作為攻擊政治
對手的武器，行徑相當可恥。他又指，
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當日違反保密協
議，公然洩露校委發言內容，該批學者
非但沒有責難，更抬出「言論自由」的
「免死金牌」，這種任搬龍門、任定道
德標準的做法，實在令人心寒，更為學
生感到擔憂，「在這些學者手中，還能
教導出一些什麼類型的學生？希望這批
學者能夠收手。」

本報今年初獨家報道港大法律學院的
講座教授「三走二」，其中一人，

剛於今年7月1日離任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包玉剛爵士公法講座教授的Tony Carty
昨日在《南華早報》撰文，「力數」陳文
敏在多宗事件的處事手法不當（文章摘錄
刊A16版）。

外界對陳批評是「公正評論」
該篇文章以《「學術自由」對陳文敏及

其支持者而言到底是什麼？》（網上版）
為題，內容先回應陳文敏宣稱外界對他的
批評是「人身攻擊」及「抹黑」，包括任
用沒持有研究學位的助理教授去指導內地
博士生、學院內的學術會議變成表達激進
政見的場合，以及委任許多未見積極於學
術研究的西方資深學者等，但Carty對此
並不認同。

他形容，這些批評都只是「公正評
論」，「若為此提出司法覆核，我預期任
何法官都會說這是公正的評論，這也只是
各方合理地發表不同意見。」在他尚未離
開港大法律學院時，他「曾邀請院長在內
的資深同事評論這些批評，但他們都沒回
覆」。
陳文敏於去年中離任港大法律學院院

長，Carty的文章提到，陳文敏在選其繼
任人時「十分積極」。
他指稱，曾有一位世界知名的普通法專

家競逐院長職位，該人擁有「被輕視」的
牛津大學博士學位，在詳述講解帶領法律
學院向前的學術視野後，隨即就被陳文敏
「敵意地」（at once a hostile line）詢問
其行政技巧。最後，該候選人自行退選，
院長之位終由陳文敏認識了逾十年的朋友
何耀明擔任。

指師生違法 校方竟不理會
Carty對陳文敏在師生參與「佔領」行
動時的表態也頗有意見。他說，當面對
「畢業生」質疑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的
違法「佔領」行動行徑時，陳文敏以德國
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法律去類比全國人大常
委會就香港普選的決定，以表達他們是在
違反「不義的法律」。
Carty直言，不明白有哪些合理的人會

作如此比喻，並指出「問題重點並非學術
機構應否因某人的政治選擇而作出懲罰，
而是面對某人違法及鼓吹違法時，學術機
構應否仍保持中立」。
Carty又形容，陳「對學術自由有獨特
理解（understands academic freedom spe-
cifically）」，稱師生的政治行為就算違
法，只要不影響到大學內部，校方便不應

理會，「這對教職員而言，代表了大學為
他們這類行為提供了庇護和發起的基地。
在這方面，他還得到現任校長的支持。」

憂陳處事手法 影響港大學術
Carty特別提到，若陳文敏成為主理學

術及人力資源的副校長，他就可以權威地
檢視每一位教職員的續約、轉終身教席以
至升職，亦可為不同學院處理教職員升遷
及轉終身制的委員會選任，包括主席在內
的兩位代表，言下之意，似是擔心陳文敏
的處事手法，會對港大帶來影響。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一個

講座教授離職後無畏無懼地批評前院長的
處事手法，其言論有參考價值，「可以看
到他似是擔憂陳文敏不重學術的問題。」
本報昨日就有關文章向陳文敏查詢，但

至本報今日清晨截稿前仍未獲回覆。

法學院
前教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港大學

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失落副校長（學術

人力資源）一職，反對派群起製造輿論繼

續「盲撐」。有剛離任的港大法學權威學

者，就「力數」陳文敏的處事方式。前港

大法律學院講座教授Tony Carty，昨日在

本地一份英文媒體撰文，批評陳文敏對學

術自由的「獨特」理解，令教職員以為大

學是「違法行動」的庇護所或基地，而有

關見解獲現任校長馬斐森所支持。他又指

控踢爆陳曾在招聘法律學院新院長時「留

難」一位世界知名、重視學術視野的普通

法專家，最終該人退選，最後院長一職由

與陳有逾十年交情的何耀明接任。

（全文刊A16論壇版）

■反對派學者成立「學術自由學者聯盟」。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Tony Carty批評陳文敏對學術自由的「獨特」
理解，令教職員以為大學是「違法行動」的庇護所或
基地。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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