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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佔學生會 聲言示威現暴力即「各自行動」

「獨莊」煽「勇武」
圖出賣同學「攞威」

理大四支「獨莊」競逐學生會

新一屆理工大學學生會選舉將於2月上旬投
票，其中幹事會的競爭激烈，更史無前例地

出現4個「莊」（候選內閣）同場競爭。本月16
日是理大新學期開學第一天，在理大校園平台有
一場選舉論壇，4支候選內閣悉數出席。
不謀而合的是，4支「莊」的政綱分別都有主張

「港獨」或主張所謂「自決」的內容，當中最高調的
是「理賢」內閣，該「莊」在參選政綱中明確主張
「暴力抗爭」、「重奪香港」、「爭取獨立」等。
「學生會的事一向少人理，每年投票率極低，
看不到代表性。學生會通常都係借學校名義搞
事。但『瘦田冇人耕，耕開有人爭』，唔知點解
今年有咁多支『莊』參選。」論壇舉行期間，不
少途經平台的學生並沒有留步觀看這場辯論，一
名理大三年級的學生向本報記者形容，「四個爛
橙點揀都揀唔落手」。
記者現場所見，雖然論壇延遲了足足半小時才

開始，但台下出席者來來去去最多也只有五六十
人，其中大部分更是各個候選內閣的「自己
友」。
在討論如何加強對學生的內務協助時，各

「莊」均互相吹牛，開出不知何時能實現的「空
頭支票」，連台下的聽眾也不禁在打呵欠。
不過，當談到「外務工作」如政治立場時，現場
開始火花四濺，各「莊」互插。「理賢」不斷質疑
其他「自決莊」不夠「激」，認為「民主」、「自
決」都是手段，終極目的必須「港獨」。
在被問及去年年初一「旺角暴亂」及去年11月
「衝擊中聯辦」事件後，有不少跟隨者被捕，以
後會否有理大學生因參與學生會的示威活動而參
與衝擊或暴力行動？「理賢」候選會長梁學斌回
應稱，在遊行期間，和平狀態就是理大學生會名
義下的行動，如出現暴力事件，學生會就會立即
宣佈活動解散。「所有學生轉為『獨立行動』，
一切事宜與學生會無關。」

被批「讓同學為自己犯法埋單」
梁學斌這番「獨立行動」論引起台下學生非
議，「示威現場七國咁亂，你哋是旦話解散，邊
個收到通知，繼續衝的就成了『替死鬼』」；
「話就話會提供法律支援，其實等於畀武器由得
人去衝。如果得咗，學生會就可以攞彩；如果衰
咗，就唔關我（學生會）事。」一位聽完梁學斌
這番高論學生直言，梁學斌的「獨立行動」論，
其實是賣學生「豬仔」（出賣學生）。
在論壇上，一些參選團隊也遭質疑是「港獨」

組織及激進組織成員，對此，「理賢」外務副會
長候選人潘凱軒承認與「熱血公民」有「政治聯
繫」，指自己曾幫過目前是立法會議員的「熱血
公民」主席鄭松泰助選，但他卻不願明確表示自
己是否是「熱狗」成員。
「煥理」內閣也承認有成員曾經申請加入「本

民前」，也有人曾申請做「傘後組織」的議員助
理。對於在多個參選團隊中有多名懷疑是激進組
織或「港獨」組織成員，前來旁聽的台下學生們
不禁議論紛紛：「家係理工學生參選學生會，
定或係政治組織派人滲入參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理
大學生會候選內閣「理賢」在本月16
日的論壇上被問到，會否與其他大專
學生會交流合作時，候選主席「拍心
口」宣稱一定會，且當晚就會有類似
「聯誼」。但原來所謂「交流對象」
是不久之前剛當選新一屆樹仁學生會
的「儒林」內閣。本報去年12月曾報
道，「儒林」內閣與「港獨」組織
「青年新政」關係密切。

骨幹與「港獨」組織關係密切
記者當日發現，「理賢」內閣多

名成員當晚在人流稀疏的飯堂與
「儒林」共約10人獨坐在僻靜的角
落「密斟」，旁邊是碗碟回收處也
照坐不誤。「儒林」的「港獨鴛
鴦」劉澤鋒（會長）及蘇曉楓（外
務秘書），與「理賢」成員對坐一
個多小時，離開時棄大門不用，走
消防後樓梯。
據了解，蘇曉楓是「青年新政」

