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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若蓮長子患抑鬱墮樓亡
女傭曾阻跳樓難防再尋死 蔡冀各界給空間渡難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 蕭景源）教

育局副局長蔡若蓮的25歲長子，昨被發現在

尖沙咀擎天半島寓所墮樓身亡。事前家中女傭

雖已察覺有異，一度制止，惜不成功。據悉死

者生前患有抑鬱症，警方相信事件無可疑，正

跟進其自殺原因。蔡若蓮事後驚聞噩耗，趕到

醫院認屍，見兒子最後一面，她感謝各界人士

關心，籲請給予空間讓她和家人渡過難關。教

育局局長楊潤雄對事件深感難過和惋惜，代表

全體同事向蔡若蓮及其家人致以最深切慰問。

死者潘匡仁，洋名Peter，是蔡若蓮的長子，他與弟
弟及父母一家四口同住尖沙咀港鐵九龍站上蓋擎

天半島3座41樓一單位。Peter生前在北區醫院任職物
理治療師，喜歡玩樂器，更熱愛運動，有加入業餘單車
隊及經常參加長跑比賽等。惟一年前他在單車活動中發
生意外致重傷，去年更被診斷出患上抑鬱症。
消息指，Peter由上月底開始沒有再上班。昨日上午
11時許，他被女傭發現危坐寓所窗台邊，雙腳已跨出窗
外。女傭懷疑少主準備跳樓，大驚之下，立即衝上前制
止。兩人一度糾纏，聲響驚動隔鄰單位的外傭，慌忙通
知屋苑保安員上門協助。惟在保安員登門前，Peter已
擺脫家傭將自己反鎖房內。未幾，樓下傳出重物墮地巨
響，保安員證實有人由高處墮下倒臥平台，頭破血流，
奄奄一息，馬上報警求助。
救護員及消防員到場，迅速將昏迷男子送往伊利沙伯

醫院搶救，惜傷重返魂乏術。警方隨後封鎖現場調查，
證實死者就是蔡若蓮的長子，初步相信他是由寓所房間
窗口墮下，事件無可疑，現場亦無發現遺書。不過死者
生前患有情緒病，死因仍有待稍後驗屍確定。
蔡若蓮事後接獲長子墮樓消息，立即趕往醫院急症室

了解情況，並在醫護人員陪同下認屍，見兒子最後一
面。她逗留至下午3時許才離開，其間蔡眼泛淚光，雙
手合十，面對記者的提問不發一言。同一時間，仵工將
死者潘匡仁的遺體舁送殮房，安排剖驗死因。蔡若蓮其
後透過教育局發言人回應，表示感謝各界人士關心，希
望大家給予空間，讓她和家人渡過這段困難的時期。

楊潤雄：支持副局 與她同行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對事件深感難過和惋惜，代表全體

同事向蔡若蓮及其家人致以最深切慰問。楊潤雄說：
「我們會全力支持副局長，與她同行，渡過困難時
刻。」

教聯會教協致深切慰問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對蔡的兒子離世，深感難過及惋
惜，盼望蔡若蓮及家人節哀順變，重新面對新生活。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事後亦向蔡若蓮及其家人致以
深切慰問，會長馮偉華及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分別
聯絡蔡女士表示慰問，表示對事件十分難過。

畢業於傳統名校喇沙書院
的Peter潘匡仁，高級程度會

考後曾負笈海外升學，返港後在北區醫院任職
物理治療師。由於Peter喜歡音樂、單車和跑
步運動，動靜皆宜，加上外形俊朗，充滿陽光
氣息，因而被朋友封為「潘男神」。他在個人
社交網站 facebook中，更不時上載自己跑
步、旅遊和踩單車的照片，照片中更見他有一
名要好女友結伴同行，兩人表現開心快樂。他
在網頁提及自己的座右銘「人生就是不停的戰
鬥 」，惜最終仍選擇了放棄，不禁令人唏
噓。
據悉，Peter自幼音樂天分十分高，精通多

