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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族黨」大搞所謂的「港獨入
校」，「學生動源」就是其打手之一。不
過，「獨」手並不止於此，不少「獨」上腦
的學生、校友甚至教師，在校內通過各種宣
傳手段，試圖將部分入世未深、缺乏獨立思
考能力的年輕學生洗腦，從而加入播「獨」
的行列，情況令人憂慮。

多校成立播「獨」組
「港獨」滲入中學早已有跡可循，更反
映「港獨」運動早已由大專擴展到中學層
面。在「民族黨」等「港獨」組織宣傳下，
多間中學紛紛成立以「本地關注組」為名的
「港獨」組織。
2016年9月，英華書院就有多名畢業生及

在校學生，在校門外向其他同學派發「港
獨」單張。皇仁舊生會中學亦有校友及學生
在放學時間在校門外向學生派發有關「港
獨」的宣傳單張及貼紙。

部分教師推波助瀾
2017年9月，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

中學的學生會主席湯錦婷，更在開學禮中聲
稱參與旺角暴亂等而被判監者為「政治
犯」，更是非不分地美化對方的暴力違法舉
動是以「『不夠體面』的精神」去「爭取」
理想，煽動其他同學也學做「不夠體面的
人」，並提到學生會成員刻意背向國旗的無

禮舉動。
湯更在致辭

尾聲時，特別
點名「感謝」
該校教師張兆
聰。張隨後被
揭發其教協理
事的身份，且
過去曾多次在
facebook 發表
侮辱國家及特
區政府官員的
言論，更撰文
為在校園討論
「港獨」張目。
該校另一教師容韻芝過去亦曾在facebook

以「Vincy Yung」為名發表不少激進言
論，包括去年3月時任教育局局長的吳克儉
被大批學生及激進政團示威者包圍後，容韻
芝事後在facebook轉貼相關報道，並聲稱
「我為你們感到自豪但實在於心不忍，學生
運動是畸形社會的產物」云云。
2017年 11月，「香港民族陣綫」就與

「學生動源」合辦校園播「獨」活動，包括
於港九新界約20間院校校門外派發有關
「港獨」傳單，單張上印有「衛港保民，唯
有獨立」、「香港獨立，重回正途」等語
句。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在「香港民族黨」等組織推動下，令
「港獨」的暴戾歪風在香港各大學間蔓
延，令香港的最高學府淪為少數學生鼓
吹「港獨」的舞台。各大學學生會與各
「港獨」組織沆瀣一氣，打着學術討論
的名義試圖「獨害」學生，包括慫使學
生以違法的手段鼓吹分裂國家。

港大《學苑》竟煽「武裝革命」
港大學生會出版的「獨物」《學苑》
近年多次刊登鼓吹「港獨」的文章，大肆
鼓吹所謂「武裝革命」、渲染「香港與中
國的對立」，如最新一期《學苑》就以
「彌留之城」為主題，藉着由反對派組織
的「佔中」及旺角暴動的參與者被判刑
等，美化成所謂「爭取自由就必有犧
牲」，鼓吹學生不顧後果參與激進活動。
其中，《苑論》一文更大肆散播極端
言論，聲言要「發起香港獨立戰」、
「與中共以死抗爭」。亦推出《台灣系
列》，專訪「台灣民族主義分子」和台
灣反共紀錄片導演，為「台獨」、「港
獨」合流推波助瀾。

中大發起校園張掛「獨」標語
在通過刊物試圖荼毒學生的同時，各
學生會亦不斷挑動校園矛盾。中文大學
在去年開學時期，有人在校園內多處地

方掛上「香港獨立」標語，後被校方移
除。「中大路邊社」專頁上傳圖片，在
本部文化廣場再見「香港獨立」橫額。
後來引發內地生反擊，中大前學生會會
長周竪峰更公然侮辱內地生為「支那
人」，受到各界批評。
港大、科大、城大、理大、嶺大、教
大、浸大、樹大、公大民主牆均貼滿
「香港獨立」、「支援中大學生會」字
句。禍港亂國的根已深植於香港的高等
院校，這反映出香港青年人在國民教育
上顯然非常不足，特區政府必須立場堅
定，撥亂反正，站出來向大眾表明，絕
不容許任何人宣揚分裂國家的言論。
年初，有中大學生更牽頭在校內成立

所謂「香港獨立研究學會」，近日更在
社交網站公開招募幹事，內容指明學會
宗旨之一是研究「港獨」可行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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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滲大學 學生會做急先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根茂）「港獨」星星之火吹
入校園，家長擔心子女引
「獨」上身。有家長團體表
明，對向未成年人播「獨」
行為表示憤慨，提醒家長切
勿掉以輕心，要時刻留意學
生言行，避免子女受到激進
思想影響。

學生若受影響
耐心講解法治
家校會主席湯修齊坦

言，為人父母者都非常擔
心子女參與違法播「獨」
行動，作為家長，更對向
未成年學生播「獨」的行
為「感到很憤怒」。
他提醒家長，要在這個

敏感時期，留意自己子女
的言行是否存在過分出位
的情況，並觀察子女的心
情會不會焦慮，避免他們
受到一些激進分子的不良
影響。
他相信，目前大部分學

校都知道「一國」、憲
法、基本法的重要性，學
校近年亦在相關方面採取
了行動，希望保護學生遠
離非法播「獨」言論。
如若子女不幸受到影響，

湯修齊建議家長用講道理的
方式，解釋法律法治精神，
讓子女明白「港獨」是危害
國家的行為。他表示，家長
可利用網絡上足夠的資料裝
備自己，並在發現子女異常
時，要和老師保持溝通，用
教育的方式引導學生，相信
學校亦會以教育為主，不會
輕易報警。

