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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誓揪出惡毒冒犯真兇
校長憤怒痛心內疚 斥行為完全超越人性道德底線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戴太陽眼鏡者)昨
日與親友到殮房認屍。

天眼拍下張貼者 未肯定身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

風）自從前日爆出教大民主牆出
現奚落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
的字句後，全城怒喊要求校方揪
出幕後黑手，予以嚴懲。昨日突
然流傳兩名懷疑是涉事青年的閉
路電視擷圖。相中兩名年約廿多
歲、身穿深色衣服的男子先於前
日下午5時03分站於民主牆前張
貼紙張，當時附近有一女子在欣
賞展品。事後兩人面帶笑容離

開，態度輕鬆自若，暫未能證實
是否教大學生。

校方遺憾外洩 通知私隱署
就有疑似「貼文者」的閉路電

視擷圖流出，教大發表聲明指，
校方所有閉路電視的片段乃用作
保安用途，僅供授權人士作內部
用途，校方高度關注事件，對今
次擷圖外洩深表遺憾。校方將通
知私隱專員公署跟進事件，並呼

籲各方停止轉發有關圖片，以保
障當事人私隱，亦促請各方給予
空間，讓校方處理事件。
執業律師、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認為，有關事件的癥結在於「洩
密」多於「私隱」，一般情況下
校方跟相關保安公司簽署合約
時，大多會包括保密條款，故校
方有責任跟進事件，「了解一下
在影像數據處理過程上發生何
事」，查明責任誰屬。

■教大民主牆附近設有閉路電視，昨日有懷
疑拍到貼出冷血大字報的片段翻拍圖片流
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蔡若蓮黯然認屍
Peter女友憑歌寄意

各界要
求教大徹
查民主牆

出現「恭喜」標語事件，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昨日凌晨
發起網上聯署，要求教大一旦
證實涉事者是學生身份，應開
除出校。香港文匯報昨日翻查
教大《學生行為守則》，當中
清楚指出學生必須確保行為舉
止負責守禮，若證實有學生作
出有損學校名譽、尊嚴、利益
或福祉或行為導致其在教育或
其他專業的操守受到嚴重質疑
時，可行使8項紀律處分，包
括開除學籍。
《守則》指，校方紀律處分
的權力包括：發譴責信；罰款
最高5,000港元；大學服務令
或社會服務令；撤回及/或中

止任何學術或大學所賦予的其
他權利或權限，包括入住學生
住宿的權利、參與課程教學的
權利，實習及/或考試或畢業
的權利；開除學籍及在適用情
況下，要求學生就其所引致的
任何損失作出補償；延緩頒發
任何學位、文憑、證書或其他
學術榮譽；撤銷授予任何學
位、文憑、證書或其他學術榮
譽；就所犯罪行認為適合的任
何制裁。
陳恒鑌昨日凌晨發起網上聯

署，「要求教育大學翻查
CCTV，揪出無人性的禽獸，
並將其開除出校，免得他日此
類物種成為老師而誤人子
弟！」貼文昨日已獲逾千「讚
好」，更有超過200次分享。

■香港文匯報記者姬文風

校規8項處分
輕則譴責 重則除籍

張仁良昨日去信師生和校友，主
動回應有關事件。他強調，大

家在享有言論自由的同時，亦應以
和平、理性的態度討論事情，互相
尊重，顧及別人感受，這是所有公
民社會必備的素質。

一夜數百信息 難以入眠
他續說，身為教大校長，自己在
這件事上責無旁貸，並狠批道︰
「有關行為完全超越了人性道德的
底線，令人蒙羞。是次當事人遭逢
遽變，張貼有關言論的人卻毫無惻
隱之心，相反加以奚落，在別人傷
口上灑鹽，教人情何以堪？在一個
孕育未來社會人才的地方出現這樣
令人齒冷的言論，校方對此作出最
嚴厲的譴責。我在此承諾，校方必
定會徹查到底，給所有關心愛護教

大的人一個合理交代。」
有關涼薄言論自前日在網上流傳

後，引起社會各界強烈反感。
張仁良表示，自己一夜間收到教

育界同儕以及校友的信息數以百
計，「他們固然對有關行為表達憤
怒，亦流露出對教大的擔憂。教大
是培育教師的地方，試問今次劣行
若真的是教大學生所為，你們會放
心將孩子交到這樣的老師手中嗎？
常說教育是生命影響生命的工作，
老師們的一言一行皆為學生榜樣，
教大大部分畢業生未來會成為教
師，我們不能辜負社會的期望。」
他深信，教大師生絕不認同有關
冒犯的言論和行為，「在此艱難時
刻，我們更加要同心振作，向外界
展示我們作為未來老師的應有素
質。」他又與大家分享黑人民權領