種樂器，包括鋼琴、結他及色士風等，亦不時
上載自己彈鋼琴、吹色士風及手握結他的照片
與人分享。Peter曾於一個鋼琴表演中演奏蕭
邦名曲，女司儀介紹他時，用「很喜歡挑戰自
己」來形容潘。另外，Peter熱愛旅遊，會到
不同地方遊歷和攝影，前年8月他才到澳洲旅
遊，還到當地一間酒廠參觀及品酒。

在運動方面，Peter尤其愛好單車及長跑，
經常參加不同賽事，甚至與母親一起參加慈善
長跑等。消息指，潘有加入業餘單車隊CS
Racing HK和3項鐵人賽，惟去年在一次單車
活動時受重傷，經治療及休息至今年初始告傷
癒，他隨即上載一張海邊跑步的照片，不少朋
友紛紛鼓勵他，留言「Welcome back Pe-
ter...」 「Happy to see you exercising in
the sunshine!」但其體能及技術卻一直未能
回復到受傷前狀態，懷疑因此再加上感情生活
等微妙變化，開始變得不開心，最終患上抑鬱
症，直至昨日被發現墮樓身亡。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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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教育局副
局長蔡若蓮昨日喪子，但由教育大學學生會
管轄的教大民主牆，竟出現「恭喜」蔡若蓮
喪子的標語。校方強烈譴責，指正翻查閉路
電視片段，有需要時會跟進。校長張仁良狠
批涉事者「唔係人」，行為不能接受。教育
局批評行為歹毒，認為如果是學生所為，有
負社會大眾的期望。有教育界人士發起網上
聯署，要求校方盡速徹查及處分涉事人等。
教大民主牆近日成為學生會及校方的角力

場，在校方清除民主牆的「港獨」標語後，
支持「港獨」的學生會立即重新張貼。在昨
日蔡若蓮喪子後，民主牆上更赫見「恭喜蔡
匪若蓮之子魂歸西天」的標語，與學生會張
貼的「港獨」標語並列。有傳媒報道指，事
件發生在昨午約5時15分，標語由兩個男性
青年張貼。

教大予最強烈譴責
教大昨晚回覆傳媒查詢時，對事件予以最
強烈譴責，並就有關言論為蔡若蓮帶來的傷
害深表歉意。校方重申，在享有言論自由
時，應同時以和平、理性的態度去討論事
情，且需尊重別人感受，批評是次的冒犯行
為令人蒙羞，希望張貼者能予以反省。
教大續指，校方正翻查閉路電視片段，有

需要時會作跟進行動，並提醒學生張貼標語時必須遵
照相關法規及大學政策，否則校方會作出跟進措施。
張仁良昨晚出席活動後批評，有關言論無人性、完

全無同情心，超越校方底線及價值觀，作為校長不能
接受這些行為，校方會調查涉事者是否該校學生，但
重申無論是否大學生，該等行為「根本唔係一個人做
出嚟！」
教育局嚴厲譴責歹毒及惡意冒犯行為，指如果是校

內個別大學生的行為，實有負社會大眾的期望，亦令
校內其他人士蒙羞。局方得悉並感謝校方即時採取行
動，維護大學的尊嚴及對逝者家人的尊重。

教聯會促跟進處分正視聽
教聯會強烈譴責有關言論泯滅人性、冷血，「作為
準教師，一言一行對下一代的影響甚為深遠，有關人
士的行為，顯然有違師德，不適合為人師表，亦有違
社會對大學生的期望」，促請教大立即跟進徹查事
件，並採取處分，以正視聽。

教評會：不敬死者侮辱生者
教評會發表聲明，批評以「恭喜」一詞形容別人喪
子，是對死者的大不敬、對生者的極大侮辱，又指教
大乃準教師所培育之地，公開貼上泯滅人性的用語會
對校方及準教師產生極大不安，及引致社會人士對教
師產生負面影響、失卻信任與尊重，要求校方及教育
局必須嚴肅跟進。

