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歐陽文倩、鄭治祖）這邊廂香港大學校
長馬斐森直指「港獨」不切實際，大學也不會接受憎恨、冒犯語
言、行為或暴力，那邊廂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卻稱，「香港不
是中國（Hong Kong is not China）」，「討論」「港獨」不應是
校園內的禁忌，反而應被「鼓勵」。多名學界人士都認為，如果
真是「討論」，當然無問題，但須在香港基本法框架下、尊重歷
史事實的前提下討論。不過，港大學生會多次鼓吹、渲染「港
獨」也是不爭事實，有人擔心個別學生會以「討論」名義大肆鼓
吹「港獨」。

孫致辭狂言：「香港不是中國」
孫曉嵐昨日在開學禮上致辭稱，「香港不是中國（Hong Kong is
not China）」，任何「有關香港前途」的「討論」，均應被鼓勵，
不應被禁止，而在校內討論「港獨」永遠不應是「禁忌」。

張民炳：討論違法議題危害大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駁斥孫曉嵐的說法。他質疑，港大作

為公帑資助大學，為何要鼓勵該校去討論違法、不切實際、危險社
會利益的「港獨」議題？「是否要讓大學如此與社會『脫節』呢？
是不是一小撮學生覺得想講『港獨』，大家就要『鼓勵』呢？社會
上是否沒有其他更值得探討的議題？」
張民炳指出，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多次以主題形式發表刊

物，又進行所謂「調查」，去宣揚「港獨」，擔心所謂的「討論」
「港獨」，最終只會變成鼓吹和渲染。

黃均瑜：新生小心「唔好上當」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指出，「討論」當然沒有問題，但絕對不能違

反法律，更不能罔顧香港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若他們真的是要
討論，那麼意見就不應一面倒，應該要同時談論反『港獨』的意
見。」致於「討論」會否變成「鼓吹」，黃均瑜勸一眾港大新生要
小心，「唔好上當」。

梁美芬：要尊重市民共同利益
城市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指出，言論自

由是非常重要，但須合乎法律，倘是觸及國家安全或領土完整便要
小心處理。她強調，香港
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而香港大學是香港最
高學府，所有人均對它抱
有很高期望，故孫曉嵐應
當說些對香港有裨益的說
話，更要尊重廣大香港市
民的共同利益，而非任意
以學生會會長的身份，發
表一些會損害香港利益的
言論。

港大拒獨反暴
重申百年建校宗旨：為中國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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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齊反
港獨」網絡簽名活動已錄得逾28.7萬網民
參與。網絡簽名關注組發言人邱昌寧昨日
主動聯繫本報記者，指「一齊反港獨」網
絡簽名頁面遭受「地毯式轟炸」，一度導
致服務器癱瘓，網站不能正常運作。他強
烈譴責，「港獨」分子以下流手段限制反
「港獨」的市民表達意見，並呼籲珍愛香
港的市民認清「港獨」乃是香港之禍，全
體市民要堅決對「港獨」說「不」。

簽名網站受2.3億次攻擊
本報在8月18日A2版報道了「一齊反港

獨」網絡簽名活動。邱先生表示，文匯報
的報道令到更多市民更加積極參與聯署活
動，截至8月26日下午16時，他們共錄得
368,647條記錄，經技術偵查發現有81,376
條的IP來路相同或姓名異常，屬於惡意倒
污水，剔除後有效的聯署為287,271條，參
與人數大幅攀升。他呼籲更多的市民打破
沉默，積極參與「保衛香港運動」、「匯

賢起動」等不同團體開展的大型街頭簽名
活動，令到反「港獨」的聲音更加壯大。
反對「港獨」聯署更得到海外港人的關注

和支持。邱昌寧介紹，透過技術手段偵查參
與聯署的IP，發現有966條來自英國，714條
來自荷蘭，821條來自澳洲，121條來自新西
蘭，332條來自新加坡，569條來自加拿大，
769條來自美國，馬來西亞、泰國、印尼亦
有小量，計有4,391條海外聯署記錄。他對
民間活動的國際影響力並吸引海外港人參與

感到興奮，又代表關注組向支持香港繁榮穩
定、反對「港獨」的海外港人表示感謝。
邱昌寧批評，「港獨」分子心存怨恨，

使出多種下流手段和網絡暴力進行打擊報
復。過去一周，包括26次篡改程序代碼、
2.3億次HTTP請求訊息、18次惡搞網站頁
面和分散式阻斷服務（DDOS）攻擊，試
圖癱瘓網站，阻止市民參與。「反港獨」
網上關注組對這種破壞言論自由和表達自
由的做法表示強烈譴責，並會考慮到警署
報案，挽回損失、討回公道。

