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民族黨」
雖已被禁止運作，但有不少「港獨」組織仍在播
「獨」。「反黑金反港獨關注組」昨日遊行至律政
司司長辦公室外，強烈提醒政府目前的「港獨」歪
風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由社區到議會甚至高等
學府都有人逢中必反，要求教育部門及執法部門各
盡所能，最後由律政司嚴格把關。
20多名「反黑金反港獨關注組」成員昨日手持

「手起刀落滅『港獨』，免得香港一鍋熟」、
「『港獨』零容忍，政府不要等」的橫幅，由中環
遮打花園遊行至律政司司長辦公室外。

冀還港人安寧樂土
組織指出，香港回歸以來「樹欲靜而風不止」，學
界、政界都有意圖破壞「一國兩制」之人，而違法
「佔中」已經過去5年，仍然有主事者仍未接受法律
制裁，例如是公開勾結「台獨」串聯「港獨」、至今

仍然逍遙法外的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最近
又揚言要把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引入香港。
他們強調，香港是國家的南大門，特區政府有責

任維護祖國領土的完整和安全，「作為獅子山下的
持份者，作為炎黃子孫的一分子，務必對『港獨』
實行零容忍，直至將各種類型的『港獨』分子連根
拔起、斬草除根，以還港人一片安寧的生存樂土，
以還子孫未來一條發展的康莊大道！」

■資料來源：理大學生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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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拒絕遵守指令並影響大學教學、學習研究或行政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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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拒絕遵守指令並影響大學教學、學習研究或行政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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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
茂）大學「獨」生圍堵辱罵老師
的事件近年屢禁不止，令教師們
大感憤慨。有教育界人士昨日就
理大對相關學生作出的紀律聆訊
決定表示肯定，認為校方的決定
合情合理合法，相信對刻意滋事
的學生而言是深具教育意義，並
讓部分無底線縱容學生的教育中
人亦有所反省，給反對學生出格
行為卻不敢出聲的老師一個鼓
勵。
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理大的
決定合情合理合法，深具教育意
義。他續指，近年大學屢屢出現
學生各種目無法紀、無視校規、
肆意妄為的行為，理大涉事學生
的所作所為就是其中典型的例

子，他們違反做人基本的要求，
更達不到社會對大學生的期許，
學校正是要教導學生明辨是非、
和平共處、尊師重道、言語有規
矩，因此懲罰相當有道理。
至於「學生獨立聯盟」頭目之

一的碩士生何俊謙在收信時對學
生紀律委員會主席辱罵和人身攻
擊，毫無悔改之意，何漢權指，
若學生對判決不滿可以上訴，但
辱罵他人是「人渣」，「簡直不
知廉恥」。
何漢權透露，昨日在新聞見到

相關處罰決定後，與教育界朋友
溝通，接觸的所有教育界人士都
對學校的做法表示贊同。他認
為，這會令無底線縱容學生的大
學、中學的老師有很大的警示作
用，亦會給反對學生出格行為卻

不敢出聲的老師一個鼓勵。

支持開除 否則有樣學樣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

炳支持學校從嚴處理事件，否則
會造成很壞的先例，也會讓其他
激進學生有樣學樣。他強調，校
方已提供溝通渠道，學生不應該
用侮辱師長的手法行事。
至於何俊謙在收信時無端揣測

校方行為是迫於所謂「政治壓
力」，張民炳指，是否有其他壓
力均屬揣測性，但事實是，學生
的行為已經違反紀律，若學生對
判決不滿可以申訴，但學校根據
校規，有權讓對其他學生產生不
良影響或破壞學校管理的學生離
校，而非一定要相關學生觸犯法
律才可做出開除決定。

教界：處分決定具教育意義

■■林穎恒林穎恒（（下下））以身以身
體阻撓沈岐文體阻撓沈岐文（（上上））
離開離開，，混亂中兩人倒混亂中兩人倒
地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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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民族黨報告重點：依法辦事

理大獨生掃地出門
辱師事件處分4人 前學生會長停學一年

■■何俊謙何俊謙（（右右））與林穎恒交代被處分的事宜與林穎恒交代被處分的事宜。。
理大校園電台片段截圖理大校園電台片段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中央政府
早前向特區政府發公函，支持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取締「香港民族黨」的決定，並要
求林鄭月娥就事件提交報告。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昨日透露，報告內容將提及特區政
府行使《社團條例》禁止「香港民族黨」
運作的過程、事實根據和法律程序，證明
港府依法辦事，至於報告內容是否公開則
要先尋求律政司意見。