家教聯會：冷血行為不寒而慄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湯修齊，與15個地
區的家教會聯會回應指，冷血行為令人不寒而慄，
「作為未來的教師，有這種的行為及態度怎能令我們
家長放心，將下一代的教育交給這些老師的手上
呢？」他們又希望校方深切反思日後民主牆的管理。
有教育界人士發起網上聯署，收集全港校長及教師

的簽名，要求校方盡速徹查及作出處分。聯署網頁提
到，為人師表影響下一代甚為深遠，「教大民主牆張
貼出的字句，反映作出此言論者對民主毫不了解，玷
污民主之名，更不懂仁義為何物，不適合為人師
表。」
教育大學學生會會長黎曉晴昨晚回應時，聲稱標語

非由學生會成員張貼，又稱學校是公眾地方，不排除
有公眾人士張貼。

全城怒斥涉事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除
了教大民主牆出現「恭喜」蔡若蓮
喪子的離譜標語外，不少激進分子
昨日都拿事件大肆「抽水」。「熱
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蟲
泰）借機抨擊教育局，聲稱事件是
「及身而報」。各界人士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鄭松泰是在
傷口灑鹽，言行冷血，令人心寒。
鄭松泰昨日在其fb專頁轉發了蔡
若蓮長子墮樓身亡的消息，更發文
稱，「開學不足兩個星期，已有老
師和幾名學生、年輕人輕生死控，
令人沉痛惋惜。到了及身而報，教
育局官員，今日終於切身了解教育
制度的兇殘吧？不要說湊熱鬧的人
民麻木不仁，因為這『業』是你們
一手種下的。」
《熱血時報》主持「陳四」陳賢

匡在鄭松泰的帖文留言時，聲稱
「自殺嘅嘢，副局個仔就係故事，
人哋啲仔就係數字」，支持「熱
狗」的「何文駒」就冷血道：「不
如關心下副局長個擎天半島豪宅單
位會樓價會跌幾多？係咪林鄭早前
所講既遏止樓價新招？」
「城邦派國師」陳云根就聲言
「害人終害己，皇天擊殺香港」，

又反駁其他網民指「禍不及妻兒」
的言論，聲稱此句是以前的高官被
朝廷處死的求情，老百姓沒有資格
講這句話。
身為人母的的「手作達人」吳斯

翹（Billie Ng），更狂言「一陣要食
燒鵝脾（髀）慶祝」，又詛咒蔡若
蓮及其幼子：「仲未辭職呀？仲有
個仔喎。」
激進反對派沙田區議員陳國強的

助理、多次發起「光復行動」的梁
金成，聲言蔡若蓮長子「死得
好」，對此感到「高興」，更詛咒
道：「蔡若蓮你幾時去陪你個仔
呀？」

顏寶鈴：無人性令人心寒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驚聞教

育局副局長蔡若蓮長子的噩耗，感
到非常驚愕及難過。所有有良知、
有人性者，都會感受到對方的悲
痛。鄭松泰身為立法會議員竟冷嘲
熱諷、落井下石，簡直是無人性，
令人心寒。

田北辰怒斥蟲泰言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田北辰對鄭松

泰的言行感到遺憾及憤怒。他強

調，身為政治人物，雖處於不同崗
位、不同政治立場，但即使政見南
轅北轍，亦只應從工作或政治層面
上交鋒，而非藉對方家人遭遇不幸
時幸災樂禍，出言不遜，其言行如
同在傷口上灑鹽，又批評對方將事
件武斷地扯到教育政策上，反映出
反對派的態度已經「失控」。
民建聯副秘書長、深水埗區議員

鄭泳舜坦言，自己身為三子之父，
對養育子女有很深的感受，故對是
次事件感到非常難過。身為文明
人，得悉任何人遭逢不幸，都會出
手相助或加以慰問，絕對不會落井
下石，且蔡若蓮上任副局長不久，
工作表現已有目共睹，並沒與反對
派結怨，「為何會遭到如此對
待？」

