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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自主須遵條例規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
大學副校長任命風波後，各反對派政
黨聯同個別大學的學生會代表，聲稱
要「捍衛院校自主」，要求修改大學
條例，廢除特首出任校監的規定，更
不斷鼓動學生會成員暴力衝擊校委
會、校董會的鬧劇。特區行政長官梁
振英昨日強調，特區政府對所有教資
會資助的大學和院校都有責任，也有
權力，包括監察大學撥款及表現，以
及院校申請正名為大學等問題。他指
出，特區政府非常重視大學的自主，
但自主必須根據各院校成立時的條例
■行政長官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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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的權力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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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力谷支持違法「佔領」的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
陳文敏晉升為港大副校長的圖謀失敗後，就肆意侮

辱、攻擊各校委會成員，而這股風潮已經蔓延至多所大
學，矛頭更直指身為各大學當然校監的行政長官梁振
英。他們要求修改有關大學的條例，廢除特首任大學當
然校監的規定。

正名為大學等問題，都需要政府處理。
他強調，特區政府非常重視大學的自主，但這個自主
必須根據各間院校成立時條例中，所規定各個方面的權
力來履行，「有些學校本來不是教資會資助大學，或者
大家通稱的政府大學，在成為政府大學後，其管治架構
及政府責任和以前有了變化。」

特首代表政府行使權責

委任校委校董 用人唯才

梁振英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指出，特區政府對所有教
資會資助的大學和院校都有責任，行政長官作為政府的
首長，他不只有權力，同時還擁有責任，包括教資會撥
款問題、教資會監察各個大學表現問題，以至院校申請

港大校董會主席任期即將結束，被問到委任新主席的
情況時，梁振英指出，無論是委任大學的校委會、校董
會主席或者成員也好，特區政府都是本着用人唯才的原
則，與委任其他委員會成員一樣。

嶺大校董批圍堵公審
冀學生
「聰明」
行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嶺南大學學生會成員日
前圍堵校董會，威逼校董會成立專責小組檢討大學條
例。嶺南大學校董黃均瑜昨日指出，他不反對校董會成
立專責小組，但反對學生任何形式的脅迫。他批評學生
圍堵校董會儼如公審校董，又強調學生與校董會必須建
立互信，否則成立專責小組亦無助解決問題。嶺南大學
候任校董李漢祥則表示，若大學成立專責委員會或改革
校董會，目標必須非常清晰，又寄語各方採用「聰明
人」的做法，而非靠圍堵達到目的。

李漢祥：應對話「不戰屈人之兵」
李漢祥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則表示，大學資源有限，
若大學成立專責委員會或改革校董會，目標必須非常清
晰，例如廢除某些條例等，又寄語各方採用聰明人做
法，無需靠圍堵來達到目的，「大學不能不斷成立各式
各樣的委員會，否則工作會無了期。嶺大管理層日前以
開放兼聽態度與學生對話，大家應該採用聰明人做法，
達致『不戰而屈人之兵』。」
針對學聯計劃發起所謂的「公投」要求修改大學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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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漢祥昨日接受電台訪
問。

例。李漢祥說，他看不到現行架構制度，如何影響院校
自主及學術自由，最重要是評估改革帶來的效果。他以
茶餐廳比喻大學，指學生與管理層應各司其職，「學生
好像客戶般，食物不好吃可以給意見，但不宜進入廚房
自己煮。學生應交由管理層處理，大家各司其職，這是
最平衡及最合理的做法。」

指特首領導嶺大城大排名升
李漢祥續說，他不是特首梁振英的支持者，但認為梁
振英領導嶺南大學及城市大學期間，兩間大學均表現突
出，「兩間大學過去 10 年排名都不斷上升，我看不到梁
振英委任校董及校委會成員有問題，大家究竟針對某個
人還是制度？」他並指，校方抱有誠意與學生溝通，最
理想是「兵不血刃而退敵」，未來應採取不同方式及地
點溝通交流。

