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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學生會肆無忌憚拉隊走上大學管
理層辦公室鬧事，過程多次作出恐嚇推
撞，事後更聲言會在明日的資訊日作
「進一步行動」。有教育界人士批評理
大學生會人等橫蠻無理，暴力行為有失
大學生身份，並強調校方應嚴正處理，
不容姑息開壞先例。

何漢權：再爆衝擊可報警
事件中，多名學生擅闖學校要地叫囂

鬧事，更導致兩名大學高層跌倒，有學

生的回應卻是「依（）家唔係中學
生，唔好同我地（哋）講秩序……我地
（哋）講的是理念，是更加高層次」。

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強調，大學生理
應以文明、理性、和平、互相尊重方式表
達意見及討論，涉事學生不但沒有如斯自
覺，反而連番作出失禮行為，令人惋惜。

他強調，是次「民主牆」事件根本毫
無爭議，「民主牆由始至終都不是學生
會的財產，更不是學生會想點就點。」
考慮到本次衝擊引起校園混亂，更有人

因此受傷，他認為學校必須嚴正處理，
若資訊日再面臨同類事件發生，可以考
慮報警處理，以免事態變得更加惡劣。

張民炳：利用口號掩惡行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

有關學生為一己主張，置學校法紀以至他
人人身安全不顧，「明顯是利用口號掩飾
惡行」，絕對不能接受。對於學生會預告
明日行動陸續有來，他強調資訊日有眾多
公眾人士參與，籲校方務必「企硬」，以

免事件牽連更多無辜大眾。

網民：場面可怕像黑社會
是次衝擊事件經由理大學生報編委

會、港大《學苑》等組織全程網上直
播，不少網民狠批學生暴行。「張芷
舲」感嘆：「好可怕喔！真的像黑社
會！」「Kwankwan Kwan」就認為，
「學校有勇氣就直接報警！」「Dicky
Lee」則建議學校應考慮「殺一警（儆）
百」：「只要大學肯趕一兩個出校，校
園才可回復平靜！」該建議獲不少網民
留言支持，支持校方必須嚴正處理，以
正視聽。 ■香港文匯報記者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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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大學昨日發生一批學生強闖並
大閙管理層辦公室事件。香港文匯報
記者發現，現場一名不時拍打枱櫈更
大聲叫囂、表現激動的「四眼仔」，
原來就是「港獨」組織「學生獨立聯
盟」骨幹、網名「關愛座Hunter」的
何俊謙。目前他在理大入讀碩士課
程，但並非學生會幹事會成員。

何俊謙網上公然挺「獨」
香港文匯報記者的調查所得，今年

約30歲的何俊謙是網上討論區「連
登」的資深會員，以「關愛座Hunt-
er」的網名經常在討論區與其他會員
舌劍唇槍，四出挑機，一遇有意見不
合者便封鎖及誣衊對方，其激進言行
多次成為「連登仔」的笑柄。
有前「學獨」成員向香港文匯報透

露，何俊謙早年曾回內地工作，更在
廣東省某市一間國際學校當教師。
據了解，何在內地教書時言行尚算

正常，也沒有發現與同事相處有異常

的情況。但不知為何，他在當教師一
年多後突然辭職返港，並於一年前入
讀理大碩士課程。
據知情者透露，何俊謙此時的言論

變得十分出位，包括以「關愛座
Hunter」的網名先後活躍在「高登」
及「連登」討論區，經常發表非常仇
視國家及特區政府的言論，更聲稱支
持「港獨」。
何俊謙出位的「港獨」言論獲得正

在積極物色「獨人」的「學生獨立聯
盟」召集人陳家駒看中，在今年3月
邀請他加入，兩人一拍即合，何俊謙
加入「學獨」。
對於自己是「港獨」組織核心成員

的身份，何俊謙似乎毫無顧忌，反而
洋洋得意，繼續高調在網上到處「辣
火頭」。每次「學獨」有活動，也必
能見到他的蹤影。

「學獨」搞事常帶頭叫囂
例如今年5月底，「學獨」在旺角西

洋菜街搞「聲援」梁天琦的活動。當日
他與陳家駒一早就到場指揮，最初顯得
頗為低調，不會站到台前，且對鏡頭十
分敏感，刻意迴避被拍上鏡。
今年6月，「連登」會員對他大起