籲選出精英代民議事立法
立法會選舉即將舉行，邱昌寧表示，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立法
會議員必須宣誓效忠香港基本法和香港
特區，而「港獨」鼓吹暴力、宣揚分
離，實是香港之禍，因此絕無可能容許
進入建制，更不可能造福於民。他注意
到有幾個年輕人，打着「自決前途」的
旗號參選立法會。「他們缺乏基本的政
治、歷史和法律常識，亦沒有服務社會
的經驗，竟然妄想充當『一哥』帶領香
港人『自決』前途，真係離晒譜。」不
過他相信，絕大多數香港人是有理性和
智慧的，會選擇熱心服務市民、熟悉專
業知識、社會經驗豐富的精英代民議
事、為民立法。

港大學生
會刊物《學
苑》過去屢
次以「言論
自由」等作

擋箭牌去宣揚「港獨」，刊出
多篇宣揚「港獨」主張的文章
與相關調查，名符其實是鼓吹
「港獨」的大本營。在2014年
時，他們就出版「香港民族 命
運自決」專題，文章其後輯錄
成《香港民族論》。最近，
「港獨」思想入侵中學校園，
有關的所謂「關注組」中，不
少均說是受到《香港民族論》「啟發」。
今年3月，《學苑》又出版以《香港青年時代的宣言》
為題的刊物，其中一篇題為《我們的二零四七》文章，鼓
吹香港應成為「受聯合國認可的獨立主權國家、建立民主
政府、制訂香港憲法」，煽動群眾「需要攻佔社會上每一
個陣地、街頭、議會、商界、工會、媒體、文化界」，絕
非只是討論而已。 ▓記者 姬文風

在校園裡談「港獨」，是「討論」還是
「鼓吹」，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因
此有人就偷換概念，將「鼓吹港獨」的違
法行為，包裝成「討論」的學術模樣，還
得寸進尺說成要「鼓勵討論」，以便歪理

在校內大行其道。
不過，已有既定目標和立場，還可以說是「討論」嗎？港大學

生會刊物《學苑》，前前後後以「港獨」為主題出了多少期刊
物？多少篇文章當中聲言要「建國」、稱香港「被中共打壓」、
揚言要「武裝革命」、「流血革命」？這些到底是理性的討論，
或是失去理性的妖言企圖惑眾？在中學就「港獨」所成立的所謂
「關注組」，都以「重奪政權，香港獨立」為口號，當中有什麼
「討論」空間？

在香港，永遠不缺「言論自由」，所以一些政客可以無證據下
作出「指控」；部分媒體可以隨意「演繹」他人說話；學生可對
師長「罵娘」，再發表社會不接受的「偉論」。當這一小撮害群
之馬運用「言論自由」去破壞社會秩序的時候，社會大多數更應
該用法律、規則、道德、倫理去予以制衡，這才是香港眾多核心
價值並存的可貴之處。 ▓記者 甘瑜

香港大學
中央管理小組認為「港獨」是

不切實際的選項，不符港大的最
佳福祉。港大在105年前成立，
是作為「為中國而立」的英語大
學，一直與內地院校保持着越趨
緊密的合作和聯繫，不想港大在
實踐作為「亞洲環球大學」這個
目的的過程中分心。

同時，大學不接受憎恨、冒犯
語言、行為或暴力。港大成員應
該尊重法律，並明白和接受其行
為的後果。在這些前提下探討複
雜議題是健康的辯論。

公開大學
公大一向尊重學術及言論自

由，鼓勵師生以和平、理性和合
法的方式表達意見及進行討論。
公大反對一切違法行為，包括違
反香港基本法的行為。如有學生
在校內鼓吹「港獨」，校方將按
以上原則並視乎情況作出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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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為幌子 實鼓吹違法

港大昨日舉行新生入學禮，馬斐森歡
迎一眾新生加入成為港大的一員，

並恭賀他們在芸芸學子中脫穎而出。他指
出，大學是年輕人蛻變的地方，大家獲得
更多知識、友誼、經驗和自由，「我們
會視你為成人，可以去為自己設想、做
困難的選擇、從錯誤中學習，我們也期望
你的言行像成人，尊重別人與自己不同的
意見。」

