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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生會近期播「獨」情況
中大

■ 今年9月初，中大開學禮學生代表致
辭環節，直認深受非法「佔中」影響、
曾為「本民前」及「青年新政」助選、更
公開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學生會會長
區倬僖，肆意以「相鄰國家」、「北方帝
國殖民」等字眼散播分裂「獨」訊息；又
狂言謂「港獨」可視為「香港的一個出
路」需要討論；更煽動暴力，以往有
學生為了所謂「公義」走上街頭，施以
「血肉衝擊」。

■ 同一場合上，中大資深「獨」人、與前
學生會會長周竪峰關係密切的新亞書
院臨時會長孫昊賢，亦宣稱「播『獨』無
害」，鼓吹學生要「離經叛道」。

教大

■ 曾於去年教大「民主牆事件」發表盲撐
涉事學生言論的學生會臨時委員會主
席張鑫，於8月底新生開學典禮上發
表「勇武抗爭」激進言論，更宣稱所
謂：「唯有喺中國以外成立一個脫離
中國，有主權嘅國家，亦即係『香港
獨立』，先能夠建立一個真正以香港
人嘅利益為依歸嘅地方。」

港大

■ 在8月底港大開學禮學生代表致辭環
節，學生會會長黃程鋒宣稱香港未來
「岌岌可危」，港大新生要有所謂「造
反」的勇氣（rebellious courage），煽
動台下新生「永遠不應向社會規則和
常態妥協」，更形容旺暴罪成的梁天
琦等是「英雄」。

■ 上月底港大民主牆出現「港獨」標語，
黃程鋒稱有關宣傳品沒違反其「內務
守則」，不會因「外界立場」或法律因素
而移走，肆意包庇縱容。

恒管

■ 恒管學生會會長李翔鵠在開學禮前，
曾公開聲言會於開學禮講「獨」，又稱
恒管學生會支持「港獨」並視其為香港
「出路」。

■ 開學禮當日李翔鵠雖未直接講「獨」，
但在致辭時宣稱特區政府「打壓『香港
民族黨』」、「『基本法』已經成為政治打
壓工具」云云，圖將自己的政治立場
強加在新生身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高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自「港
獨」組織「香港民族黨」被禁止運作後，
「學生獨立聯盟」就一直獲反對派優待，除
了可在違法「佔中」4周年的集會上上台發
言，也可持「港獨」旗跟隊參與民陣發起的
遊行。在是次理大學生威嚇副校長及學務長
一事中，「學獨聯」骨幹成員何俊謙表現得
最激進，多次企圖將事件升級。有政界中人
認為，「學獨聯」的行為很大機會獲傳統反
對派默許甚至支持，又直言反對派容許「港
獨」分子「埋堆」，無非是企圖在「港獨」
分子在往後選舉不能「入閘」的情況下，吸
盡「獨」派選票。
傳統反對派近期與「港獨」分子「越行越
埋」，如在特區政府宣佈正考慮以《社團條
例》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時，多個傳統
反對派就出聲為該「黨」撐腰，而民陣在今
年7月21日以此為主題遊行抗議時，多個「港

獨」組織不但參與其中，「學生獨立聯盟」、
「學生動源」等「港獨」組織的頭目更獲安
排上「大台」發言。
本月1日由民陣舉行的遊行中，多個

「港獨」組織亦有參與。

盧瑞安：實與「獨人」一丘之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昨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批評，「佔中」催生多次校
園暴力行動，包括2015年的港大衝擊校委
會事件、今年初的浸大「佔領」語文中心
事件以至是次事件，而反對派除了屢次包
庇「港獨」，不少反對派中人也與「港
獨」分子有關聯，「甚至可以說是『港
獨』的始作俑者。」
他直指，反對派與「港獨」分子「都是

同一班人」，骨子裡都是對抗中央政府和特
區政府，如果他們為了吸納「港獨」支持者

的選票而容許「港獨」分子「埋堆」，也是
可以預期的事，但警告這是非常危險的做
法，會將香港推向非常壞的境地。

顏寶鈴：違法「佔中」教壞學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直言，是次事

件是「佔中」教壞學生的又一鐵證，因為
「大人做乜，後生就跟住做乜」，令部分
學生完全拋棄最基本的尊師重道。她除了
呼籲學生立即道歉、校方嚴正處理事件以
至校園「港獨」歪風外，更要求反對派不
要再縱容、包庇「港獨」分子作出激進行
動，「如果沒有反對派支持，他們一定不
會這樣做，或者沒那麼激進。」
她指出，很多「港獨」組織其實也是反

