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會淪反對派「人才庫」
搞事出位成學運頭目 畢業可投身政黨或創黨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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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校園本月4日起出現多幅「港獨」標
語，學生會在短短兩日後（6日）已火速

在文化廣場舉行「堅拒中大政治審查，捍衛學
子言論自由」論壇。嘉賓除了前中大學生會會
長周竪峰及張秀賢外，更請來「香港民族黨」
周浩輝、「本民前」黃台仰、激進派「開山祖
師」黃毓民及「自決派」立法會議員朱凱廸，
「排場」之大足見雙方關係匪淺。
其中，周竪峰的「本土派」身份人所共知，
過往曾獲黃毓民有份的網台「MyRadio」邀請
擔任節目主持，說是「教徒」也不為過。

「佔中雙丑」擬助張秀賢戰新東
張秀賢的「政途」更加精彩：他是前「學民
思潮」發言人及成員，亦為前學聯常委，非法
「佔中」時期積極作公開發言，又曾於中大舉
行第七十七屆大會，頒授榮譽法學博士予前校
長劉遵義時，以學生會會長身份率10多名學
生在會場外滋事。
畢業後，他一度聲稱「無意從政」，去年卻
加入民主黨區諾軒助選團，最近更宣佈成立議
政平台，與「佔中三丑」中的陳健民及戴耀廷
來往甚密，更直認正積極考慮參加立法會新東
補選，一步步踏上政治舞台。

羅冠聰響名堂當選立會議員
先以學生會身份為所欲為，累積足夠籌碼後
轉戰政界的個案屢見不鮮。其中一個堪稱最
「經典」例子，非較早前被法庭判囚的「香港
眾志」主席羅冠聰莫屬。他於學生時代曾任嶺
南大學學生會代表會主席，「佔中」時期以學
聯常委身份涉足政治，及後「升呢」任學聯秘
書長。
至去年，羅與黄之鋒等人成立「香港眾志」
出任主席，後來更「平步青雲」當選立法會議
員。惟他偏要在宣誓期間「玩嘢」自毀前途，
後來更是天網恢恢，因闖入政府總部東翼前地
引發嚴重衝突一案遭上訴庭改判即時入獄，淪
為階下囚。
至於另一因宣誓無效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的
「青年新政」梁頌恆，於城市大學就讀時亦曾
任學生會幹事會會長。

楊政賢陳樹暉任「民陣」正副召集人
其他例子未必如羅梁兩人極速「上位」，但
大都能於反對派政黨或政團中謀得相當重要席
位，例如前嶺大學生會會長、前學聯秘書長陳
樹暉，現為「民陣」副召集人；前中大學生會
會長及前學聯副秘書長楊政賢，亦曾任「民
陣」召集人，兩人均在違法「佔中」時期扮演
領導角色。
在2010年間發生所謂「五區公投」事件，

一群自稱無政黨背景大專生成立「大專
2012」，當時共派出五人參與，其中三人是學
生身份，分別是曾任學聯秘書長、中大學生會
外務副會長的周澄，前中大學生會會長、前學
聯代表會主席黃永志，前理大學生會會長、前
學聯常務委員會成員梁永浩。
其餘兩人則為當時報稱二級工程師的黎敬
輝，曾任理大學生會外務秘書及學聯代表會中
央代表，以及報稱為項目幹事的郭永健，曾任
港大學生會會長及學聯常務委員會主席。
他們不僅是來自大專學生會和學聯，不少人
更與政黨關係密切。其中，周澄曾任公民黨
2007年區議會選舉的助選義工，黃永志為社
民連前副秘書長。郭永健更是積極從學生界別
轉戰政界，畢業後於港大百周年「8·11」慶典
活動召集畢業生到場示威，2015年曾當選區
議員，現為工黨政策副主席。

就反對派
與大專院校
學生會之間

的複雜關係，有教育界人士分
析，「元兇」在於反對派政黨
與媒體為求選票與收視等一己
私利，不惜利用「道德光環」
以至實際個人前途作「餌」，
引誘學生踏上激進政治之路。
由於有個別例子成功「跑
出」，導致更多學生爭相效
法，形成惡性循環。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近年眾多
例子均說明學生會逐漸成了投身
政界的最佳捷徑，一來學生希望
及早累積籌碼為未來鋪路，同時
不少反對派政黨亦看準吸納年輕
人為「新血」，導致校園政治化
問題日益嚴重。
他認為有關人等不應單憑私利一

意孤行：「從個人前途考量，一些
有志從政的學生利用學生會為踏腳
石也許不足為奇，但學生會的存在
畢竟是代表全體學生，所作所為也
應顧及全體學生利益。」
由於過往曾有不少學生會成

員轉戰政壇例子，為數不少更是
在「佔中」期間一舉成名，難免
造成「愈激愈易上位」的錯覺。
黃均瑜指，近年學生的「社運」
行動漸見激化，但認為最大責任
在於一些反對派分子刻意「擺學
生上枱」，「正如戴耀廷昔日口
口聲聲稱『40歲以上的人要走
在前面』，結果衝到最前線的卻
是學生。」
最近在中大校園的播「獨」

風波也能看見反對派分子的身
影，急不及待到場開講座吸納
「信眾」。黃均瑜認為毋須太

過擔心，「畢竟死攬『港獨』
並沒有什麼政治前途可言，對
有意從政的學生根本無好處，
相反只會受到更多打擊。」

勸告：頭腦發熱 刑責自負
事實上，中大學生會亦曾嘗

試開脫指他們並沒主張「港
獨」，遺憾風波至今仍未平息。
黃均瑜重申「教育歸教育，政治
歸政治」，望校園能夠早日回歸
平靜。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剖析這條「從

