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來，香港社會和輿論高度關注大學管治所
出現的問題。各界人士指出，大學現主要依靠
政府提供的公帑運作，大學校長、院長及其高
層管理者肩負着廓清校園風氣的重要責任，應
該對公眾呼籲給予積極回應。問題是，大學校
長及高層管理者普遍存在怕得罪人的心理，因
而疏於管理，導致校園滋生出很多烏煙瘴氣的
怪事。人們不禁要問：尊敬的校長們，你們怕
得罪校內少數搞事分子而不敢管理，難道就不
怕影響校譽，不怕得罪希望恢復校園寧靜的廣
大師生嗎？你們難道不怕因管理失責，而辜負
社會各界的期許嗎？長期以來，社會各界人士
熱切呼籲大學校長、院長和高層管理者要挺直
腰桿，真正負起管理者的職責，大膽運用相關
法例所賦予的權力，讓大學回復風清氣正的環
境，成為教學科研的中心和培養有用人才的高
等學府。

包括本報在內的多家港媒日前都揭露了香港
的一些大學存在的諸多不良現象，包括：一、
嚴重泛政治化傾向，教學科研鬆懈，導致國際
排名下跌；二、少數教授不務正業，不專注教
學科研，而是在校園內外肆無忌憚地大搞政治
性活動，甚至煽動類似「佔中」、「佔旺」等

街頭違法行為；三、對學生管理軟弱無力，少
數學生過分熱衷政治、動輒發起罷課及衝擊行
動，校規校紀蕩然無存。

上述反常現象之所以出現和蔓延，主要原因
之一就是，某些大學校長、院長及高層管理者
怕得罪人、怕「惹禍上身」，致使管理缺失，
放縱有餘，校園內外種種亂象有愈演愈烈之
勢。有大學校長曾私下嘆氣，「管理層不是不
想管，而是這些搞事的教授和學生厲害得很，
稍不如意，就會用泛政治化的手段來鬧事，向
管理層施壓，我們也沒有辦法」。所以，他們
只好睜隻眼、閉隻眼，得過且過了。

按照香港的大學條例，大學校長、院長和高層
管理者被賦予了在校務委員會(或校董會)的領導
下，引導大學發展方向，確保大學正常運作等職
能。根據大學條例，校長們理應盡職履責並按照
規章制度進行嚴格管理，讓大學在正確和健康的
軌道上運行，不辜負社會公眾的厚望。

香港的大學運作，主要是依靠香港特區政府
提供的公帑資助。以香港大學為例，根據其
2014/2015 年的年報，港大支出總額為 78.8 億
元，政府補助金額為40%，公眾捐款總額為9.3
億元，兩項相加，來自公帑和公眾的資金達40

億元，佔其支出總額的52%。這筆巨額資金的背
後，寄託着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的殷切的
期望。作為大學校長和高層管理者，享受較好
的薪酬和服務條件無可厚非，但更應該放下個
人的心理包袱，盡心盡力，在大學的管治方面
有所建樹，與管理者的身份和報酬相適應。

從世界著名大學的情況來看，公眾同樣有上
述要求。以美國為例，近年來美國的高等教育
方面出現諸如學費飆升、學生債務失控、公共
資金喪失、大學運動隊腐敗等問題，還有個別
大學校長不務正業，熱衷於圍着華爾街的富豪
們團團轉。美國社會和輿論對此均提出嚴厲批
評，督促大學高層管理者不斷改善管理方式，
提高管治水平。

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安德魯·海克（Andrew
Hacker）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克勞蒂亞·德雷弗
斯（Claudia Dreifus）在2010年出版的《高等教
育》一書中指出：「大學領袖曾經被視為社會
的雕塑家」，如今卻被看成是「善於投機鑽營
的技術官僚，他們深諳升遷之道，既不得罪人
也不犯錯誤」。他們的話對香港高校管理者也
有積極借鑒意義和作用。美國高教界人士指
出，過去好的校長雖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人物，

