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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辱國旗區旗罪成 校方考慮其行為嚴重性決定解聘

鄭松泰不獲理大續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熱血公民」

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前年故意在立法會內倒插國
旗和區旗，早前被法庭裁定侮辱國旗罪及侮辱
區旗罪成立，其任教的理工大學遂成立教職員
紀律委員會跟進事件，並於昨日通知他不再續
約的判決，意味鄭松泰在今年 6 月約滿就會失
去教席。鄭松泰昨日聲稱事件是「政治打
壓」、「黑箱作業」云云。理大反駁，校方有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責任根據既有人事管理程序成立教職員紀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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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等，及參考過往案例，決定不與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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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跟進事件，考慮到其行為的嚴重性和工作

天晴乾燥 早上寒冷

丁酉年十一月廿七 初四大寒 氣溫 12-15℃ 濕度：50-70%
港字第 24774 今日出紙 3 疊 8 張半 港售 8 元

泰續約，並強調決定恰當，最符合
大學的利益。多名政界和教育界人
士認同校方判決，期望其他院校
亦能拿出勇氣，處理有問題的教
職員。（見另稿）
10 月在立法會議
鄭松泰前年
事廳內，故意倒置建制派

鄭誣稱遭受「政治打壓」
理工大學並根據既有人事管
理程序成立教職員紀律委員會
跟進事件，經過兩個多月的調
查及討論，決定不再與鄭松泰
續約，並會對其現有工作作出
相應安排，以顧全學生利益。
鄭松泰昨日接獲通知後，隨即
在網上公審校方，並利用其議員
之便，在立法會聲稱受「政治打
壓」，甚至接受自家網媒《熱血
時報》的訪問，再度抹黑校方，
並企圖為自己洗白。
他聲言，委員會的聆訊過程
是「黑箱作業」、「毫無程序
可言」，認為理大「不是香港
應有的大學」云云。他又稱，
自己現時最「關心」是學生，
希望「完成教學責任」，但校
方「不讓他上堂授課」。
至於他在 fb 的言論，亦似乎
想火燒連環船，先後提到自己
「收到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系

主任的電話」、「我所任教的
學系是社工、社會政策學
系」，形容校方不讓他「因公
事『接觸』學生」。有關說法
一出，「熱狗」的「水泥隊」
亦開始「做嘢」，留言質疑
「泰仔做錯乜」、「兩三年前
理大已經想搞佢，只係因為佢
教學優良苦無藉口」云云。

理大昨日回應傳媒查詢表示，
鄭松泰因為侮辱國旗及區旗而被
法庭定罪，校方有責任根據既
有人事管理程序成立教職員紀
律委員會跟進事件。
校方指，教職員紀律委員會
經過兩個多月的調查及討論，
考慮到鄭松泰有關行為的嚴重
性、法庭的判決、他的工作性
質，並參考了委員會判決過的其
他個案，才作出不與鄭松泰續約
的判決。委員會認為這項決定是
恰當的，亦最符合大學的利益。
對於鄭松泰稱自己不可再接
觸學生，校方指出，由於鄭松
泰的行為偏離校方對教學人員
的要求，委員會考慮到學生的
利益，要求校方作出相應的工
作安排，「系主任會於鄭博士
約滿離職前，就他的工作進行
適當編配。」
至於其他有關鄭松泰現有合
約的資料、是次調查的資料及
委員會的判決詳情，由於涉及
私隱，校方不會回應。

鄭松泰近年部分劣行
2014年
■在違法「佔領」期間，鄭松泰在《熱血時報》撰文，聲稱
反「佔領」的家長是豬，而年輕一代應該出來反抗，與
「港豬」劃清界線，甚至呼籲子女與父母斷絕關係，終生
不相往來

2015年
■鄭松泰曾帶領「熱血公民」成員參加所謂「光復行動」，
示威者踢篋、辱罵內地人、推跌老翁等，但他仍堅拒認
錯，聲稱不可用「聖人的道德框架」來看示威者、「示威
者也是受害人」云云
■國慶升旗禮，鄭松泰帶領「熱血公民」及其他激進組織成
員「踩場」，高呼「香港不屬於中國」等口號，其後更曾
直言自己是在搞「港獨」
■在國家足球隊對戰香港足球隊時，鄭松泰帶領一批人在球
場門外，高舉及揮動「龍獅旗」，並不時以粗口及不文手
勢挑釁現場負責維持秩序的警察