激進派「抽水」灑鹽極無良

防止自殺求助熱線
■社會福利署：2343 2255

■撒瑪利亞會24小時多語服務：2896 0000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

■生命熱線：2382 0000

■向晴熱線：18288

■東華三院芷若園：18281

■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專線：2466 7350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
世風日下，對於這種泯滅人性的說話，居然能夠出
自教大學生的手筆，我沒有憤怒，只是感到很悲
涼，和有一點恐怖。常說有些人「反中反上腦」，原
來還可以反中反到忘記了自己是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
實在太過分，香港教育大學的學生竟然泯滅人性，在
蔡副局長的傷口上撒鹽。能說出這種冷血話的人，竟
然還要為人師表！強烈要求校方徹查事件，追查做出
此冷血行為學生並予以嚴懲！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
教育非只傳授知識，更要傳承道德。每人立場可以不
同，但這宗無人希望發生的悲劇絕非「抽水」、炒作
的話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非常憤怒！真係唔係人！香港竟有學生冷血涼薄不仁至此！
教大必須嚴懲肇事者，香港學界不能再縱容學生以言
論自由、民主公義掩飾暴力不義行為！此事已令整個
香港蒙羞，社會必須嚴厲譴責，正視問題。

工聯會新界東辦事處總幹事鄧家彪：
我相信冷血無恥落井下石的學生屬極端少數，但是為
何其他大學同學不出聲不阻止這些無禮無恥的詛咒。
究竟這12個字表達了哪些民主理念和觀點。有無人
告訴我？
幾年後你們就是年輕教師。你們的品行如何讓社會放
心你們就是未來支撐教育的棟樑!

「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
寫的人將會是我們下一代的為人師表、相信也自認是
民主派支持者。為何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教育制度竟然
淪落至此？為何心向民主的人，意然變得這樣邪惡？假
如民主派不公開譴責這種惡毒言行、勸止盲目
仇恨的蔓延，民主運動尚有什麼希望？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
泯滅人性行為，禽獸行為！！請問世界上有無人可
以無良至此！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
激進政治泯滅人性，簡直是法西斯，令香港人蒙
羞。
#黨同伐異
#反人類反社會思維
#右上角民主兩字好諷刺

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教協的葉建源﹕
雖然我和蔡女士政見不同，但對於她遽然喪子，深
表同情。至於在坊間以至在大學校園，出現對死者
和蔡女士的涼薄言論和惡意抨擊，我並不同意，認
為是對死者不尊重，且缺乏同理心和人道關懷，應
該盡快停止並收回。

”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有關言論已經超出了人性，冷血無恥，正如教大
張仁良校長所說，「無論你係咪一個大學生，
(有關行為)根本唔係一個人做出嚟！」我在此促
請教大盡快徹查事件，向社會作一個交代。
#冷血到一個點
#我地唔會將呢啲生物叫做人

■■蔡若蓮事後接獲長子墮樓消息蔡若蓮事後接獲長子墮樓消息，，立即趕往醫院急症室了解立即趕往醫院急症室了解
情況情況，，並在醫護人員陪同下認屍並在醫護人員陪同下認屍，，見兒子最後一面見兒子最後一面。。

■■鄭松泰將事件與教育局扯上關係鄭松泰將事件與教育局扯上關係。。
fbfb截圖截圖

■■蔡若蓮的蔡若蓮的2525歲長子潘匡仁歲長子潘匡仁
（（圓圖圓圖），），昨被發現在尖沙咀昨被發現在尖沙咀
擎天半島寓所墮樓身亡擎天半島寓所墮樓身亡。。

“

■■陳云根聲言是陳云根聲言是「「皇天擊殺皇天擊殺」。」。
fbfb截圖截圖

■■教大民主牆出現教大民主牆出現
針對蔡若蓮喪子的針對蔡若蓮喪子的
標語標語。。 鄧家彪鄧家彪fbf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