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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講師促重判蒙面者 遭學生禁錮批鬥 5 句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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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暴徒肆虐大學校
園，竟然將魔爪伸向老師。曾在接受訪問時發表
反對示威言論的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
（CPCE）講師陳偉強，昨日被大批戴上口罩或
面罩的學生趁他到教室上課時圍堵及批鬥，以鐳
射筆照射及粗口指罵，前後禁錮近 5 小時！其間
陳偉強曾報警，學院高層亦有到場嘗試調停，但
學院被指拒絕警察入校處理，陳偉強於晚上離
場後自行再到警署報案。
陳偉強近日受

訪時曾評論政府引用《緊急法》訂立《禁止蒙面
規例》，他指出新法刑罰未夠重，未能遏止示威
潮，認為應採用較嚴重的暴動罪檢控暴力示威者
以止暴制亂，並促請法庭重判，加強阻嚇性。
然而，有關言論卻引起一批所謂大專學生連
群批鬥。昨日下午約 3 時陳偉強在 CPCE 油麻地
校舍上課，即被人於教室圍攻及以鐳射筆照
射，又有人用粗口指罵他，恐嚇指問他家是不
是要「裝修」，並將有關過程在社交媒體直
播。另外，亦有人在校舍內張貼印有陳偉強肖

像的宣傳單張。
其後理大 CPCE 院長阮博文及副院長梁德榮等
人到場調停，又安排另一較大的演講廳與學生
「對話」。不過學生只不斷脅逼陳偉強要就其言
論道歉，陳偉強當場拒絕，只強調自己反對暴
力、尊重法治及對中國人身份感自豪等立場。
禁錮事件擾攘近 5 小時，陳偉強始能離開。據
了解，陳偉強被困期間曾多次報案，但 CPCE 未
有讓警察入校所以沒有警員到場處理。而陳在晚
上離開後再自行到警署報案。

■ 陳 偉 強
（箭嘴示）遭
戴口罩學生禁
錮在課室批
鬥。
網上片段截圖

學校罰搞事學生 遭黑衣魔報復
鐵欄堵門打爆玻璃掟垃圾桶 教協雙重標準零譴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反修例暴亂對社
會造成極大破壞，更於不
少年輕人心中埋下暴力種
子，養成「以暴壓人」的
扭曲觀念。保良局姚連生
中學日前有激進「黃絲」
學生在校因肢體碰撞挑起
事端，煽暴派疑不滿學校
處理方式，煽動大批黑衣
魔圍堵學校。該校校舍昨
晨更被發現多處遭受破壞
塗污，有玻璃門碎裂，有
黑衣魔揚言是為學校「裝
修」云云；而昨日下午亦
有數十人在校門外聚集
「接放學」，將垃圾桶等
雜物丟進校內。校方表
示，破壞事件已交警方跟
進。有教育界人士譴責暴
力正不斷蔓延，促請各界
齊聲向暴力說不。

位於荃灣石圍角的保良局姚連生中學昨晨
被發現多處受破壞，校內玻璃門疑遭硬

物攻擊碎裂，校園外牆亦被噴漆，寫有包括
「光復姚連生」、「姚連生放人」、「拒絕白
色恐怖」、「還我放學自由」等字句。
綜合網民所指，事件懷疑源於上周有中五生
撕下校外「連儂牆」文宣，惹來「黃絲」中三
生不滿報復，將撕紙學生的相片貼在學校男
廁，並與學生肢體碰撞挑起事端。
煽暴派疑不滿校方「偏袒」中五生，又謂學
校「禁錮」中三生云云，當日即動員數十名黑
衣人和學生在校門外圍堵，疑要為「黃絲」學
生「出頭」。
其後網上再有人煽動昨日放學時間到校「聲
援」，並夾附一則「校長回應」，宣稱「校方
將按校規處分涉事同學」。煽暴派將此演繹為
「裝修成果」，聲稱校方「欺善怕惡」，看見
校園遭受破壞才肯「跪底」示弱，煽動「以暴
壓校」。
至昨日下午 3 時多起，數十名蒙面黑衣魔及
穿校服激進「黃絲」學生紛紛於校門外聚集叫
囂，有人搬運鐵欄堵塞校門，亦有人在學校外
牆噴漆，又多次把垃圾桶、雞蛋等雜物丟進校
園。及後警察到場，黑衣魔即四散。

至於所謂「禁錮」之說，校方解釋當日因應
校外情況，為保障學生安全，在諮詢家長意見
後，家長表示希望親自到校接回子女，故部分
學生放學安排有所改變。由於家長到校需時，
於當日較晚時間才能到校，陪同子女離開。校
方特此聲明，絕無任何禁錮行為。

校方聲明：絕無禁錮學生

何漢權：不應暴力解決

因應網上傳言，姚連生中學昨日發家長信，確
認上周有兩名學生有肢體碰撞，校方已即時調查
及跟進，並對受影響同學加以照顧及輔導。校方
強調，學生在校皆受行為守則規管，因此校方將
對行為不當學生按校規處理及輔導。