有人或興訟 未定是否公開
李家超昨日會見傳媒時表示，有關報告內

容大致上是特區政府按照《社團條例》禁止
「香港民族黨」運作的過程、事實根據及法
律程序，證明決定是依法辦事，但他未有正
面回應報告會否提及其他潛在可能涉及「港
獨」的團體，僅指如果香港法例對某些行為

有規限，執法部門會按照法律去處理。
林鄭月娥早前曾指傾向公開報告，但李家

超指政府取締「香港民族黨」的決定仍可能
遭到相關人士提出法律訴訟，故當局要先尋
求律政司意見，政府現時仍未有最終決定。
另外，特區政府早前提出修訂《逃犯條

例》，以單次個案方式處理移交逃犯到未
與香港簽定協定地方的建議同樣受到關
注。李家超重申，提出修例是為了填塞法
律漏洞，「我們是否容許一個犯了嚴重罪
行的罪犯在你我之間自由生活？很可能製
造安全威脅。」
對於台灣「陸委會」早前表示，不會接

受特區政府以「一個中國」為前提與台灣
交涉，李家超強調，特區政府會本着互相
尊重，只談個案實質內容的原則處理法律
問題。

■李家超指特區政府
向中央提交的報告會
交代執法禁止「香港
民族黨」運作的過程、
根據和法律程序。

香港文匯報
記者潘達文攝

今次被理大踢出
校門的「獨」人何
俊謙以愛博出位聞
名，年逾30歲的他

其實已大學畢業多年，曾經先後於
澳門及內地學校任教4年，2016年
回港於理大修讀碩士混得「學生」
身份，之後成為被揶揄為「扮學生
組織」的「學生獨立聯盟」骨幹。
去年10月初的禁錮及辱罵副校事
件是其「上位」之作。雖然被視為
笑柄，但他今年仍四處「辣火
頭」，自拍爆粗恐嚇內地遊客及挑
釁警員的片段，更無故在地鐵侮辱
一內地少女為「妓女」，繼續自吹
自擂、沾沾自喜。

網名「關愛座Hunter」的何俊謙近年活躍
於網上討論區，經常發表仇視國家及特區政府
的言論，並聲稱支持「港獨」，其激進言行屢
被網民恥笑，至去年他遭踢爆曾於內地國際學校
任教，被質疑是口罵內地手賺人民幣的雙面人。

吼準時機想爭做大佬
隨着多個「港獨」頭目深潛，聲勢大減，何
俊謙看準時機爭做大佬，又利用其碩士生身份
播「獨」搞大學。在理大辱罵副校事件中，他
突然中途加入學生會的行動，現場不斷叫囂、
衝撞、辱罵，激起對立氣氛，促成禁錮事件，
終於「上位」。
何俊謙無理、粗暴的行徑並不限於大學校

園，他在公眾場合的行為毫不檢點，令人難以
想像他曾經「為人師表」。日前在港鐵荃灣西
站，他疑似侮辱一名內地少女為「妓女」，對
方不支暈倒在月台。他更將疑似是少女母親的
女士攝入鏡頭，反指內地客失禮，大吵大鬧。
用失禮的方式指責對方失禮，行為幼稚。
在過年前，何俊謙更在屯門高舉「香港人唔

歡迎中國人」的紙牌四處挑釁，不分青紅皂白出
言侮辱內地旅客。他出言不遜，將內地遊客稱為
「狗」、將穿豹紋化妝的女士稱為「雞」、拿着
行李箱的旅客則被何直斥為「運毒」。何俊謙口
口聲聲將中國人貶低為「底層中國人」、「大陸
狗」，橫蠻至極，令人側目。
此外，何俊謙因其出位言行而遭警察截查身

份證，他不但拒絕與警方合作，更涉嫌辱警，
作出挑釁行為，稱警察「瞎眼」、「冒警」，
對自己浪費警力而沒有絲毫內疚。不過要求一
個毫無自省能力的人反思己過，無疑是緣木求
魚，真是「嘥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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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學生會「獨」莊去年9月涉嫌瀆職，突然擅自更改
「民主牆」守則，將其劃開一半作為所謂「連儂牆」