王岸然港大論壇播「獨」鍾國斌斥非正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再有
「港獨」分子借學術交流乘機「播
毒」。「港獨」時事評論員王岸然昨
日在香港大學舉行的一個論壇上，大
肆宣傳「港獨」，聲稱香港年輕人應
「跳出框框」搞「港獨」處理香港問
題，又借美國和以色列等獨立例子來
穿鑿附會，誤導參與論壇的大學生。
同台的立法會紡織及製衣界議員鍾國
斌批評王岸然的言論不切實際，並強
調「港獨」機會是「零」，港人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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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家聯繫才是香港發展的正途。
港大政治公共及行政學會昨日舉行
獨』）？」「香港是國際城市，『港獨』邊個支
「2047 前程論壇」。王岸然在論壇上公然鼓吹「港 持？」。他又諷刺王岸然所謂反對派「應早 30 年爭取獨
獨」，聲稱「無咩嘢係唔可能發生」，又稱「我覺得 立」的言論，直言香港今時今日的繁榮正因當年前人的
（『港獨』）唔係一件大不了的事」，香港年輕人應 拚搏，不搞「獨立」。他呼籲，香港應維持核心價值，
「跳出框框，用自己的方法解決（香港現時）問題」。
自我增值，加強與中央聯繫以及國家是香港強大後盾的
他又胡亂引用美國獨立、以色列立國等獨立例子為 信念。
「港獨」穿鑿附會。他更聲稱， 香港各反對派應早於30
余若薇即場與王劃清界線
年前集結成群，「組隊爭取獨立」。不過，他為自保又
稱自己純粹提出意見，不會為「港獨」行為負責。
同為論壇講者之一的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則煞有介事與

鍾：前人無「獨」拚搏得港繁榮
出席同一論壇的鍾國斌嚴辭駁斥王岸然的說法不切實
際。他強調，香港已回歸了祖國，「講『港獨』，機會
是『零』呀！」他又質問對方「憑咩（搞『港

■繼浸大、港大、城大、嶺大之後，中大學生會在校董會開會時抗議，王澄烽（左）向沈祖堯
（中）遞交聯署。
記者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中文大學校
董會主席鄭海泉任期將於本月 23 日屆滿，該會
昨傍晚開會商議下任主席人選，不過卻遭學生
會會長王澄烽聯同數名同學到場鬧事，到場校
董一度被圍（見另稿）。中大校董會善待在場
學生，破例邀請王澄烽進入會議室表達意見，
校長沈祖堯指，校董會承諾下次會議上討論學
生關於改組校董會等意見，至於新主席人選，
由於多名校董屬新加入尚需時間深入認識運
作，提名委員會至今未能完成提名人選，副主
席利乾將由本月 24 日起暫代主席一職，直至成
功決定主席繼任人選為止。
中大校董會昨日在中環美國銀行中心開會，
沈祖堯最早到達會場，隨後學生會會長王澄烽
聯同數名中大生邊拉橫額邊叫口號，宣稱「政
治魔爪入侵中大」，要求改革校董會組成及特
首任校監制度，並圍堵校董進入會場的必經通
道。

休會期「破例」給王澄烽表達意見

王澄烽更在現場耍賴，無視「中大條例」關
於校董組成的規定，一時要求列席旁聽一時又
要求參與全程討論。校董會商議後提出折中方
法，在休會期間讓其進入會場表達個人意見；
不過王的態度卻囂張惡劣，一度宣稱非正式面
談「毫無意義」，又批評校董會此舉僅為「公

黃均瑜：建互信 助解決問題
黃均瑜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校董與學生對話
旨在展示誠意，並珍惜嶺南大學，希望透過對話爭取學
生和校董會的互信，而非害怕學生的衝擊。他強調，他
不反對校董會成立專責小組，但反對學生任何形式的脅
迫，「學生當時像公審我們，猶如批評校董是傀儡。我
不希望被逼即場表態。如果學生與校董會沒有互信，成
立專責小組亦無助解決問題。」

中大學生會鬧事 校董會下次商訴求

政府對資助院校具權責 含監察撥款表現及正名等

王岸然的「港獨」言論劃清界線，「歐盟國家中的小國
中出現好多問題，究竟係咪獨立成國就解決到問題？當
然唔係啦！」不過，她又借題發揮稱，特首梁振英在任
命大學校董問題上「用人唯親以作為政治酬庸」，又聲
言區議會中有多席自動當選是「無民主」。

關伎倆」，後其最終軟化以非正式形式進入會
議室表達意見。
沈祖堯會後表示，雖然校董會在今年 6 月已
成立提名委員會，詳細討論及界定校董會主席
的角色和責任、須具備的資歷和經驗，及對校
董會事務的投入等，但由於主席需要由現有部
分特定類別的 10 多名校董中選出，而整個校董
會有不少屬新委任，校董會同意提名委員會應
有更多時間，審慎討論以作出提名建議。他強
調校董會將盡快完成提名主席的工作，此前會
由副主席利乾暫代主持會議職責。