信中並提到校舍被破壞事件，指基於全體學
生及教職員的安全，校方已通知警方跟進，而
塗污事宜學校亦正跟進了解。校方強調會致力
營造安全、平靜、和諧的學習環境，讓同學不
受外界干擾，好好學習。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玻璃門遭人打碎。

網上圖片 ■有人搬來鐵欄堵塞校門，亦有人在學校外牆噴漆。
就有黑衣魔肆意圍堵學校及涉嫌破壞校園，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強調，校內發生學生肢體碰
撞事件，理應交由學校調查及處理，「任何情
況都不應以暴力解決，一方面學校要賞罰分
明，依例處分校園暴力個案」，而可能涉及刑
事的破壞行為，理應交由警方處理。
何漢權感嘆近期不斷發生校外人士干預校
政，不少更是涉及暴力及威嚇手段，導致學界
寸步難行。「如今香港社會每日都遭受破壞，
暴力文化不斷傳染，令人有樣學樣」，他呼籲
社會各界，包括反對派政黨人士和組織，齊聲
向暴力說不，切勿放任暴力把香港拉入深淵。
至於一直包庇暴徒及縱容政治入校的教協，

網上圖片

過往當外界去信學校要求處理「黃師」，或派
員到校外視察罷課情況，即無限上綱大張旗鼓
聲稱是「政治批鬥」及「騷擾」，急不及待發
聲明「譴責」。

教協助暴徒諉過政府
如今有學校確切受到黑衣暴徒攻擊破壞及威
脅，教協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昨晚回應時卻無半
分批評之意，只輕描淡寫稱攻擊學校是「不智
行為」，又「強烈呼籲」停止針對校園的「示
威」活動，更助暴徒將責任推卸稱問題「源於
政府沒解決政治糾紛」，再次顯示該自稱「教
育專業團體」是如何政治掛帥、雙重標準。

浸大生被捕 黑衣人遷怒保安逼炒人

拒開除中槍小暴徒 校方庇惡行挨批

■學生硬闖保安室。

浸大學生會編委會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日前警方在九龍塘追
捕示威者時，一度進入浸會大學校園範圍，其後於
校外的公眾行人路拘捕 5 名浸大學生。浸大學生會惡
人先告狀無視被捕學生違法在先，昨日聚集逾百名
的口罩黑衣人遊行，稱大學保安沒有阻止警員進入
校園，又強闖保安室要求解僱涉事的兩名保安。其
無理取鬧行徑引來網民批評行為自私，「唔尊重人
哋意見但要聽從佢哋意見。」惟保安公司卻跪低稱
兩名保安「反應不足」，已終止其於浸大的工作並
發警告信。
《禁止蒙面規例》實施後，「黑衣魔」洶湧而出
流竄各區肆意破壞，其中在周日警方於九龍塘進行
驅散行動，其間以涉嫌非法集結及違反《禁止蒙面
規例》拘捕多名男女。浸大校方則指，警方追捕示
威者時曾進入校園範圍，其後則在傳理及視藝大樓
外的公眾行人路進行拘捕，該校共有 5 名學生被捕。

方仲賢夥黑衣人校內遊行

浸大學生會無視學生犯法在前，反遷怒大學保安
人員，指他們沒阻止警方進入校園，「未有保護學
生」，會長方仲賢昨日連同逾百名口罩黑衣人在校
內遊行，高叫「（校長）錢大康出來」、「浸大保
安可恥」等口號，更要求校方解僱相關保安人員。
面對大批黑衣人威嚇，浸大外判保安公司遂派出代表交涉，
並跪低稱涉事兩名保安「反應不足」，已終止二人於浸大的工
作並發警告信，公司又指會加強保安培訓。浸大物業處代表則
說，會加強各主要出入口巡邏保安人手，並確保保安有相關知
識。
不過浸大學生會及大批口罩黑衣人繼續無理取鬧，更一度強
闖保安室，要求找到保安公司負責人作實質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上周
五於元朗發生的警民衝突中，一名
14 歲小暴徒疑因連同大批暴徒圍毆
便衣警員而被槍傷左大腿，涉嫌參
與暴動和襲警被捕。柴灣天主教喇
沙會張振興伉儷書院昨日確認涉事
小暴徒為該校學生，但就表明不會
因此而將其開除，又稱如他能返校
校方「好歡迎」。大批網民批評學
校此舉只是包庇惡行，直斥「咁唔
係愛護佢，而係害咗佢！」
就該名於元朗中槍的小暴徒，其
就讀的張振興伉儷書院副校長黃世
堯回應傳媒時指，學校於上周六（5
日）得知事件，已經與學生父親聯
繫，希望提供協助及前往探望。惟
其家人表示學生已在羈留病房，以
或會影響司法程序為由拒絕探訪。
他續指，校方已經召開危機小組會
議，會為學生提供輔導，亦會透過
校內廣播及家長信與學生及家長溝
通。