對派「換湯唔換藥」的衛星組織，目的是想
借另一類平台培養第二代接班人，故「學獨
聯」近期與反對派走得越來越近，也只是反

對派在選舉臨近將票源「歸邊」之舉。

陳勇：欲利用「獨青」充當炮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

指出，是次事件與反對派發起「佔中」等
暴力事件一脈相承、似曾相識，學生行為
之激進根本不像一個學生，「甚至有網民
說更像一個黑社會成員」，很容易令人想
起「佔中」甚至旺角暴亂時的情景，擔心
這種歪風發展下去，會出現學生綁着師長
批鬥的場面。
他認為，反對派除了對「獨」派選票虎

視眈眈外，也對有激情、有熱情但入世未深
的「獨」派青年非常有興趣，想找他們做炮
灰，「就以這次來講，包圍校長的不是有法
律背景者或立法會議員，他們知道這樣做或
會有刑責、或會被DQ，就做幕後黑手推這
些青年出來，反正告也是告這些青年。」

香港文匯報日前揭發，在理大圍堵辱罵
教師事件中最為激進者，是網名「關愛座
Hunter」的「學獨聯」頭目何俊謙。記者
昨日發現，他在事後於網上討論區詳盡向
網民報告其「活躍表現」，不排除有人早
有預謀存心挑起事端，目的是要爭取激進
網民支持，讓「學獨聯」在「獨派」中佔
一席位。

拍片自塑「勇猛」形象
何俊謙夥同理大學生會成員前日下午約

2時半強闖並大鬧管理層辦公室，擾攘近
兩小時始告完結。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
何俊謙在衝擊過程進行期間，已急不及待
以「關愛座Hunter」網民身份，在網上討
論區「連登」發帖直播事件。
帖文不但留下影片連結給網民觀看整個

衝擊過程，考慮到整段影片長達一個半小
時，何更「非常貼心」地為網民標出「精華
片段」，包括「1435警告點都會衝上去18
樓」、「1440 衝上18樓管理層office」
等，方便網民索引查閱其「工作表現」。

為免有人在片段中認不出自己，他還不
忘附註一句「p.s.我都有去衝，但以學生
身份個人名義衝」，更煞有介事轉載傳媒
當日採訪他的報道內容，提及所謂「書都
可以唔讀、監都可以坐、警察嚟我都唔
驚，但係我今（前）日一定要上到去」的
激進言論，全方位塑造其「烈士」形象。

遭「本土派」網民嘲諷
雖然社會輿論一面倒對衝擊事件予以譴

責，但在網上的世界仍有小撮人對此激進

行為相當受落，在討論區內圍爐取暖，留
言大讚「關Sir（何俊謙）好波」、「關蛇
（何俊謙）今次做實事」，跟何俊謙同為
一丘之貉，網名「分裂的貓靈」的「學獨
聯」代表陳家駒亦有留言為其護航。

不過，有自稱支持「本土派」的網民對
何自吹自擂並不受落，更嫌棄何的過激行
為「影衰」自己友。「一至五要翻工」雖
表明自己支持何的立場，但就批評道，
「想講你係直播入面論述能力好差，完全
唔係政治嘅材料」，又謂其叫囂推撞行為
將「辛苦建立大學生理性冷靜嘅形象敗壞
哂（晒）」，奉勸何好好檢討，「唔好累
街坊！」 ■香港文匯報記者姬文風

政界：反對派縱容 圖吸「獨」票

「學獨」頭目開帖吹噓理大衝擊�&

根據前日的衝擊直播片段及事後記者會
所見，在「禁錮」副校長一事過程

中，除理大學生會會長林穎恒帶領屬下成
員參與外，港大、中大、恒管、城大等多
校學生會亦有派員出席，並在記者會上
「插旗」以示支持。
無獨有偶，港大、中大及恒管學生會會

長均曾在各自的開學禮上發表過支持「港
獨」或相關激進言論（見表），而香港文
匯報昨日更率先揭發「學獨聯」頭目何俊
謙現場肆意搗亂，內情絕不單純。

張民炳：勿讓公帑養「獨」人
理大校方曾多次邀約學生會於今日下午
4時會面，討論民主牆管理事宜，但學生
會中人卻一直「擺姿態」不予理會。另邊
廂，該會又於昨日凌晨自行宣佈下午3時
舉行公開論壇，脅迫學校高層出席不果，
再「自編自導自演」指摘大學「拒絕溝

