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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現播獨 各界促嚴懲
校方拆橫額 學生會鼓動同學到場抗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一群煽暴
「獨」上腦的大學學生會代表為了自我陶醉，
將種種違法惡行以所謂「公義」包裝，「鼓
勵」同學以暴力違法抗爭者為「學習對象」、
聲言「無必要守法」云云，傳播歪風。前立法
會議員、中大舊生鄧家彪批評，他們口中的
「公義」，其實只是他們所想的「社會公
義」，而絕非大多數人的社會公義，只會帶來
社會動盪。他又批評學生動輒將犯錯就說成是
「政治犯」，是十分危險的，擔心校園會成為
播「獨」場地，一發不可收拾。

稱犯法者為「政治犯」危險
中大學生會會長區子灝及港大學生會會長黃

政鍀日前分別口出狂言稱「法治名存實亡、無
必要守法」，鼓吹同學以暴力違法抗爭者為
「學習對象」。鄧家彪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
指，中大學生會在校內掛上「政治犯」的圍
布，又有人懸掛「港獨」宣傳品，旨在用一
個鋪天蓋地的宣示，企圖拉動公眾情緒、校園
情緒，批評有關舉動十分不理性。
他續指，特區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

能、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都已清楚說到法

庭的裁決結果，不單合乎程序，也合乎法治
精神，但部分年輕學生卻將犯錯說成「政治
犯」，「那是將法治、法理之內的事情，變
成政治化，令社會變得更對立。」

未來棟樑播「獨」港無寧日
他坦言，雖然不知道有多少是中大學生會

所做，但這些極端主張的人，借校園這個
「幾不管」的地方，宣揚政治主張，十分危
險，亦令人很憂慮，「擔心校園變成一個播
『獨』的場所，一發不可收拾。」
就中大及港大的學生會會長發表的偏激言

論，鄧家彪表示，他們口中的「公義」只是
他們所想的「社會公義」，並非大多數人的
社會公義，不會為社會帶來幸福，只會帶來
社會動盪，並批評有關人等借大學開學禮將
法庭的裁決結果政治化，「這些年輕大學
生，十多年後或將成為社會未來棟樑，但當
中竟有部分人不停去想甚或身體力行去推動
『港獨』，相信市民會很害怕，他們只會將
香港陷入萬劫不復。」他勸勉年輕人應以社
會及市民福祉為重，避免再影響大學校園及
社會的安寧。

鄧家彪斥大學生亂用「公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校園播「獨」歪風屢勸

不止，有人趁前日是中大的開學禮，在校園多處懸掛

「港獨」宣傳品，迅即被校方拆除，但別有用心者昨日

再次在中大重施故伎。學生會獲悉校方清拆橫額後，圖

鼓動同學到場「支援」，又企圖阻止校方清理現場。同

時，港大、城大及教大亦分別出現「港獨」橫額和字

句。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懸掛「港獨」橫額或涉違《刑

事罪行條例》，首次定罪可判入獄兩年。社會各界則批

評滋事者冥頑不靈，促請受害大學徹查

事件及懲處搞事者。

中大前日舉行本科生開學禮，有人未
經校方許可，私自於校園多處地方

懸掛「港獨」宣傳品，大學的保安人員
遂將之拆除。昨日，中大民主牆又貼滿
「拒絕沉淪 唯有獨立」的單張，文化廣
場懸掛了「香港獨立」的橫額。

中大校方強調煽「獨」違法須禁
中大學生會下午3時在其facebook專頁
稱，中大將派保安拆除橫額，叫其他學
生到場「支援」，企圖阻止校方行動
（見另稿）。至昨晚約9時半，有關橫額
仍未被拆除。學生會在昨晚的記者會上

則稱，有中大生向該會申請取回開學禮
當日懸掛的橫額，但未知有關學生是否
就是懸掛「港獨」宣傳品者。
中大發言人強調，香港基本法訂明香

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並重申校方一貫立場絕對不贊成「港
獨」，又指校方已發信提醒中大學生
會，並將會作出相應行動。

港大城大教大校園販「獨」呼應
港大、城大及教大的民主牆昨日亦出

現「香港獨立」的字眼，稱要「聲援」
中大學生會；教大學生會則在大學中央
廣場掛上「香港獨立」的橫額。
教大發言人回應指，留意到校園個別

地方展示有與「港獨」相關的標語及語
句，因有關言論有違基本法，故已被移
除，並重申基本法第一條已清楚列明，
香港乃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