沈祖堯：繞過法例「列席」須慎思
沈祖堯又指，校董會清楚明白學生訴求，承
諾會就下次會議討論設立兩個專責委員會，分
別研究校董改組及特首任校監制訴求一事。就
學生要求繞過法例「列席」校董會會議一事，
沈祖堯指當中有很多細節需要考慮，「畢竟列
席一事前所未有，哪些人合資格，哪些議題可
讓人列席，列席者可看哪些文件，是否要負上
保密協議等責任，這些都必須仔細商討。」
中大校董會昨破例遷就學生要求，王澄烽會
後卻得寸進尺聲稱「唔收貨」及失望，又稱
「感覺不受尊重」，認為校董會在下一次會議
應主動邀請學生參與。他又無理批評校董會
「手腳慢」，指應盡快就主席選定人選。

「攔路虎」
無禮
「問候」
梁乃鵬據理駁質疑
王澄烽及數名中大生昨在校董會議室外攔路，幾乎
每位校董皆無一倖免被圍，部分校董遭學生「批鬥
式」以語言暴力無禮對待。其中梁乃鵬遭學生老屈
「梁粉」，阮德添曾遭學生譏諷為「錄音機」，言論
及態度毫不尊重。
昨日會議前每當有校董經過，數名中大生即「批鬥
式」一擁而上，強逼對方接公開信，又高叫「質詢」
對方，要表態支持他們的要求。有校董無懼面對學生
無禮態度主動接信，包括被指是下任主席大熱之一的
梁乃鵬。
在梁乃鵬接信時，王澄烽不問情由，指控對方是
「梁粉」，又認定他不能保衛院校自主，不懂中大事
務，非合適主席人選。梁乃鵬耐心留步冷靜回應指：
「我唔想得罪任何人，指人是『梁粉』應有定義，我
在香港服務 40 多年，絕對不是『梁粉』。」至於修改
大學條例的立場，梁乃鵬認為學生正提出一個嚴肅議
題，需要經過多方研討，絕不能輕率表態。

圍堵不放行 叫囂辱校董
新任校董的阮德添現身會場外時，王澄烽又衝上前
圍堵。阮留步回應提問，指自己已在媒體上聆聽到學
生的聲音，承諾會認真考慮，惟學生仍不收貨，脅迫
對方承諾支持廢除特首任校監制始肯放行。阮德添不
願在脅迫下就範，重申立場指：「（廢除特首校監
制）怎可能一時三刻公開表態，你哋繼續問，我都只
能夠繼續聽。」

■梁乃鵬面對學生表現冷靜，並否認學生無理指控自
己為「梁粉」。
記者黃偉邦 攝
王澄烽見逼不了對方表態，即執着阮德添的話柄，
笑稱對方「錄音機」，戲謔他只懂得作一種回應。其
餘各校董陸續步入會場，在場學生不時在附近叫囂，
就連昨日缺席的校董張宇人及葛珮帆，竟也不明不白
遭王澄烽辱罵。
「兩人連任後不出席會議，是為『打
完齋唔要和尚』，可恥。」對別人毫不
尊重，可謂無禮之極。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中大聲明：續研新主席提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鍾立）香
港中文大學昨晚就下任校董會主席
一事的聲明。聲明指，由於主席提
名委員會尚未完成下屆主席人選提
名工作，校董會暫時未能按《香港
中文大學條例》向大學監督提名及
委任下任主席。校董會同意提名委
員會繼續其相關提名工作，審慎商
議。
聲明指，中大校董會主席鄭海泉
的任期將於 10 月 23 日屆滿。由 10
月24日起，副主席利乾將會履行大
學校董會主席的職責，主持校董會
會議，直至委出新一任主席。校董

會衷心感謝鄭海泉過往 6 年領導大
學發展更上層樓，建樹良多，貢獻
卓越，並希望他繼續擔任校董一段
時間，以其卓識遠見繼續參與校董
會工作。

鄭海泉願續任校董
鄭海泉昨日由於身體不適，未能
親身出席會議，而改以電話會議形
式參與校董會會議，並欣然表示樂
意繼續為中大服務。
聲明強調，校董會於今年 6 月成
立了提名委員會，負責提名下屆主
席人選。提名委員會召開了 3 次會

議。成員詳細討論及界定校董會主
席的角色和責任、須具備的資歷和
經驗，及對校董會事務的投入等。
同時，提名委員會成員亦仔細考量
4 個類別共 18 位可獲委任為校董會
主席的校董會成員，以期向校董會
提名最合適的人選。由於整個校董
會均有不少校董新獲委任，校董會
同意委員會應有更多時間審慎討論
以作出提名建議。
中大重申，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
為核心價值，大學必定繼續堅守。
校董會會繼續按照大學規程及既定
程序進行提名下任主席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