2016年
■鄭松泰發表支持暴力的言論，在旺角暴亂一事後，他在
facebook 上聲稱「以磚塊掉向極權是要捍衛香港」，又在
網台節目上聲言暴行「值得大家讚賞」
■在立法會內故意倒插國旗和區旗

2017年
■鄭松泰高調舉行記者會，聲言塘福懲教所一名囚犯疑被虐
打重傷，要求懲教署交代，更抹黑該署隱瞞事件，其後被
踢爆該名囚犯純因病入院
■有鄭松泰的錄音流出，內容包括他罵公眾是「白痴」，以
為他們是「本土派」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庫

■鄭松泰早前
被法庭裁定侮
辱國旗區旗罪
名成立。圖為
鄭在立法會倒
插國旗區旗。

理大指鄭偏離校方要求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各界撐理大 齊促港大除「戴妖」

議員桌上的國旗及區旗，即使
有議員出面阻撓，他仍然繼續
其侮辱行為，去年 9 月底被法庭
裁定侮辱國旗罪及侮辱區旗罪
成立，罰款5,000元。
社會上隨即有強烈聲音認
為，已被判罪成的鄭松泰無資
格再擔任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
學系專任導師一職，希望校方
按規矩處理犯法的教職員。

■理工大學昨日決定不再與鄭松泰續
約，意味着鄭將失去理大教職
意味着鄭將失去理大教職。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雖然「熱血公
民」鄭松泰想將理工大學不肯續約演繹成「政
治事件」，但多名政界及教育界人士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均表示，認同校方的判決，認為
為人師表者，不犯法已是最低標準，校方有責
任保障學生不受負面影響。他們更期望，其他
院校亦可拿出勇氣處理問題教職員，將「佔中
三丑」的戴耀廷等亦掃出校門。

劉國勳：
「佔領」搞手須處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
表示，贊同理大決定，認為
為人師表，應以身作則教導
學生尊重國家，而鄭松泰侮
辱國旗及區旗罪成，有損學
劉國勳
校形象，也對學生造成不良
影響。他又說，雖然香港有言論及學術的自
由，但這應該建立在不違反法律的基礎和前
提之上。
劉國勳更表示，香港其他院校亦有類似問

題，如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早前公然策
劃違法「佔領」，及有人以言論自由為名高
調宣揚「港獨」等各類違法主張等，「這類
行為在一定程度上與今次鄭松泰的事件性質
相同或更嚴重，社會各方都應該引以為戒，
各大專院校亦應該參考判決，以儆效尤。」

校園「驅蟲」網民歡呼

對於理大不再和蟲泰
（鄭松泰）續約，不少
. (3
網民都到蟲泰 facebook
留言說「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對他將不
可再誤人子弟表示高興，但蟲泰方面則狂刪
留言，只剩下支持者為自己打氣，並自稱為
繼傻根（「城邦派國師」陳云根）之後第二
個被「政治迫害」的「學者」。
盧靜欣︰抵死呀！
Michelle Lau︰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
Fifi Angela︰好! 唔駛（使）再誤人子弟。
Ivan Shek︰呢個可以算係 2017 年以來最令
我振奮的消息，期待已久，正義得到申
（伸）張，2018有個好開始。
Lo Wah Shan︰年近挨晚（挨年近晚），要
清垃圾！學子之褔也。
Yue Kit︰你（鄭松泰）係學者？但D（啲）
行為甘（咁）幼稚架（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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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才去審視他是否還適合做大
學教師。她認為，大學教師會
影響學生，而是次鄭松泰侮
辱國旗和區旗是嚴重的行
為，校方有提供優良教育的考
慮，作出有關決定合情合理。

何啟明：為人師表更須守法

黃錦良：教師應有更高標準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也
認同理大決定，並指出事件令
教職員知道，不能因為搞政治
就可以肆無忌憚。他指出，
為人師表不可做犯法的事是
何啟明
合理要求，讚揚理大的做法
相對有風骨，希望其他院校亦不應因害怕捲
入政治爭拗，而不去處理有問題的教職員。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指出，
社會對大學教師有較高標
準，為人師表行為須合法，
是社會基本期望，「甚至要
將道德標準再提高一點。」
黃錦良
他認為，既然鄭松泰已觸犯
刑事罪行，大學對教職員亦有其一貫準則，
認為他不符續約條件、影響校譽及學生，故
不再續約，做法合理。
他批評鄭松泰隨意將事件說成「政治打
壓」，「為什麼他不去想想自己對學校的影
響、其行為令社會失望呢？」