成員，多次參與「青政」的活動。
在去年11月6日的遊行活動中，手
持大喇叭的蘇曉楓就一直與被取消

立法會議員資格的「青政」成員梁
頌恆和游蕙禎在一起。
據本報了解，部分大學的學生會

「新莊」關係密切。去年12月初，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與發
言人周浩輝邀請主張「港獨」、剛
當選城大學生會會長的陳岳霖等人
出席其網台節目。當時，陳岳霖透
露與新一屆樹仁學生會有「密切聯
絡」，將來會攜手「聯合抗爭」。
這次樹仁學生會的頭目剛巧出現

在理大校園並與「理賢」內閣「密
斟」，看來絕非偶然，也令外界產
生更多的聯想。

「獨派」各校串連助同夥上位

■中大學生會會室擺放大量
宣揚「香港獨立」貼紙任人
領取。

■■本月本月1616日晚日晚，，理理
大學生會大學生會「「理賢理賢」」
候選內閣成員與樹候選內閣成員與樹
仁學生會成員在理仁學生會成員在理
大飯堂角落大飯堂角落「「密密
斟斟」。」。 張得民張得民 攝攝

「 勇 武 抗
爭」似乎是每
個激進組織或

「港獨」組織最喜歡用的口號，不
過回顧往績，臨場「縮沙」、丟下
同夥才是事實，「熱血公民」、
「本民前」、「青年新政」都可說
是其中的「表表者」。

「熱狗」丟下追隨者惹官非
2015年3月1日下午，當時是

「熱血公民」骨幹的鄭松泰率領
一批「熱狗」成員以及支持者，
到元朗市區進行所謂「反水貨客
行動」，但活動開始不久，鄭松
泰突然宣佈行動結束，各人可以
繼續單獨「鳩嗚」，此舉等於將
參與者「賣豬仔」，令他們在

「群龍無首」下亂衝亂撞。
結果，在現場一片混亂下，警

察在現場至少拘捕了38名涉嫌違
法搞事者，其罪名包括「在公眾
地方行為不檢」、「襲警」等。
該次事件後，時任「熱狗」首領
的黃洋達被迫承認現場指揮者
「臨陣脫逃」，並怪罪鄭松泰等
人的表現「嚴重失誤」。

衝擊中聯辦游梁提早閃人
在2016年11月6日「衝擊中聯

辦」事件中，「本民前」召集人
黃台仰雖然在場，但卻「縮埋後
邊」指揮參與者「送死」。當晚
率領一批支持者在西環現場的
「青政」成員梁頌恆、游蕙禎見
勢不妙提早「閃人」外，事後則

推說對一切問題「不知道、無計
劃」。黃梁游的「口講勇武、一
早閃人」劣行，早已令不少曾是
他們的支持者感到不齒。

■記者 齊正之

臨陣「縮沙」前科纍纍

■鄭松泰(紅圈所示)在2015年3
月率領「熱狗」成員進行所謂「反水
貨客」行動時，曾「臨陣縮沙」自行
離開，令不少參與者惹上官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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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港獨」的一眾學生
團夥近年除把持多間大學的
學生會幹事會外，更企圖全

方位「入侵」學校多個組織。其中，曾參與
校園衝擊行動、將在下個月卸任中大學生會
會長的周豎峰「食過返尋味」，欲轉跑道再
參選中大學生會代表會，試圖繼續操控學生
會的運作。

中大生憂校園淪「勇武」戰場
有中大學生透露，近期周豎峰沒有像過往

學生會會長任滿前的低調，反而大肆在校內
宣傳將參選中大學生會代表會，與他攜手參
選的是前「學民思潮」成員、現任中大學生
會外務副會長的黃梓甄。
這位學生稱，去年6月20日中大校董會在

金鐘一個商廈舉行會議期間，周豎峰、黃梓
甄等學生會成員以及「熱血公民」成員鄭錦
滿等人涉嫌衝擊會場，有多名校園保安流血
受傷送院。「如佢哋當選，分分鐘會將『港
獨』、『勇武』引入代表會。」
根據中大學生會架構，「幹事會」如同學