對於學生涉嫌參與暴動、瘋狂襲
警，黃世堯只是含糊其辭表示「不
贊成所有暴力」，又明言校方不會
開除涉事學生，不論什麼情況下都
會接納他，如果他能返回學校「好
歡迎」云云。他又稱，學生有接受
教育的權利，而涉事者年紀尚小，
應有改過自新的機會，「應該被我
們教育好，做一個不會再犯錯的
人。」

網民：咁唔係愛護係害佢
張振興伉儷書院昨日亦向家長發
通告，指該校一名學生於元朗的示
威衝擊中被警方槍傷左大腿，目前
在屯門醫院接受治理，手術後情況
穩定。校方會安排教育心理學家、
學校社工及輔導老師梳理受困擾學
生的情緒，並密切留意情況作適時
跟進。通告又提醒學生遠離發生衝
擊的地方，並促請家長近日多留意
及與子女溝通，了解其需要。

不少網民質疑張振興伉儷書院為
「 暴 徒 學 生 」 護 短 。 「Joyce
Leung」直斥：「是其是，非其非，
才是正確的教育！一味包庇，只會
令此暴徒學生抱僥倖心（理）……
以為不必為自己行為負上責任……
咁唔係愛護佢，而係害咗佢！」
「Christine Ho」歎息：「恐襲者都
得到厚待，怪不得，仲有咁多學生
以 身 試 法 。 」 「Siu Chun
Wong」：「不知所謂，犯法就是犯
法。」「He Lin」則諷刺道：「坐
監時，多點派老師過去幫佢溫習功
課。」
此前，有 18 歲小暴徒曾志健 10 月
1日在荃灣連同一班暴徒長時間瘋狂
襲擊警察，最終中槍受傷及被捕，
隨即被控以一項暴動罪和兩項襲警
罪。其就讀的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
中學的法團校董會早前卻回應稱不
會開除曾志健的學籍，被不少網民
質疑該校如此包庇涉嫌犯下嚴重罪

煽暴派洗學生腦 少數人戴口罩返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
昨日是《禁止蒙面規例》實施後首
個上學日，教育局回覆香港文匯報
查詢指，已接獲 440 所中學匯報情
況，大部分學校表示有小部分學生
佩戴口罩，整體運作大致暢順。不
過，部分學生未有聽從呼籲，刻意
戴口罩上學以示「反抗」，有初中
生宣稱「愈多人戴口罩便愈安
全」，論調跟鼓吹學生「搞對抗」
的煽暴派政黨「香港眾志」如出一
轍。
教育局早前提醒學生，除宗教或

健康理由外，學生不宜在校內外戴
口罩，以免誤墮法網。惟教協和
「眾志」連日向學生「落藥」，將
有關訊息扭曲成所謂「政治打壓」
挑動校內對抗。「眾志」更鼓吹全
體學生戴口罩上學以示「反抗」，
副主席鄭家朗更以「愈多人做就愈
安全」的說法，煽動學生戴口罩回
校「表態」。

受訪學生論調跟足
「眾志」
部分年輕學生的反叛情況受激進
分子挑起，早前有兩名學生參與暴

亂而被捕的張祝珊英文中學，昨日
便有人發起所謂聲援遊行，近百名
穿校服學生參與，絕大部分都戴上
口罩，其間大叫「五大訴求，缺一
不可」等口號。英華書院亦有戴口
罩學生於校門外派口罩及掛上批評
《禁止蒙面規例》的橫額。有學生
涉襲警被槍傷的荃灣公立何傳耀紀
念中學，昨亦人戴口罩上學，有初
中生稱「愈多人戴口罩便愈安
全」。

教局：聯絡中學全部有覆

■黃世堯接受訪問。 無綫新聞截圖
行的暴徒，等同鼓勵其他同學犯
法，是非不分，枉為人師。

教界：間接鼓動參與暴行
有教界人士批評，對於出現暴徒
低齡化，教育界責無旁貸。連續有
學校不講是非，無視學生犯下嚴重
罪行，卻以「支持」、「愛護」為
名，實質卻是縱容與包庇，間接鼓
動年輕人繼續走上街頭參與暴行，
淪為小暴徒，成為「黑衣魔」新
血，正正是害了學生。

為向學校提供適切支援，教育局
希望掌握學校特別情況，包括戴口
罩學生、校內罷課及異常告假人數
概況等。局方發言人回覆香港文匯
報查詢指，昨日聯絡約 440 所中學
並獲全部學校回覆，整體而言，學
校運作大致暢順，個別學校在上課
前有學生、校友或其他人士在校外
表達意見，及後學生已返校上課；
亦有個別學生表達罷課訴求，學校
已按校本機制處理，並作出輔導。
發言人又表示，大部分學校表示
有小部分學生佩戴口罩；至於學校
收回家長回條事宜，則按校本安排
處理，當局一如以往沒有要求學校
提供交回條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