政生態鏈」的元兇在於反對派政黨
與媒體，「媒體需要icon（偶像）
與收視，政黨則需要選票，他們利
用學生會與生俱來的激進特性，鼓
動學生參與政治活動。」
他分析，最常見的情況是以

「道德光環」追捧學生，「愈是
違法他們愈是給學生套上『光
環』，諸如『良心政治犯』云
云」，借此渲染出一個個「政治
神童」，或利用所謂「民主自
由」吸引學生。
同時，個別政黨會以「議員

助理」等職務「養住」一些學生
領袖，尤其個別例子在參與激烈
政治活動後名利雙收，更順利從
政，於是吸引更多學生效法，釀
成惡性循環。
不過，何漢權提醒參與激烈

政治活動並非沒有後果，「他
們只會讓學生自己去闖，出了
事到頭來只有學生自己負
責」，事實上近年已有不少學
生領袖因參與激進活動判監，
前途盡毀。何漢權強調這類政
黨與媒體給予學生的不過是放
任與放縱，對學生有害無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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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眾志」主席；因宣誓無效喪失
立法會議員資格

成立「立言香港」議政平台，邀請陳
健民及戴耀廷等人任學術顧問；表明
考慮參加立法會新東補選

現任「民陣」副召集人

前「民陣」召集人

「青年新政」召集人；因宣誓無效喪
失立法會議員資格

工黨政策副主席；曾任區議員；曾代
表「大專2012」參與2010年「五區公
投」選舉

社會民主連線前副秘書長、曾代表「大專
2012」參與2010年「五區公投」選舉

民主黨成員、區議會議員

曾任學生會相關工作

前嶺大學生會代表會主席，
前學聯常委、前學聯秘書長

前中大學生會會長，前中大
學生會代表會副主席

前嶺南大學學生會會長、前
學聯秘書長

前中大學生會會長、前學聯
副秘書長

前城大學生會幹事會會長

前港大學生會會長、前學聯
常務委員會主席

前中大學生會會長、前學聯
代表會主席

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幹事

自「港獨」文宣突襲中文大學校園

以來，中大學生會可謂「搶盡風

頭」，一時「死守」一時圍堵，更有

本事一時三刻號召「香港民族黨」、

「本民前」等「獨黨」連同「教主」

黃毓民等激進政客大搞「港獨」論

壇，配合反對派傳媒大力催谷，讓原

本寂寂無聞的學生搖身一變化為「學

運領袖」。香港文匯報翻查資料，過

往無數所謂大學學生會領袖，實質與

反對派關係千絲萬縷，為數不少更是

甫畢業即投身政黨，眼見眾多前輩就

業前景「一片光明」，難怪吸引各大

學生會爭相「出位」，及早為從政之

路打下「堅實基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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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身份

前學聯會常委、
前港大學生會會長

前港大學生會會長

前中大學生會會長

前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
長、前學聯秘書長

前理大學生會會長、
前學聯常務委員會成員

與政黨關係

曾到公民黨任實習生

港大校委會「洩密風波」獲教育界立法會議員
葉建源在內多名反對派力挺；2016年立法
會新界東地方選區補選中表明支持「本土派」
的梁天琦，後來轉為支持梁頌恆參選

曾在「教主」黃毓民有份的「本土派」網上
電台，出任節目「學生主場」主持

「支聯會」青年組組員、曾任公民黨2007
年區議會選舉的助選義工、曾代表「大專
2012」參與2010年「五區公投」選舉

曾代表「大專2012」參與2010年「五區公
投」選舉

大學學生會近年
全面政治化，而他

們能發起一次又一次行動，動員及牽動學
生情緒，引起校方甚至社會的關注，則往
往涉及校外勢力如反對派的支持，例如策
動大專生罷課、圍堵港大校委會均可見一
斑。
在醞釀違法「佔中」前，年輕人早已被

煽動慫恿起來當先鋒，大學生組織香港專
上學生聯會及反對派組織「學民思潮」犧
牲學生求學權利，發起一連五日的「罷課」。
當時各大學學生會表態支持，以煽動大專生
齊集中文大學百萬大道參與罷課，多名反對
派成員亦到場支持；而「學民思潮」召集
人黃之鋒亦被指背後一直受反對派以及外
國勢力的資源支持。

「本民前」「熱血公民」混入
在2015年7月底，香港大學校委會開會

討論副校長任命事宜，港大學生會會長馮
敬恩及前學生會會長梁麗幗被質疑與校外
激進分子早有預謀，聯同由反對派組成的
「校友關注組」發動圍堵行動，包括公民
黨的梁家傑、余若薇和郭家麒亦在場圍觀

及助威，而與港大無關的激進組織「本土
民主前線」和「熱血公民」的多名成員亦
混入其中，由此可見外部勢力插手及干預
港大事務。
最終，數十名學生衝入會場搗亂，侮辱

及涉嫌禁錮校委，令會議腰斬，當時校委
盧寵茂亦在混亂中受傷。其後，在2016
年1月的另一圍堵港大校委事件，同樣出
現「學生前面圍，政團背後煽動」情況，
處處可見反對派利用學生作「爛頭卒」的
惡毒心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溫仲綺

大學生前面衝 政團背後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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