但他們都是優秀的領導者，有時更展現出大無
畏的勇氣。 近年，美國有識之士大聲疾呼：
「現在是對他們（大學校長）提出更多要求的
時候了，要按更高的標準來提升他們的責
任。」

他山之石，足可攻玉。從某種意義上說，香
港的大學校園裡出現的嚴重管治問題，比美國
的大學更為嚴重，發展勢頭更令人擔憂。香港
未來能夠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保持獨特的競爭
力，實有賴於香港的大學培養出更多能夠將
「一國兩制」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有用人才，
且要與時俱進，能夠培養出更多、更好的創新
型國際化人才。

總之，要消除校園亂象，恢復大學良好校
譽，讓大學真正負起香港社會賦予的神聖職
責，讓香港社會繼續支持大學的發展，極重要
的一點就是需要大學的校長、院長和高層管理
者勇於擔當，擺脫怕得罪人的被動心態，積極
作為，不辱使命，尤其是要強化學校治理機

制，敦促所有教師把主要精力用於教學科研及
教書育人上，這樣才能把香港的大學發展成為
亞太地區乃至世界一流的高等學府，不負家長
重託，不負社會期望。

扭轉大學歪風 校長責無旁貸

鄭松泰不務正業 導「獨」播「毒」
熱衷激進行動鬧事 各界促校方嚴正處理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最近公佈的資助高等教育院校管
治報告，引起各界對大學管治的關注，特別是有部分大
學管理層，一再縱容教職員公然散播非法「佔領」，甚
至「港獨」的危險思潮，荼毒年輕人。在各大學的教師
中，身為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專任導師」的鄭松
泰可謂最激進者之一。這名擁有「博士」銜的老師，甚
為熱衷校外「政治活動」，不但自己加入敵視內地人的
激進組織，更不斷在各大小公開場合散播「港獨」言
論，甚至多次直接參與及指揮「港獨」組織的激進行
動。對此，有理大師生直言，「熱狗蟲」（鄭的花名）
不願花更多本職時間去教好學生，卻其身不正、不務正
業，公開煽動及進行「港獨」活動，實不配作一個大學
老師，管理層應嚴正處理。 ■記者 齊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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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松泰近年「播毒」劣跡
日期

2015年2月8日

2015年3月7日

2015年6月5日

2015年9月24日

2015年10月1日

2015年10月11日

2015年10月14日

2015年11月18日

2016年1月4日

2016年2月29日

事件

率數百人在屯門區遊行，沿途高喊「我係香港
人」、「狙擊走私客」等口號，更有人揮動「龍獅
旗」。

在「普羅政治學苑」的「大食會」上，聲稱要在網
台開辦新節目《建國研習班》，針對的是13歲、14
歲的青少年，宣傳「港獨」及探討如何「建國」、
「建軍」。

與黃毓民、黃洋達等人率領數百人在尖沙咀文化中
心外舉行集會，高叫「勇武抗爭」、「香港建國」
等口號。

鄭松泰出席一個論壇時宣稱「港人應在文化、政治
上抵抗中共」，香港應「建國」云云。

率領十餘名激進組織成員清晨到舉行國慶升旗禮的金
紫荊廣場外叫囂，更展示「龍獅旗」及「港獨」標
語。

「熱血公民」宣佈派6人參加區議會選舉，鄭松泰
稱，參選是要提出「反共」、「反殖民」、「建
國」意識，「要將本土聲音帶入區議會。」

報名參選區議會，其政綱是「香港正在『被大陸殖
民』，本土為先當家作主」。

國家足球隊與香港足球隊在旺角大球場比賽後，鄭
松泰與一批激進「本土」分子在球場外高呼「我是
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口號，他更擅改國歌內容，
換成宣揚「港獨」的歌詞。