容海恩：裁定罪成解約合理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則批評鄭松泰的
「政治迫害論」，指出法庭已裁定他罪成，校

「佔中三丑」
兩擁教職
近年大學校園亂象多
多，不少人都認為應革
&
走問題教職員，以正校
園風氣。其中，「佔中三丑」有兩人潛伏校
園，包括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及
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
兩人早於2013年就開始策劃違法「佔中」，
並在「佔中」一事一直炒不起的時候，首先於校
內舉辦相關活動，包括搞所謂「佔中商討日」和

容海恩

雲報紙

「佔中公投」
等。他們又多次
利用不同平台，
鼓動年輕人參與 ■「佔中」搞手戴耀廷、陳
違法「佔中」。 健民擁有大學教職。

促大學革除「佔犯」呼聲不斷
其後，2014 年的違法「佔領」先由大學生
原本的罷課行動為起始，之後演繹成「佔

「熱狗」無恥扮偉大
「熱血公民」主席
蟲泰（鄭松泰）就嚟
冇咗個教席，要跌落
地拿返渣沙，最緊要識 Spin（扭）。話說
蟲泰倒插國旗、區旗明顯係小學雞侮辱行
為，但「熱狗」就係有勇氣出嚟亂噏一
輪，話蟲泰係為咗「掩護」「青症雙邪」
嘅的士梁（梁頌恆）同 Cheap 精（游蕙
禎），然後轉移視線話「青症」班人唔識
感恩，仲恥笑埋蟲泰一份添。

&1

「本土派」互諷互貶
「熱青城」中人「藍鳳凰」噚晚喺 facebook 出文，希望幫蟲泰塑造高大背景，再
轉移視線去「青症」班人度，佢竟然咁講︰
「即使旗子案係鄭松泰為掩護梁游而引發，
『本民』、『青政』都即時幸災樂禍。」然
後附埋一班人恥笑蟲泰嘅 cap（截）圖，想
引起公眾同情蟲泰咁。一班「熱狗」就圍爐

領」，戴耀廷更聲稱對學生罷課覺得很「感
動」，更在事件變成「佔領」時，到現場宣
佈「佔領中環」正式啟動。
社會上亦不斷有聲音要求大學革除戴耀廷
和陳健民等政客，以免誤人子弟。多個團
體也相繼到校園請願示威。立法會議員何
君堯去年更發起「反港獨、反冷血、反偽學
─革走戴耀廷吶喊大會」，關注校園「港
獨」問題，並呼籲革除「佔中」發起人戴耀
廷的教職，活動吸引數千名來自社會各界的
市民參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取暖，話以後要有仇報仇咁話。
嘩，倒轉支旗就可以掩護人，你估蟲泰
又係國師識開壇作法咩！究竟蟲泰係咪真係
想倒旗「掩護」「雙邪」呢？同大家重溫返
一次蟲泰之前喺「熱狗」工作組所發表嘅工
作匯報係點講啦。
根據當時嘅錄音，蟲泰就話︰「喺（前
年）9 月至到去（舊年）一二月，梁頌
恆、游蕙禎呢啲，×你，呢啲佢哋應該死
啦冚×剷（指應被取消議員資格）！但問
題係，我喺公眾場合嚟講，我唔可以（咁
樣 表 態 ） ， 我 要 同 佢 哋 扮 friend （ 朋
友），我要喺我嘅立場上係要顯示得到，
畀其他人知道我哋係幫緊佢，因為大眾白
痴呀嘛！佢哋以為我哋係『本土派』嚟㗎
嘛，你明唔明呀？『本土派』同一陣營嚟
㗎嘛，有人以為我哋係『青年新政』嚟㗎
嘛！」
呢段精彩嘅「公眾係白痴」錄音，大家
都仲記憶猶新，似乎班「熱狗」都真係當大
家係白痴喎。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