底，指「關愛座Hunter」的真名叫何
俊謙。可能是「一不做二不休」的原
因，何俊謙則一反常態似乎「豁出
去」，在七一遊行時開始變得高調，
近期「學獨」多次活動，何俊謙都與
陳家駒帶頭叫囂。
8月中，「學獨」發起在尖沙咀「驅

趕大媽」行動時，何俊謙即身在其中。
在8月底，何俊謙更單槍匹馬，獨自一
人到灣仔入境處大樓「爭取子女居留權
家長協會」的示威中搗亂。
本月2日，理大校園發生「民主牆

事件」，何俊謙聲稱不滿校方對「民
主牆」的處理手法，徑自走到現場刻
意破壞，之後更在討論區發帖炫耀
「呃Like」。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學獨」骨幹拍枱叫囂最兇悍

圍堵衝擊是近年大學生表達所謂
政見或不滿的常用手段，當中更經
常出現「獨」人身影，推波助瀾煽
風點火，導致事態一發不可收拾。
本年初發生的浸大「佔領」語文中
心事件正是典型例子。事件「主
腦」包括時任「獨莊」學生會會長
劉子頎及屢次播「獨」的中醫學生
陳樂行，過程多次高聲威嚇、爆粗
侮辱教職員，結果兩人分別被校方
停學，以儆效尤。

拉隊「佔領」語文中心8小時
劉子頎及陳樂行本年1月以不滿大學

普通話政策為名，拉隊「佔領」校內語
文中心長達8小時，其間有滋事學生大
聲叫囂及大力拍門，有學生以生澀英語
威嚇外籍職員「Keep your mouth
shut， I warn you （閉嘴，我警告
你）」，更有學生爆粗辱罵教職員「收
聲啦！唔好同個八婆講嘢。」而劉子頎
更用粗口辱罵：「家係我Judge（批

判）你哋！……你話唔×回應！」
事件引起全城譁然，校長錢大康事後

提及事件一度哽咽。前浸大校董王凱峰
透露，有教師憶述被威嚇及侮辱經過
時，猶有餘悸，哭了出來，形容事件令
老師留下痛苦回憶。

與激進「本土派」聯繫密切
校方最終就兩人行為作出裁決，劉子

頎及陳樂行分別被判停學1個學期及8
天，陳要做40小時在校服務令；兩人

需向語文中心撰寫道歉信。另外兩名涉
事學生，包括「眾志」常委廖偉濂亦被
罰做社區服務。
香港文匯報在「佔領」事件後的詳細

調查報道顯示，劉子頎及陳樂行過往均
曾明確發表支持「港獨」言行，更與多
個激進「本土派」中人聯繫密切。
其中，劉子頎曾在開學禮向新生致辭

時公然播「獨」，鼓吹以「台獨」暴徒
鄭南榕為榜樣，慫恿新生所謂「守護香
港」；陳樂行亦曾自認在浸大民主牆上
張貼「港獨」海報，更多次發表仇視內
地及國家的言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姬文風

教界促校方「企硬」嚴懲暴行

0�$0�$ 浸大圍堵衝擊兩主腦僅停學

■自稱「關姓」
學生實為「學
獨」骨幹何俊
謙。圖為今年
「十．一」何
俊謙帶領「學
獨」成員上街
播「獨」。

資料圖片

■「關姓」學生不斷指
罵副校長沈岐文。

網上直播截圖

理大學生會日前擅自更改「民主牆」守則及用途，
將其劃開一半作為所謂「連儂牆」，更拒絕按校

方要求將其還原。校方遂以紅紙將「連儂牆」覆蓋，其
後被一名「獨」學生撕毀。校方其後再在牆上蓋上紅
紙，及貼上「民主牆」的舊守則。

學生會會長拉隊叫囂
理大學生會會長林穎恒昨下午手持「大聲公」，聯同

校董會學生代表李傲然及數名學生到大學高層辦公室
「洗樓」鬧事。林穎恒在走廊叫囂，要求校長及管理層
現身「對話」。
其間，自稱不屬學生會的「關姓」學生更不斷高聲咆

哮，又挑釁保安，大叫「唔好同我哋講秩序！」、「無
辦法，你咁唔好彩在這裡打工，我就連你一起罵！」
外貌較一般學生成熟的他亦「包辦」現場大部分粗
口，更刻意於鏡頭前多次咆哮辱罵圖搞激現場氣氛，
「做騷」搗亂味甚濃，甚至真正的學生會中人亦曾試圖
請他冷靜。香港文匯報發現，他正是近日動作甚多的
「學獨聯」的核心成員，而「關姓」更只是其網名（見
另稿）。
其後，沈岐文及莫志明先後到場調解，沈表示校方上

