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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
「博文約禮」明訓 抗拒暴污校園歪風
鑒於近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沙田校園內發生了一連串損害校
譽的事件，我們發出以下聲明：
1. 譴責任何暴力、欺凌、破壞公物、塗污校園及侮辱師長
之惡行。
2.促請校方根據校規校訓，糾正歪風，嚴肅處理任何暴
力、欺凌、破壞公物、塗污校園及侮辱師長之惡行。
3.全力支持段崇智校長及其管理團隊，維護校譽，秉持
「博文約禮」明訓，確保全體中大職員及學生能正常地
在校園內工作、教學、上課，從事研究及生活之權利。
4.期望校方與學生在理性的基礎下，充分溝通，解其疑
惑，有困難時，給予適當的支持及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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