校園首重學習
應遠離政治化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

席趙明表示，家長最希望小朋友能在簡
單的校園環境中讀好書，「學校的環境
是學習的環境，不要這麼政治化。」他
建議家長，如果遇到子女受「港獨」言
論影響，要冷靜處理，要用有耐性的方
法進行教育，逐步引導他們認識事態，
免遭利用。
趙明表示，學習有時需要接觸不同的思
想及意見，但學校要有措施，按照教育局
的指引，做好專業判斷，積極處理「港
獨」等超越底線的違法違憲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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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黨」或遭依法禁止運作後，過去
一年多聲勢節節衰落的「學生動源」終

於等到炒作時機，其召集人鍾翰林向媒體
稱，有傳「學動」會是下一個被禁的目標，
聲言政府的行動不會令其退縮或轉趨低調，
反而要「更加企得前、做返更多嘅嘢」，會
多走一步更活躍宣揚「港獨」，包括探討調
整路線及宣傳策略，如以貼近學生生活的教
育議題扣連「港獨」訊息。

「學動」聯絡「獨派」謀亂港
鍾翰林聲稱，已聯絡不同「獨」團體如

「香港民族陣綫」

等，探討未來如何聯手合作。他揚言因擔心
外界以為其「驚咗政府」，而擱置由「學生
團體」改組「政治團體」的計劃，又因擔心
「某啲資料要畀政府知道」等理由而放棄申
請社團註冊；連串行動旨在證明自己並非
「得個講字」，大大摑了稱他們「未行動」
的反對派一巴。
另一「獨」組織「學生獨立聯盟」亦稱，

考慮禁止「民族黨」運作屬「政治打壓」，
揚言不會因此退縮，會繼續堅持理念，追求
所謂「港獨」云云。該組織籌劃於今日進行
一次以支持「民族黨」為由的所謂「抗爭行
動」。不過「獨」組織一向擅長「狗咬

狗」，「學動」就表明不會參加「學獨聯」
活動，更揶揄其流於表面及口號。
同時，多間被指是「獨」莊的大學學生
會，亦發聲明聲援「民族黨」，不過聲明
完全避談「民族黨」過往大量播「獨」行
徑，卻反咬是特區政府及警方打壓「政治
權利」及「結社自由」；而聲明配圖的標
題，「他朝之眾家」則錯寫成「他朝眾之
家」，一群「大學生」衝出來吶喊助威，
惟最終出醜收場。

何漢權：為一己私慾「硬闖法治」
對「獨」組織再次蠢蠢欲動「搞」學生，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怒斥，從歷史、法治和絕
大部分港人情懷角度來說，「港獨」絕對路
路不通。他痛斥撐「獨」、播「獨」者為滿
足一己私慾，「硬闖法治」，又不滿反對派
政客盲撐「獨」團體，「這樣的人沒有父母
的心腸」，擔心如果不及時制止不法「獨」
言論及行徑，會誘使更多年輕人挑戰法律底
線而受制裁。
他續說，「講」和「行動」相互影響，
宣揚不合理不合法的內容已是「製造恐
慌」，對國家造成危險，更何況「港獨」
團體早已有方法、有步驟規劃如何「獨

立」，並開
展行動，他
堅信，無論
如何宣傳「港獨」都沒有辦法令人接受。
何漢權認為，任何有教育原則的人，從

關心青少年角度都應該站出來說「『港
獨』行不通」，教育局當下更需要表明觀
點。他又強調「預防勝於治療」，教育工
作者和政府都應該及時對違法言論喊
「停」，以防不了解歷史、不清楚國情的
青少年誤入「獨」途、「走向懸崖」。

黃錦良：激「獨」讓市民更厭惡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明，支持政府考慮禁
止「民族黨」運作，認為「學動」揚言「做
返更多嘅嘢」播「獨」的言行不理智，「只
會讓市民更討厭他們不合法的行為。」他強
調，若其再有違法播「獨」行動，警方應採
取措施，又相信若學校遭到「學動」騷擾，
校方都會站出來舉報其違法行為。
就「學動」將以往播「獨」失敗的原因
推諉給「中學生仲未夠成熟」，黃錦良認
為，「這是狡辯」，「失敗只是證明大家
想遠離『港獨』，『港獨』完全是得不到
認同的。」

教界痛斥反對派袒護 助長違法氣焰

執法執法排排

學動學動狂言狂言
煽煽獨獨更激更激

特區政府考慮禁止「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黨」運

作，反對派連日歪理連篇，以「未付諸行動」意圖幫

其開脫。然而事實擺明，「民族黨」及一眾「獨」分子

早已突破紅線，以連番行動將「獨」爪伸進校園。被

指獲「民族黨」幕後支持的「學生動源」，更大大聲稱未受到威嚇，聲言要「多走

一步」、「做返更多嘅嘢」宣揚「港獨」云云。教育界人士批評「學動」變本加厲，

企圖進一步「獨」害年輕人，又指「獨」組織早已開展行動，各界理應果斷制

止，痛斥反對派政客顛倒是非為其開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學動學動」」等等「「獨派獨派」」組組織早前在一間中學外播織早前在一間中學外播
「「獨獨」」，，受到在場受到在場反反「「獨獨」」民民眾譴責眾譴責。。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學動學動」」召召集人鍾翰林集人鍾翰林。。

■■ 中大校園去年張掛中大校園去年張掛「「港獨港獨」」標語標語，，
掀起多間院校一陣掀起多間院校一陣「「獨獨」」風風。。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在「學動」蠱惑下，多間中
學成立播「獨」「關注組」。

網絡截圖

荼「獨」中學「學動」充當爛頭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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