生會的「行政」機構，而「代表會」則是學
生會的「立法」、「監察」機構，雖不負責
學生會的日常具體運作，但卻可以制定學生
會會章，甚至隨時可對不滿意的幹事會發起
質詢、甚至彈劾行動。
為了使「獨派」能繼續把持下屆學生會，

周豎峰在自己參選代表會之餘，也積極為名
為「山鳴」的「新莊」（候選幹事會內閣）
助選，有了解內情的中大學生稱，周豎峰曾
參與協助籌組該「新莊」，「可以話係屬於
佢『嫡系』。」

理大港大學生會「獨人」謀連莊
另一邊廂，理大亦有5個學生候選人競逐

校董會代表席位，包括現正參選學生會幹事
會的「獨派」梁學斌，以及與之友好的本科
生李傲然，另外3個都曾任理大學生會的頭
目。不過，在截稿前，其中一位欲連任校董
會學生代表的郭晁霖自行宣佈「退選」（因
已過了「退選」期，按照有關規定，理論上
郭晁霖不可以「退選」）。理大校董會是理
大政策規章、人事安排的核心機構，估計爭
奪理大校董會席位的選戰將會風起雲湧。
被外界視為近年「港獨」立場最鮮明的港大
學生會，「獨派」也企圖繼續「冧莊」。
據本報了解，目前港大學生會唯一的候選

幹事會內閣「睿鳴」，與前港大學生會會長
馮敬恩、現任學生會會長孫曉嵐一脈相承，
同屬「港獨勇武莊」。候選會長黃政鍀昨日
在諮詢會中聲稱只有「港獨」才能脫離「一
國兩制」。但有港大學生表示，學生會的認
受性一直很低，如主張「港獨」的孫曉嵐在
去年2月當選時，其得票率僅有兩成。

■記者 齊正之

新 年 伊

始，本港各

大學校園陸

續「換莊」（選出新一屆

學生會），一如所料，多個學

生會依然由「港獨莊」（又稱「自決

莊」）把持或者參選。其中，理工大學今

年更出現四支「莊」競逐的情況，為求

「出位」，有自封「勇武抗爭」的「獨

莊」頭目在競選時聲稱，日後在帶領學生

參與「和平示威」時如發生「暴力事

件」，會立即宣佈「解散」，任由參與者

「獨立行動」，之後發生的事情「均與學

生會無關」。由於時下正值去年年初一

「旺角暴亂」一周年敏感時刻，「獨莊」

頭目的一番言論引起學生的不滿，「佢哋

帶住成班同學去示威，一出事就要各人

『獨立行動』，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彩』（威風）就學生會攞，同學犯法就

自己『埋單』，呢個同『賣豬仔』有咩嘢

分別？」 ■記者 齊正之、張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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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第二十四屆學生會幹事會
候選內閣政治傾向

「理賢」
主要立場：1. 推動「港獨」思潮，謀香港「獨立」

2. 採納「勇武抗爭」策略
3. 港中區隔

「繫理」
主要立場：1. 本土優先，命運「自決」

2. 出席全數社會運動，包括遊行、集會

「理行」
主要立場：1. 可自由討論政制

2. 重視基層學生

「煥理」
主要立場：1. 爭取港人民主「自決」

2.「港獨」是最終目的

■■本月本月1616日日，，理工大學校園舉行競理工大學校園舉行競
選論壇選論壇，，雖然有四個雖然有四個「「莊莊」」競選新競選新
一屆學生會幹事會一屆學生會幹事會，，但在台下旁聽但在台下旁聽
的理大師生寥寥可數的理大師生寥寥可數。。 張得民張得民 攝攝

■■「「理賢理賢」」成員電腦及筆記簿上均見成員電腦及筆記簿上均見「「港獨港獨」」紅底貼紙紅底貼紙。。左左
起起：：候選內務副會長袁曉鋒候選內務副會長袁曉鋒，，候選會長梁學斌候選會長梁學斌，，候選外務副候選外務副
會長潘凱軒會長潘凱軒。。

■■「「理賢理賢」」政綱公然鼓吹政綱公然鼓吹「「暴力抗爭暴力抗爭」」及及「「港獨港獨」。」。
圖片撮自圖片撮自「「理賢理賢」」政綱政綱

■中大學生會會長周豎峰(右)去年曾模仿納粹敬禮手勢拍
照。 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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