就「李波事件」在其facebook上撰文，聲稱「我們
要自由，港人就只得『以下犯上』，制定屬於香港
人的『大憲章』。」

與其他4名「熱普城」組織成員宣佈將參加今年9月舉
行的立法會選舉，聲稱會推動「全民公投制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個激進
「本土派」團體聲稱要派人出選今屆立法會
選舉，激進立法會議員黃毓民主理的「普羅
政治學苑」聯同「熱血公民」及「城邦派」
為求籌募經費，前晚舉行「掠水晚宴」。密
謀參選的「港獨國師」陳雲似乎不甘「香港
民族黨」鼓吹「港獨」「出了位」，聲言香
港已具備「建國」基礎，自己是次參選立法
會選舉的原因，就是要透過「公投制憲」行
動，令香港基本法成為「香港人的憲法」，
最終在香港「建立自己的國家」。
本報早前踢爆，「熱普城」為推動他們
口中的「全民制憲 五區公投」，計劃擺
約30席「掠水晚宴」，籌募9月立法會選
舉經費。不少激進「港獨」成員出席了該
晚宴，包括曾參與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的
「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及早前開記者
會高調宣佈「建黨」的「香港民族黨」召

集人陳浩天等。

黃毓民稱非「白請」煽學生搞「獨」
黃毓民在席間大放厥詞，聲稱免費請了一

眾大學生坐在最前排，但稱不是「白請」他
們，而是要他們繼續打「港獨」這場仗，令
香港有「自治」一日。
陳雲在發言時則稱，自己參選今年立法會

選舉，就是要透過「公投制憲」行動，在香
港「建立自己的國家」，「我已經受夠了，
我這個家族，我這代人……最後我要在香港
做的，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國家。」
他續稱，香港「已具備建國基礎」，但仍未
有自己「獨立的永久憲法」，「今次五區參與
選舉的『公投制憲』行動，能夠令香港人擁有
自己的憲法，能令香港自主權『永續』，基本
法『永續』，是確立了香港的主權。主權確定
了，我們就可以普選，確定我們自己外交、內

政，我們會擁有自己的國家，無論你用特別行
政區又好，共和國又好。」

「熱狗」叫囂入議會「反守為攻」
「熱血公民」（熱狗）成員、已表明有意

參與立法會選舉的「四眼哥哥」鄭錦滿則
稱，他不甘心「佔領」行動未能取得滿意的
成果，故全面投入「公投制憲」，「我見到
『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其中一點是可
以主動出擊，反守為攻：我們手持的5張名
單如果成功進入議會，我們就可以主動出
招，到時候共產黨就要看我們出招還擊，這
一點是過去香港民主運動沒有的心態。」
「熱血公民首領」黃洋達則開宗明義，稱因

推動「公投制憲運動」，需要大量經費，所以
在現場不忘推銷價值380元「掠水」「全民制
憲建國Tee」，又希望大家能「多多捐款」，
及呼籲出席者加入其選舉團隊云云。

鄭松泰罔顧自己
大學教師的身份，
大 肆 煽 動 「 港
獨」，早已為廣大
市民不齒，其在今

年區選中只得極低票就是明證。不過，
鄭松泰似乎已「豁出去了」，竟還想在
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鹹魚翻生」。

去年10月，鄭松泰與多名「熱狗」
成員分別報名參加區議會選舉，他更囂
張地以「香港正『被大陸殖民』」，
「本土為先當家作主」作為其競選
「政綱」。在被問及既然「熱狗」叫
嚷「香港建國」、「不承認港共政
權」口號，為何還要參加香港特區的
選舉時，鄭松泰詭辯稱，「熱狗」主張
的「香港建國」只是一個「倡議」，因
此「沒有牴觸基本法」。

不過，無論鄭松泰如何詭辯，其

搞「港獨」的形象早已被民眾唾
棄。在區選中，他僅獲得可憐的391
票，遠遠不如獲勝的何君堯 2,013
票，反而將同區參選的民主黨何俊
仁「即時鎅死」。這種「損人不利
己」行為就連反對派陣營也對他同
聲指罵。