通」，昨晚更將「行動升級」，林穎恒及
評議會主席阮柏喨將即時發起「絕食行
動」，「做騷」炒作圖騙社會同情。
事實上，理大學生會等人連日來口口聲

聲「維護『連儂牆』（民主牆）和言論自
由」，卻對自己濫權瀆職，縱容「連儂
牆」充斥「港獨」違法訊息避而不談，真
正意圖不言而喻，便是要維護其手上的
「播『獨』園地」，才會勞師動眾，不惜
一切跟校方拚個你死我活。
各所大學受特區政府資助，是要培育下

一代成為優秀人才，部分學生不但未有珍
惜，反利用所謂「學生會」身份的便利惹
事生非，鼓吹違法主張。香港教育政策關
注社主席張民炳指出，所謂「港獨」主張
根本是毫無意義、不可能實現的妄想空
談，如今竟有學生因而作出衝擊、禁錮師
長的惡劣行徑，「社會辛苦用公帑建立出
來的高等教育機構，為何會陷於這般不歸

路式的激進政治思想之中？」
他強調，大學是做學術的地方，並非搞

政治場所，言論自由更不是包庇激進違法
觀念的擋箭牌，惟現今少數學生視參與激
進活動為潮流，人云亦云支持違法思想及
行為，令人惋惜。
張民炳舉例指，「香港民族黨」早前被

列為非法組織，教育局隨即提醒學生切勿加
入非法社團、參加活動以免負上刑責，同理
大學生亦應有所自覺，「在這般清楚的情況
下，假如仍然選擇參與，須自行負上所有法
律責任」，前途盡毀亦與人無尤。

奚炳松：學生會騎劫眾學子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炳松表示，

近年校外人或團體混入大學生衝擊事件時
有發生，部分人更是看準「沉默太多數」
學生甚少表態的慣性，利用「學生會」身
份「騎劫」大眾聲音，「有一點不可忽

略，就是他們拿着納稅人資助讀書，直白
一點說，我們資助學生並不是為了讓他們
作出這般乖張行為。」
他強調，大學必須嚴正處理相關的事

件，並及時作出處分給大眾交代，而是次
理大事件中某程度跟禁錮無異，執法單位
也應主動了解，調查有否有違法成分，還
社會安寧。

陳卓禧：超出校園容許底線
港專校長陳卓禧則強調，理大學生的行

為超出校園可容許的底線，支持校方嚴肅
處理，確保校園安全。
他並引述特首林鄭月娥早前拒絕「港

獨」標語進入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曾清楚
表明政府物業不可能接受鼓吹及宣揚「港
獨」，建議大學也可參考做法，表明立
場，拒絕公帑資助大學校園出現鼓吹違憲
和鼓吹分裂國家的行為，亦屬理所當然。

理大學生會「玩絕食」騙同情炒作衝擊惡行

大學獨風再猖獗
教界家長促嚴懲

理大日前爆發學生會圍堵辱罵理大日前爆發學生會圍堵辱罵

老師事件老師事件，，表面上由理大學生策表面上由理大學生策

劃執行劃執行，，內裡卻是龍蛇混雜內裡卻是龍蛇混雜，，不不

但引來包括港大但引來包括港大、、中大中大、、恒管等恒管等

多個多個「「獨莊獨莊」」學生會現身撐場學生會現身撐場，，

「「學獨聯學獨聯」」頭目更衝在前線充當頭目更衝在前線充當

「「爛頭卒爛頭卒」」挑起衝突挑起衝突，，引致大學引致大學

高 層 及 保 安 受 傷高 層 及 保 安 受 傷 ，， 顯 見 暴 力顯 見 暴 力

「「獨獨」」風正再臨學界風正再臨學界。。教育界及教育界及

家長代表指出家長代表指出，，近年校外人或組近年校外人或組

織策劃校園衝擊情況日趨嚴重織策劃校園衝擊情況日趨嚴重，，

欠缺代表性欠缺代表性、、遭遭「「獨莊獨莊」」把持的把持的

所謂所謂「「學生會學生會」」更騎劫廣大同更騎劫廣大同

學學，，淪為播淪為播「「獨獨」」溫床溫床，，呼籲各呼籲各

大學嚴正處理事件大學嚴正處理事件，，勿再讓公帑勿再讓公帑

白白浪費在白白浪費在「「獨獨」」人身上人身上。。

■■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姬文風
■■ 多所大多所大學學「「獨莊獨莊」」學學生會前生會前
日為理大學生會撐場日為理大學生會撐場。。fbfb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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