袖馬丁路德金的名言：「『黑暗無
法驅走黑暗，只有光可以；仇恨無
法消除仇恨，只有愛能做到。』我
在此呼籲大家、以至每一位香港人
以愛驅走仇恨，因為這是我們所愛
的香港。」
在去信師生和校友的同日，張仁良
舉行記者會並回應記者提問。他一度
眼泛淚光表示，對事件感到憤怒、痛
心和內疚，自己昨夜亦因此難以入
眠，並再一次重申自己責無旁貸。
他續說，校方初步調查後，已鎖
定兩名嫌疑人（見另稿），但未清
楚對方是否教大學生，但一定會徹
查到底，不認同追究事件是所謂的
「白色恐怖」。被問及如果查到有
關人士確為教大學生，會否作開除
處分，張仁良則指，這是教育大
學，認為踢走學生之外，亦可以對

他們作出教育改造，希望大家給予
空間校方了解事件。

馬時亨認同要追究到底
有人聲言是次事件是因為涉及

「權貴」所以校方才會跟進，張仁
良嚴正表示，自己可以斬釘截鐵地
說，有關處理不會因人而異。
他強調，教大是培育社會未來領袖

的地方，希望學生懂得尊重他人，不
止是官員，也是任何一個人。
馬時亨昨日在出席一公開活動後

表示，完全認同校長的做法，一定
會追究到底。就教大學生會以「言
論自由」去為有關行為辯護，馬時
亨反駁，言論自由並非無界限的，
大學生應思考言論有否超出界線，
又希望香港人反思，想不想這樣的
人日後會成為自己子女的教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日前香港教育大學民主牆上

竟有人張貼「恭喜」的涼薄言論，引起社會各界嚴厲譴責。

教大校長張仁良昨日去信各師生和校友及舉行記者會。他狠

批有關行為完全超越了人性道德的底線，令人蒙羞，校方對

此作出最嚴厲的譴責，並承諾會徹查到底，給所有關心愛護

教大的人一個合理交代。他更眼泛淚光表示，對事件感到憤

怒、痛心和內疚，並代表教大向蔡若蓮及其家人致以萬二分

歉意。教大校董會主席馬時亨則希望香港人反思：「想不想

這樣的人日後會成為自己子女的教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教育局副
局長蔡若蓮的25歲長子潘匡仁（Peter），
前日在西九龍擎天半島寓所墮樓身亡，蔡
若蓮與丈夫、幼子在多名親友陪同下，昨
晨8時半左右到達葵涌公眾殮房辦理認屍
手續，各人逗留至9時45分離開。身穿黑
色素服的蔡若蓮其間愁眉深鎖，神色黯
然，需由兩名女親友扶持。
Peter 的個人 facebook賬戶昨日已轉為

「紀念賬戶」，朋友可繼續在其生活時報

上留言悼念及緬懷。有友人感慨與Peter一
起的光景已成追憶，直言至今仍無法相信
Peter離去的事實。「諗起同你冇耐之前嘅
最後一次通電話，諗起對上一次齊人嘅相
聚，眼淚真係停唔到……」
有人則留言「Peter，今天藍天白雲，我
知你在天國微笑，守護着我們。你好乖呀
~」、「rest in peace.（安息）」、「願你
以後只有快樂. RIP.」等。
Peter的女友前晚深夜在facebook分享歌
手林俊傑的《修煉愛情》MV，憑歌寄意，以
歌詞「最強悍的第三者，永遠都不是別人，
而是命運……愛情擁有各種形式的終點，遺
憾卻沒有盡頭」抒發感受，哀悼男友。

囑友勿看網上「風涼說話」
對網上流傳的一些「風涼說話」，有友
人感到忿忿不平，Peter的女友反而堅強地
留言安慰：「唔好睇令你唔開心同嬲嘅的
留言，傷身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對
於民主牆上出現冷血言論，多名教
育大學學生都指不能接受，強調有
關人等不能代表教大，亦影響學校
聲譽，認為校方應嚴肅處理，甚至
開除涉事者。有校友則指，教大在
正名大學的短短兩年間，學生除緊
貼社會政治步伐外，更變得比政客
更冷血、更無情，有關行為實在看
不見一間「大學」應有的品質。
兩位剛剛入讀教大幼兒教育科目