縱容播「獨」。在多次勸喻學生會仍不肯還原下，校方暫時
收回該部分的管理權。10月初，時任學生會會長的林穎恒手
持「大聲公」聯同校董會學生代表李傲然等人到大學管理層
辦公室「洗樓」鬧事，何俊謙突然加入，更不斷高聲咆哮及
用粗口挑釁保安。

指罵兩高層「廢柴」
理大暫任副校長（學生事務）沈岐文及學務長莫志明隨後
到場調解，卻被他們一行人強行包圍阻撓離開。何俊謙更愈
講愈激，指着對方以「廢柴」粗鄙字眼辱罵，而沈莫二人亦
疑遭禁錮，被學生上前以身體阻撓，引發衝撞，二人先後被
撞跌，保安亦遭波及受傷。
事件發生後，校方按既定程序舉行紀律聆訊，何俊謙、林
穎恒等人被指違反包括損害大學聲譽，誹謗、襲擊或毆打大
學教職員等的學生守則。不過今年初被傳召出席的何俊謙在
會上聲稱，當日的暴力行為是要「拯救校譽」，斷然拒絕向
兩名受影響老師道歉，表現毫無悔意。

罵紀委主席「人渣」
昨日，理大學生紀律委員會通知4名涉事學生相關處分，他
們分別被罰社會服務令、停學及勒令退學（詳見表）。
理大校方昨日邀請各涉事者到學生紀律委員會將處分信件
親交其手。其中搞激播「獨」終被踢出校的何俊謙，繼續博
出位作風，在fb上載接信時的影片，不僅無視員工勸告，硬
闖會議室及錄影，更在收信後不斷辱罵、人身攻擊學生紀律
委員會主席「人渣」、「雖然你笑笑口，不代表你是好
人」、「PolyU點會請你咁樣嘅垃圾返來」云云，絲毫沒有
悔改之心。
林穎恒其後回應時則稱，對判決「相當失望」，指校方
「嚴厲程度令人驚訝」，更聲言不排除會提出司法覆核挑戰
校方決定。
理大發言人昨日回應指，校方就去年10月有數名學生強
闖要求與管理層對話的粗暴行為，按程序成立5位教學人員
和一位學生代表組成的學生紀律委員會調查。委員會今年1
月底就4位相關學生展開聆訊，考慮所有資料並亦聽取涉事
者陳詞，經過非常詳細調查後近日作出裁決，並於昨日知會
4人相關結果，有關决定屬最終決定。
理大強調，校方矢志培養良好社會公民，非常重視學生的
行為操守，並不會容忍任何粗暴行為，而因為涉及個人私
隱，是次裁決詳情不會公開，亦不會回應涉及個別學生的問
題。發言人亦補充指，過往亦曾有學生因違反校規或涉違法
行為而被罰停學或被終止學籍的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去年10月有理

工大學學生借校內「民主牆」播「獨」及管理問

題發難，最終演化成禁錮副校長及學務長兩名高

層事件，引起全城譁然及狠批。該校學生紀律委

員會昨日落實對4名涉事學生的處分，其中多次

衝撞及辱罵師長的碩士生、校外「獨」組織「學

生獨立聯盟」頭目何俊謙被勒令即時退學且永不

錄取。學生會前會長林穎恒則即時停學一年，另

兩人則被判社會服務令。教育界人士肯定理大的

紀律決定「合情合理合法」，並認為將對激進學

生「深具教育意義」（見另稿）。

團體請願 促斬「獨根」

■■何俊謙何俊謙（（右右））動手阻撓莫志明動手阻撓莫志明
離開離開，，中為林穎恒中為林穎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反黑金反港
獨關注組促請
律政司撲滅
「港獨」。

■■何俊謙於港鐵站疑似侮辱何俊謙於港鐵站疑似侮辱
一內地少女為一內地少女為「「妓女妓女」，」，致致
對方不適對方不適。。 何俊謙何俊謙fbfb

■■何俊謙上月何俊謙上月
初到屯門舉牌初到屯門舉牌
及辱罵遊客及辱罵遊客。。

何俊謙何俊謙fbf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