午始得悉學生要求對話訴求，遂安排明日下午4點開會
討論。惟林穎恒一行人拒絕接受安排，堅持要求兩人即
時承諾「民主牆管理權屬學生會而非校方」，否則拒絕
讓兩人離開。
該「關姓」學生面對兩人時則愈講愈激，不時指着對

方以「廢柴」粗鄙字眼辱罵，又以所謂「唔作出承諾就
同你玩到底」、「後果自負」等說話進行威嚇。
沈岐文多次重申需要開會，欲與莫志明離開時卻被
學生上前以身體阻撓，其間一度引發推撞。林穎恒倒
地後再撞跌沈岐文，現場保安亦遭波及受傷。而該
「關」男多次亂跑阻擋兩人，一度撞跌莫志明後再高
聲「道歉」。
莫雖表示不介意及會原諒對方，豈料「關」男仍死不

悔改，更一副趾高氣揚樣子稱「我只係想守護理大言論
自由」，以圖合理化其暴行。

脅迫兩名高層「座談」
該「關姓」學生又多次帶頭高喊「兩個都唔走得！」

「唔可以畀你走！」煽動現場情緒。面對如黑社會般的群
情洶湧，沈莫二人被迫隨學生移師至會議室內「座談」。
其間，學生輪流向兩人大聲叫喊，試圖強迫他們
「承諾」交出民主牆管理權。兩高層再三重申已安排
本周六再行討論，學生們見「精神迫害」不果，最終
自行離開。
理大學生會事後舉行記者會，宣稱兩名高層「未有回
應任何提問」，聲言校方若不接受學生會的訴求，將會
於明日的資訊日採取行動。
理大發言人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有數名學生
昨日不理保安人員勸喻，強行衝上李嘉誠樓18樓，要
求與管理層對話，沈岐文及莫志明先後到場接見學生，
並邀請他們於明日下午會面。
不過，學生對校方回應不滿意，言辭無禮，態度囂
張，並強行阻止兩位教授離開。校方對有關學生的粗暴
行為深表痛心，除予以譴責外，將會按既定程序跟進事
件，嚴肅處理這事件，確保校園安全。
發言人重申，校方一向支持言論自由，亦鼓勵學生以

和平、理性的態度表達意見。

擅改「民主牆」用途 被校方阻止即搞事

理大理大獨生獨生殺上門殺上門
禁錮辱罵副校長禁錮辱罵副校長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訊訊（（記者記者 姬文姬文

風風））大學大學再出現再出現「「獨獨」」生圍堵生圍堵

辱罵老師事件辱罵老師事件。。理工大學學生理工大學學生

會一批成員昨日就校會一批成員昨日就校內內「「民主民主

牆牆」」管管理的問題理的問題，，帶帶「「大聲公大聲公」」

拉隊拉隊前往大學管理層辦公室鬧前往大學管理層辦公室鬧

事事，，威嚇辱罵暫任副校長威嚇辱罵暫任副校長（（學學

生事務生事務））沈沈岐文及學務長莫志岐文及學務長莫志

明明，，更涉嫌非法禁錮兩人更涉嫌非法禁錮兩人。。其其

間間，，有人涉推撞衝擊有人涉推撞衝擊，，有學生有學生

倒下後再撞跌沈莫兩人倒下後再撞跌沈莫兩人，，保安保安

亦因而受傷亦因而受傷。。據香港文匯報了據香港文匯報了

解解，，其中表現最激者為其中表現最激者為「「學生學生

獨立聯盟獨立聯盟」」的頭目之一的頭目之一。。理大理大

批評有關學生言辭無禮批評有關學生言辭無禮，，態度態度

囂張囂張，，對其粗暴行為深表痛對其粗暴行為深表痛

心心，，表明將按既定程序嚴肅處表明將按既定程序嚴肅處

理事件理事件，，確保校園安全確保校園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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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姓」學生（右）阻攔學務長莫志明（左）離開，
中為理大學生會會長林穎恒。 網上直播截圖

■林穎恒（下）以身體阻撓副校長沈岐文（上）離
開，一度混亂導致兩人倒地。 網上直播截圖

■「關姓」學生（右）亂衝亂撞，令學務長莫志明
（中）腳受傷站立不穩。 網上直播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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