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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強嘆大學竟難容多元意見
遭學生禁錮批鬥「叫天不應」對校方阻警入校感失望2019年10月10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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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理大專上學院講師
陳偉強因個人於報章發表的反暴力評論，而被大批
戴口罩的學生湧進其上課的教室「旁聽」，借機批
鬥及禁錮近5小時，令人譁然。香港高等教育評議
會對此惡行表示強烈譴責，強調言論自由是基本權
利，不應因為政見不同而展開攻擊，該會促請理大
校方保障所有教職員和學生的安全。教聯會亦嚴厲
譴責學生暴力衝擊課堂及威嚇教師的舉動，呼籲學
生和平理性表達訴求，接納和尊重不同意見。
高教評強調，言論自由是基本法賦予所有港人的

權利，大家應該加以珍惜，若因政見不同而展開攻
擊，實絕非文明社會和守法學生的所為，那亦會影
響相關院校和師生的聲譽。
該會續指，在事件中出現危險場面及有人發表恐

嚇言論時，院方卻阻撓警方進入校園保護陳偉強的
人身安全，令高等教育界同工感譁然。該會要求理
大高層關注事件，並盡一切辦法避免衝突，保障所
有師生安全外，而陳的教席也不應該受事件影響。
面對當前社會複雜情況，高教評呼籲各方保持冷

靜克制，避免衝突蔓延和升級，並促請政治勢力停
止入侵校園，還全港師生平和寧靜的學習生活。

教聯會：違背尊師重道
教聯會亦表示，逾百名學生當日因不滿陳的言論

便在課堂內包圍並指罵他，其間更有人不斷用鐳射
筆照射當事人，更將他推倒地上，該會嚴厲譴責此
等暴力衝擊課堂及威嚇教師的行為，批評此舉有違
尊師重道精神，損害言論自由，甚至侵害教師人身
安全，絕非大學生應有的行為，令人失望。
教聯會強調，近日各大院校接連有學生在校園示

威，衝擊行為無日無之，他們破壞校園設施及包圍
辦公室，嚴重影響院校聲譽及日常運作，呼籲學生
應和平理性表達訴求，接納和尊重不同意見，又希
望各方共同努力，堅定地向暴力說不，培育有道德
有責任感的年輕一代。

崇真培正學生傳校內唱「獨」歌

反修例風
波牽連甚廣，
政治事件不停
干預學校運
作，雞犬不
寧。莘莘學子
不停被所謂文
宣洗腦，把
「獨」歌唱個
不停。網上近
日流傳一段沙
田崇真中學的短片，片中不僅有學生高唱
「獨」歌，更有人變本加厲高舉美國國旗。
有網民直斥背後的「港獨」搞手，呼籲「香
港人，不要再支持反共政棍禍延我們的下一
代吧！」
在煽暴派全力鼓動下，政治大模廝樣走
進校園，眾多學校無法倖免。網上流傳據
指是於前日下午拍攝的短片，顯示沙田崇
真中學近百名學生圍繞籃球場，合唱
「獨」歌《願榮光歸香港》，更離譜的
是，球場中竟然有學生高舉美國國旗，片
中所見校內7個樓層均有學生駐足觀看。
另一段昨日流傳據指於培正中學拍攝的
網上短片，亦有學生在校內合唱「獨」
歌，引起不少同學圍觀。

網民斥黑手毒害學生
事實上，近日香港不少中學生相繼被

「獨」歌洗腦，包括喇沙書院學生在校內
唱「獨」歌及高叫「獨」口號、聖文德書
院亦曾有人在操場演奏「獨」歌。而陸運
會、水運會等亦慘遭騎劫，順德聯誼總會
梁銶琚中學有學生於陸運會期間拉起「五
大訴求，缺一不可」、「光復香港，時代
革命」橫額在跑道上奔跑；聖言中學舉行
水運會時，有泳手賽前呼喊「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口號，並有觀戰學生「接力」
領唱「獨」歌。
對沙田崇真學生不單高唱「獨」歌，更

舉起美國國旗，網民紛紛狠批。「Alex
Cheung」慨嘆：「香港的悲哀！做父母的
悲哀！香港人，不要再支持反共政棍禍延
我們的下一代吧，他們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啊！」「Kevin Kwong」狠批，「有冇搞
錯！呢間學校嘅校長同教師究竟係乜嘢
人？咁都可以視而不見。」