經過這次「輸得連底褲都冇咗」
的嚴重挫敗，「熱狗蟲」非但沒有
自省，反而變本加厲。面對今年9月
的立法會選舉，鄭松泰又躍躍欲
試，聯同其他多個激進組織組成俗
稱「熱普城」，即「熱血公民」、
「普羅政治學苑」及「城邦派」參
選「同盟」，更聲言以「全民公投
制憲」招徠，企圖在立會選舉中
「偷雞成功」。不過，香港主流民
意均對其不屑一顧，相信鄭的幻想
很快就會再次破滅。■記者 張得民

區選「底褲輸埋」妄想立選勢成空「熱普城」掠水宴 陳雲狂言「建國」

身為「熱血公民」骨幹成員的鄭松泰，
近兩年在激進組織中急速冒起。2014

年9月1日晚，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
飛來港出席政制發展簡介會時，鄭松泰與十
多名「熱狗」成員在李飛下榻的酒店附近瘋
狂叫囂，警方以懷疑有人衝擊警察防線拘捕
鄭松泰等人，他被控「在公眾地方行為不
檢」罪名。

「佔」後不收斂更「獨」
在違法「佔領」期間，身為大學教師的鄭
松泰，非但不去勸喻和阻止部分學生參與非
法活動，反而自己經常到「熱狗」盤踞的
「佔旺區」以示支持。在「佔領」徹底失敗
後，鄭松泰仍不收斂，而是更積極地參與激
進組織鼓吹的「港獨」活動。

狙擊內地客搞垮旅業
目前，鄭松泰分別在「熱血公民」及激

進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旗下的網媒擔任節目
主持，這包括《熱血時報》節目《大香港
早晨》、《熱血政治》以及MyRadio 的
《建國研習班》等。在節目中，他經常鼓
吹「公民制憲」、「港獨」、「建國」等

荒謬言論。
可能有感於僅發表「言論」還不夠，鄭

松泰也開始「行動」。由2015年開始，他
參與及組織率領多次「熱狗」的街頭行
動。1月18日，他帶領一批「熱狗」到上
水港鐵站一帶「示威」，不分青紅皂白辱
罵懷疑是內地人的「拖篋客」，更涉嫌私
自執法，強行要求「拖篋客」將行李過
磅。
2月8日，鄭松泰率領約百名「熱狗」成

員到屯門鬧市區進行所謂「光復行動」，沿
途高喊「我係香港人，光復屯門」、「狙擊
走私客」等歒視內地旅客的口號，其間在遊
行隊伍中，有人更揮動象徵殖民地時期的
「龍獅旗」。

市民抗議促理大解僱
鄭松泰這些與大學教師身份完全不符的言

行，早已激起不少市民憤怒。去年3月，就
有兩批市民及家長組織到理工大學請願及向
校長唐偉章遞交抗議信，表達對鄭松泰立場
及行為的強烈不滿，及促請校方將其解僱。

不過，鄭松泰不知悔改反而變本加厲。在

經過一段短暫沉寂並獲得理大繼續聘任後，
他又再度活躍起來，包括重新主持一度停頓
的《建國研習班》節目。在去年10月1日特
區政府舉行國慶升旗禮時故意「挑機」，率
領十餘名「熱狗」及其他激進組織成員到金
紫荊廣場外高呼「香港不屬於中國」口號，
現場一些人更展示「龍獅旗」及「港獨」標
語。

體育「政治化」煽對立
為增加其「本土」光環，鄭松泰甚至把

一般的體育比賽「政治化」。去年11月
17日，當國家隊與香港隊在旺角球場進行
世界盃外圍賽比賽，鄭松泰即夥同一批
「港獨」分子，於比賽後在球場門外大鑼
大鼓，高呼「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等口號。
他更自行擅改國歌內容，換成宣揚「港

獨」歌詞，及帶領現場者高唱。
有評論指，表面上，鄭松泰並非在校園

「播獨」，但實際上，他在社會上的種種
激進言行，對社會造成的惡果將更嚴重，
背離一個教師應有的職業準則，完全不配
作一個合格的大學老師。

■鄭松泰早前在屯門美樂花園外「嗌咪」。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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