播「獨」涉刑罪 初犯可判囚2年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在

接受傳媒查詢時指出，《刑事罪行條
例》第九條「煽動意圖」列明「任何作
為、言論或刊物」，若「引起憎恨或藐
視『女皇陛下』本人、其世襲繼承人或
其他繼承人，或香港政府，或『女皇陛
下』的領土其他部分的政府，或依法成
立而受『女皇陛下』保護的領域的政
府，或激起對其離叛」；或 「激起香港
居民企圖不循合法途徑促致改變其他在

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項」；或「引起對
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
叛」等，即使不涉及暴力，都可能違
法。而在香港回歸後，「中央政府」即
已在相關法例中，自動取代「女皇陛
下」的角色。
他續說，中大倘要就此個案展開追

究，校方可報警要求調查；而律政司
若書面同意，即可對相關人等提出檢
控。《刑事罪行條例》第十條列明，
任何人若「發表煽動文字」，或「刊
印、發佈、出售、要約出售、分發、
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等，第一次定
罪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2年，其後
定罪可處監禁3年，有關的煽動刊物會
被沒收。

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周 子
優）多個大
學學生會近
日利用開學
禮 公 然 播
「獨」、鼓
吹 暴 力 衝
擊，歪風蔓
延至主要培
育老師的教育大學。教大上周三（30
日）舉行開學禮，學生會會長黎曉晴在
致辭時，竟盲撐參與違法暴力衝擊行動
而被判監者，聲稱這些人為了「爭取公
義」、「阻止惡行」，而被社會送進牢
獄，更大放厥詞稱「香港已進入極權的
時代」云云。

稱政府新教育資助是「陰謀」
黎曉晴在致辭時聲稱，早前政府向非

八大的合資格自資學士學位學生，提供
每年3萬元資助的舉動「很弔詭」，質

疑為何八大的自資課程未有得到資助，
猜測政府此舉「旨在削弱八大在自資課
程的收益，迫使八大受政府控制」，又
稱「所謂的學術自由與院校自主一直被
政權屢屢入侵干預，大專教育被箝制為
籌碼」云云。
不過，事實早於今年7月初，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已清楚解釋過，上述資助計
劃不涵蓋八大院校，是因為政府一直有
份付款打造八大院校的品牌，若再用公
帑資助八大院校轄下的自資課程，對自
資院校來說並不公平，而新的政策安
排，令很多自資學士課程學生受惠，只
是黎曉晴對這些實況卻隻字未提。

妄言香港進入「極權時代」
黎曉晴又稱，經歷了幾年所謂的「民

主運動」，如反高鐵、反東北計劃、違
法「佔中」等，言辭間不斷美化參與違
法暴力衝擊行動而被判監者，「有一群
與我們年紀相若的年輕人……為着香港
的前途未來身陷囹圄」，更捩橫折曲稱
「社會卻把爭取公義、阻止惡行之人送

進牢獄」，接着更妄言「香港已進入極
權的時代，當權者以法治為工具打壓異
己」，又鼓吹學生要「共同捍衛曾經美
好的土地，寸土不讓，負隅頑抗」。
教大學生會將黎曉晴的講辭上載至

facebook網頁，網友「Jackson Wong」
直指其言論不知所謂。有網民直斥黎曉
晴「發表埋曬（晒）d垃圾演講。你的立
場不代表所有學生。」「Dara Hung」
也批評道：「要攪港獨，就唔該請走，
唔好浪費納稅人錢！！！」■■教大學生會會長黎曉晴

■■教大「民主牆」上的「港獨」標語。fbfb截圖截圖

教大學生會長致辭撐違法暴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中大
文化廣場昨日被掛上「香港獨立」的
橫額，中大師生中心管理委員會即向
學生會發出信件，重申有關言論屬違
法，並強調大學文化廣場及民主牆乃
學校授權中大學生會代為管理，要求
學生清除有關單張及橫額。不過，學
生會在 facebook 呼籲學生到場「支
援」。據悉，學生會其後帶同幹事等
20多人，阻止中大派人到場拆除橫