「Anthony Lau」則失望地指：「依
（呢）間學校校長容許學生咁做……香港
教育真係無希望。」「Audrey Ku」則稱
舉美國旗「一廂情願，可惜美國唔收呢班
廢青。」亦有網民將矛頭直指教協，
「Silver Li」質問道：「學校怕事唔監管
定幫手推行港獨？教協為乜唔譴責？家長
們知唔知這件事？」
香港文匯報昨日致電向沙田崇真中學查

詢，惟至截稿前未有回覆。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培正中學被指有學生領唱「獨」歌。
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黑衣暴徒
不僅肆虐我城，更將「黑手」伸向校園。
荃灣保良局姚連生中學近日被數十名蒙面
黑衣人連同校友、學生圍堵破壞、塗污牆
壁，更有人向校內投擲「雪糕筒」、垃圾
桶等大型雜物，令人譁然。教聯會昨日就
此發聲明，狠批暴徒恣意搗亂，強烈反對
將政治帶入校園。教育局亦強調，學校不
容許任何暴力或刑毀行為。
姚連生中學校內上周疑發生學生衝突事

件，隨即有黑衣暴徒稱校方「處理不
公」，校園被投擲包括磚頭等雜物，學校玻
璃門被打爆。前日放學時分，又有約50名學
生連同蒙面黑衣人於校外聚集圍堵，更有人
硬闖校園，其間有人四處噴漆、向校內投擲
雞蛋，以及「雪糕筒」、垃圾桶等雜物。
及後警察到場，搗亂分子始散去。
教聯會昨日發出聲明，直斥此等嚴重破

壞學校安寧的行徑，並對一切破壞學校行
為予以嚴厲譴責。該會重申校園是學與教
的園地，強烈反對將政治帶入校園。涉事
者強迫校方作政治表態，只會嚴重破壞學

校安寧，並對學生安全構成威脅。
教聯會提到，過去數月社會紛爭蔓延至

校園，學校受到不少衝擊，包括有團體發
起罷課、在校門外築人鏈及默站等，該會
對校園日趨政治化深表憂慮，嚴正要求有
關人士停止干擾學校正常運作，還校園寧
靜。

教局支持校方報警
教育局前晚亦回應指，學校不容許任何

暴力或刑毀行為，局方與教育界一致反對
政治入侵校園，會嚴厲譴責針對學校或學
生的暴力行為，並支持校方將案件交由警
方處理。
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亦發表聲明，

稱學校不是處理政見的地方，無論原因為
何，針對學校的行為「絕不能接受」，也
是不智的行為，「政治問題還需政治解
決」，各界應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訴
求，絕不能騷擾學校師生，並重申「反對
一切暴力」。
不過，他就試圖替暴徒轉移視線，稱

「學校不幸地成為攻擊對象，
問題源於政府沒有妥善解決持
續數月的政治糾紛。不少民調
顯示，大部分市民認為政府脫
離民意，葉建源促請政府停止
以警力鎮壓，盡快回應市民訴
求」云云。
另外，網上流傳一張疑似身

穿姚連生中學校服的未成年女
生戴上口罩、手持啤酒的照
片，根據地面塗鴉痕跡，相信
攝於該校附近，讓該校學生品
德操行再受質疑。■有人在校牆噴漆、向校內投擲「雪糕筒」。資料圖片

■沙田崇真中學大批學生圍繞籃球場合唱「獨」歌，有人高舉美國國
旗。 視頻截圖

陳偉強前日下午在西九校園授課時，
一批學生因不滿他上星期接受傳媒

訪問評論蒙面禁令時，認為新法規欠阻嚇
性，提倡應該「以暴動罪重囚示威者」，
而發起「Sit堂（旁聽）」行動。大批戴
口罩的「學生」當日湧入教室，紛紛對其
圍堵及高聲粗言指罵，要挾他道歉及收回
言論，更以鐳射筆照射他，過程前後長達
5小時，其間他三度被人推撞在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下午特意致電慰
問，陳偉強直言，當時場面令人恐懼，過
程更令他感到「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
無比絕望。

威迫交代立場 問家「裝修」否
他憶述，前日下午在西九校園教室準
備上中華文化課堂，突然有學生提及他上
星期受訪時的評論，要求他道歉及交代政
治立場，「開始時其實我完全唔想講，因
為這（言論）根本與課堂無關，只不過是
我在外間發表的個人言論，在言論自由前
提下，按道理不可能逼我交代自己的政治
立場。」
網上片段顯示，當時多名學生於教室
以粗口向陳叫囂，有人大叫「你好×驚
嗎？」、「驚你就唔好×返學啦，返嚟又
唔×教」、「你同我哋講啦，×你老母」
等，更有恐嚇指「你屋企使唔使『裝修』
啊」。
有關人等蠻不講理，陳偉強遂提到三