馬斐森：大學倡守法不接受憎恨
香港社會以至港大近年都面對不少衝擊，
「港獨」入侵校園、向學生埋手，馬斐森在
致辭中強調，大學擁護「一國兩制」以及當
中的言論自由，這和院校自主及學術自由等
都是港大的基石，校園須讓不同意見得以辯
論及獲得尊重的地方，是講求道理、自由與
多元化的地方，但他同時指出︰「隨自由而
來的是責任，大學不會接受憎恨、冒犯語
言、行為或暴力。港大成員應該尊重法律，

並明白和接受其行為的後果。在這些前提下
去作討論，才是健康的辯論。」

強調「港獨」不符港大最佳福祉
馬斐森在開學禮後會見傳媒時再次強調，

港大擁護「一國兩制」的原則，而大學的中
央管理小組也認為「港獨」作為香港前途討
論是一個不切實際的選項（not a realistic
option），且不符合港大的最佳福祉。他指
出，香港大學在105年前成立時，已說明是
「為中國而立」的大學，「我們一直與內地
各大學與院校保持着越趨緊密的合作和聯
繫，不想港大在實踐作為『亞洲環球大學』
這個目的的過程中分心。」
對於有人稱特首梁振英在「港獨」議題上

向院校施壓。馬斐森則表示，沒有收過梁振
英命令、指示或善意提示。

多所院校申明反對違法行為
多所院校昨日均就「港獨」問題回覆傳媒

查詢。公大表示，一向尊重學術及言論自
由，鼓勵師生以和平、理性和合法的方式表
達意見及進行討論。不過，大學反對一切違
法行為，包括違反香港基本法的行為。如有
學生在校內鼓吹「港獨」，校方將按以上原
則並視乎情況作出處理。
嶺南大學則表示，尊重師生的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以及集會結社自由，相信他們均了
解需要就其個人言論及從事的活動負責，確
保符合香港法例，以及在校園內遵守大學的
規定和守則。
城市大學也說，尊重學術自主及言論自

由，但必須遵守香港法律，反對一切違反香
港法律，包括香港基本法的行為。
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早前也曾回應「港

獨」問題。他表示自己反對「港獨」，雖然
大學有學術及言論自由，但也希望大家可在
互相尊重、理性及守法、不影響其他人的情
況下討論。若有學生鼓吹「港獨」，他表示
會視乎情況處理。

嶺南大學
大學一向尊重教職員和學生的言論

自由、學術自由以及集會結社自由，
亦尊重他們以個人身份參與社會事務
及就不同社會議題發表意見。
校方相信教職員和學生，均了解到

需要就其個人言論及從事的活動負
責，確保符合香港法例，以及在校園
內遵守大學的規定和守則。

中文大學
校長沈祖堯近日出席活動後，公開

表示他反對「港獨」，而大學是有學
術及言論自由的地方，希望大家可以
在互相尊重、理性及守法、不影響其
他人的情況下討論「港獨」。
被問到校方會如何處理有學生煽動

「港獨」，沈祖堯指要視乎情況而
定，不能一概而論。

城巿大學
大學尊重學術自主及言論自由，但

必須遵守香港法律，反對一切違反香
港法律，包括香港基本法的行為。

註：教育大學、理工大學、浸會大學及科技大學均未有回應本報查詢

資料來源：相關院校 記者：高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港獨」入侵校園的情況嚴

重，香港大學近年更因為個別學生領袖的舉動而成為鼓吹「港

獨」、渲染「暴力」的大本營。港大校長馬斐森昨日發表大學管

理層的聲明，直指「港獨」不切實際，強調港大為中國而立。他

更在開學禮上向一眾新生強調，港大擁護「一國兩制」，不會接

受憎恨、冒犯的語言或行為、暴力。他呼籲大學的成員尊重法

律，並明白和接受其行為的後果。多所院校在回應本報查詢時表

示，反對任何違反香港基本法的行為。有院校則表示，若學生在

校內鼓吹「港獨」，校方將視乎情況作出處理（見右表）。

《學苑》堪稱「煽獨」大本營

各大學對「港獨」議題取態

▓▓香港大學昨日舉行新生入學禮香港大學昨日舉行新生入學禮。。港大圖片港大圖片

▓▓校長馬斐森昨校長馬斐森昨
日申明港大拒絕日申明港大拒絕
「「港獨港獨」。」。

港大圖片港大圖片

▓孫曉嵐在入學禮▓孫曉嵐在入學禮
上公然煽上公然煽「「獨獨」。」。

港大圖片港大圖片

▓港大學生會刊物 《學
苑》播「獨」最猖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