額，又稱會留守至深夜。學生會更死
撐有關橫額「並無違法」，反問校方
「違反了什麼法例」。

20多人到場阻撓校方「清獨」
中大學生會昨日在facebook稱，會長
區子灝收到師生中心管理委員會秘書發
出的信件，指「有關言論已經違反香港
有關法律，亦有違校方一貫不贊成『港
獨』的立場」，並強調大學的文化廣場

及民主牆乃學校授權中大學生會代為管
理，學生會需執行相關使用守則，並要
求學生會立刻清除有關單張及橫額。學
生會其後發帖稱，校方擬強行清拆文化廣
場懸掛的有關橫額，呼籲同學到場支援。
據了解，起初到場支援的學生反應

冷淡，中大學生事務處曾帶人到文化
廣場準備拆除橫額，但學生會帶同幹
事等20多人到場阻止。直至5時許，
學生會代表曾與學生事務處處長梁汝

照會面，但未能達成共識。

再以「言論自由」為擋箭牌
學生會在晚上舉行記者會，區子灝被
問及有關橫額或涉違法時，再以大學有
「言論自由」為擋箭牌。副會長李振勇
死撐稱有關橫額「並無違法」，反問校
方：「違反了什麼法例？」
他續稱，倘校方認為學生此舉違法，
應報警處理，而非私下處理。學生會聲
稱，將留守在現場，阻止學生事務處拆
除橫額，或待至深夜。至昨晚 10時
許，有關橫額仍未被拆除。

賴死阻拆橫額 竟問「犯何法」

中大再次出現宣「獨」橫
額及單張。各界人士批評，
有關人等的做法違法違憲，
更不排除背後有黑手操縱。
在這大是大非問題上，各界
都必須予以強烈譴責，校方
更應嚴肅處理滋事分子，予
以嚴懲，絕不能姑息。學生

會煽動學生阻止校方拆除橫額，
如因而擾亂校園秩序，亦應受
罰。

劉國勳何啟明批騎劫師生
身為中大校董會成員的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工聯會立法
會議員何啟明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都批評滋事者，指「港
獨」違法違憲，社會已多番表明
不應在校園播「獨」，有關橫額
騎劫了中大師生，要求涉事人敢
做敢認。
他們認為，校方應徹查是何人

擅自在校內懸掛「港獨」宣傳
品，若是學生所為，應交由大學
紀律委員會跟進及作出懲處。

吳亮星：不排除黑手操縱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強

調，「港獨」是嚴重的違法行
為，絕對不能容忍及姑息，又相
信這種接二連三的行為並非偶爾
發生，不排除背後涉及黑手操
縱，推學生作代罪羔羊。由於事
件發生在中大校園，校方必須嚴
正處理，包括盡速調查真相，找
出元兇，及作出應有的懲罰。

陳勇：偏袒將令事態惡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

事長陳勇指出，人人都有表達意
見的自由，但必須依法而為，絕
不能以「言論自由」為名就任意
妄為。鼓吹「港獨」屬違法行
為，違法者就應該接受法律的制
裁，不能含糊了事，「就算中小
學生犯了校規都要受罰。」中大
校方必須嚴懲違法之徒，倘盲目

偏袒，只會令事態愈來愈嚴重。

陳恒鑌：肇事者挑戰法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認為，是次事件並非
「一時貪玩」，印證了校內確實有「港獨」分子
存在。他們明知「港獨」是違法行為，但就故意
挑戰法律，以個人的政治取向，凌駕中大校風和
聲譽，是極度自私的行為。他呼籲搞事者自重，
不要繼續錯下去。現階段，校方應先找出是次事
件的主事者，予以懲處。

張民炳：中大應報警處理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中大校園再

現「港獨」宣傳品，將令大學聲譽嚴重受損。既
然目前無學生組織承認責任，中大應報警處理，
「可以翻查大學攝錄機，若是學生做的，當然要
懲處，因為大學已表明不可在校園張貼或懸掛這
些違法宣傳品。」他又批評，學生會在facebook
煽動學生阻止校方拆除橫額，如因而擾亂校園秩
序，亦應受罰。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子優、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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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校園內各式各樣中大校園內各式各樣
煽煽「「獨獨」」標語標語。。 fbfb截圖截圖

■■中大師生
中心管理委
員會向學生
會發信，要
求清除有關
的橫額及單
張。 fbfb截圖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