的鍾同學和王同學對此次事件表示
不開心，又指教大學生多數未來要
做老師，要培養學生，起碼要懂得
尊重他人。
作為新生，她們覺得此次事件令

她們感覺很差，認為影響大學聲
譽，故贊成校方翻看閉路電視，若
確認是教大學生所為，同意開除涉
事者，希望事件能快點平息。
教大交換生王同學表示，民主牆

上出現冷血言論「很過分」，是
「沒有道德的行為」。他批評涉事
者將所謂「言論自由」用錯地方，

就算民主亦不能講出這樣傷害人的言論，她
認為涉事者若為學生，校方應嚴肅處理。
教大通識教育五年級的丘同學亦認為，有

關涉事者行為不合適，其做法絕不能代表教
大。教大研究生陳同學認為，此次事件引起
很大關注，認為涉事者如若為學生，校方應
該認真處理。
教大數學科研究助理梁先生表示，涉事者

既然做出這樣的行為，就應該自己承擔應有
的責任。

■丘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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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學生會會長
黎曉晴為包庇張貼

冷血標語者，更以「言論自由」為名為對方開脫。民
建聯東區支部昨日以「沒有最冷血．只有更冷血」為
題發帖，要求對方不要再褻瀆「言論自由」。帖子還
標註了「這是未來的正規教師嗎」、「標語冷血」、
「學生會會長言論更冷血」、「枉為人師」。

會 長 更 冷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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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根茂）有無恥
之徒在教大民主牆刻意張貼侮辱教育局
副局長蔡若蓮的字句，人人「喊打」。
教大學生會昨晨發出聲明，稱事件非學
生會幹事所為，欲與事件劃清界線，但
在昨日下午的記者會上，學生會主席黎
曉晴聲稱涉事者可能只因「無渠道抒發
意見」才會這樣做，捩橫折曲叫各界
「反思責任所在」，更要求校方不應追
究，否則會影響「言論自由」及「造成
白色恐怖」云云。教育界人士質疑學生
會包庇涉事者，其歪論只為轉移大眾視
線。
黎曉晴與內務副會長張鑫於昨日下午
舉行記者會。黎曉晴聲稱，倘證實涉事
人為學生，應把事件交由學生會處理，

因學生會有民主牆守則，或就守則召開
會員大會或聯席會議作出討論或處分。
她聲言，學校不應因蒙羞而作出處

罰，更為涉事者開脫，聲言有關字句在
道德上「有爭議」，又稱涉事人可能因
為無渠道發聲才藉此宣洩情緒，社會各
界應「反思責任誰屬」，其後更稱教師
也可以有個人意見及立場，有情感抒發
的自由，「教師是負責傳遞應有知識，
應由學生自行決定對與錯。」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學生會將「民主、自由」作為
自己的遮羞布，包庇涉事者濫用民主牆，
是害了言論自由，而黎曉晴所謂的「學校
懲處涉事者會令學生更懼怕表達意見」論
點完全站不住腳，「文明社會對言論自由

更珍惜，更加要尊重別人，嚴懲涉事者才
是保護言論自由的做法。」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批評，黎
曉晴等人不應是非不分，今次有人張貼
令人厭惡的標語，絕對是錯誤行為，
「完全是無人性。」他促請教大學生會
檢討言論，不應為有嚴重過失的涉事者
作掩護。

博研生：學生會不代表全體同學
教大博士研究生屈同學表示，學生會
不能代表所有同學。就黎曉晴以涉事者
「是無渠道抒發意見」作開脫，屈同學
認為「誰沒有壓力，就算有政治立場，
也不能用這樣的言論特別是惡毒的言論
去傷害另外一個無辜的人。」

學生會轉移視線圖護短
■黎曉晴強調涉事者可能
是「無渠道抒發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屈同學表示，學生會不
能代表所有同學的言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教大校長張仁良昨日就校園內民主牆貼出對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的教大校長張仁良昨日就校園內民主牆貼出對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的
惡言召開記者會惡言召開記者會。。

■王同學

■陳同學

■■教大民主牆冷血言詞事件後教大民主牆冷血言詞事件後，，有人貼出其他大字報有人貼出其他大字報
要求嚴懲還教大清譽要求嚴懲還教大清譽。。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攝

■梁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