點：「一是反對暴力，二是尊重法治，最
後一點在於我是以中國人身份認同為原則
任教中國歷史和中西文化，絕不認同『港
獨』。」他感嘆已多番嘗試交代及解釋，
惟同學始終不接受，無奈下只得離開，卻
被阻擋去路。

「我嘗試離開不下十次」
「我嘗試離開不下十次，其間院長有

到來調停事件，但始終不成功。」陳偉強
只得被迫改到演講廳繼續「對話」。「過
程間有同學推倒我，前後跌了三次，頭和
腰都傷到少少。」
他直言，當時場面令人恐懼，深感人

身安全已再無保障，又感嘆當日的學生不
認同別人言論，即以非法禁錮、武力方式
試圖迫人屈服，根本是「反民主」和「反
言論自由」的行為，令人痛心及沮喪。
不過，陳偉強補充，改到演講廳「對

話」後，自己一些學生見情況變壞已提早
離開，卻見到很多他不認識的人加入，所
以做壞事的不一定是他任教班別的學生。

盼院校深思再遇暴力怎辦
對HKCC的處理手法，包括在他報警

後未有讓警員入校園，陳偉強認為，校方
可能想要平衡各方，包括顧及學生情緒，
「也不能說學校完全不對，但教職員的安
全都需要保障，尤其有人已經涉嫌違
法。」他坦言對此有點失望，「大學裡面
有人報警，如果大學唔俾入，當事人真是
會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還好當日未
有人受到太大傷害，他認為院校應深思，
如未來校園再有禁錮和暴力事件，應如何
應對。
不過，對陳偉強的追擊並未停止。昨

日，HKCC校方安排與學生公開對話，
網上突然傳出多則「新聞」，大字標題宣
稱「罵學生暴徒 理大講師被停職」云云
（見另稿），部分媒體指學生在會上就陳
偉強「指責學生是暴徒」的言論提出關
注。
陳偉強澄清，被圍堵當日，學生要求

他表達立場，他重申當有人參與暴力行為
被捕，理應予以譴責，「是指外邊的人，
討論的是已經承認在外面有參與非法暴動
的學生」，強調自己的言論絕非針對在席
者，也無稱呼現場學生為暴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口說言論自由，一遇相左意見即

「以暴壓人」，這般「講一套，做一套」的橫蠻態度，正是現今煽

暴派的寫照。理工大學專上學院（HKCC）講師陳偉強早前接受傳媒

訪問，因支持嚴懲暴力罪行的言論惹來學生不滿，前日上課期間竟

遭大批戴口罩學生圍堵批鬥及辱罵，前後禁錮近5小時，更三度被人

推撞在地，報警後校方竟拒絕警員入內。身為受害人的陳偉強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憶述當時的情況形容令人恐懼，他感到無比

絕望，並感嘆大學校園竟無法容下多元意見，又批評校方拒絕警方

入校，將令校園淪為「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險地。他認為事件

已充分顯示校園禁錮和暴力事件日益嚴重，期望校方未來可更好地

保障教職員人身安全。

謠傳受害人停職 勞資齊聲否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煽暴派不
斷發放假消息，營造「黑色恐怖」。有人散
播謠言稱，HKCC講師陳偉強已遭校方「暫
停職務候查」，一度惹各界猜疑他是否「有
錯在先」而被懲處。陳偉強昨日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強調絕無此事，所謂「本學期停
職」實為子虛烏有。HKCC亦發出澄清聲
明，陳偉強只是被委派擔任非教學的職務，
絕無所謂「停職」一事。
有學生昨日引述HKCC院長梁德榮稱，

「已暫時停止陳偉強的職務」，而HKCC
學生會內務副會長謝子樂亦宣稱陳停職期長
達「一個學期」，而校方「正就事件展開調
查」。

在這批批鬥老師的學生口中，受害人突然
變成「犯事者」而「停職候查」，白竟然變
成黑，令人深感疑惑。香港文匯報記者特此
再次致電陳偉強查詢，他指自己亦是剛從媒
體知悉所謂「停職」說法，並已親自致電梁
德榮查詢，對方直指是報道有誤。

有薪停課兩天 調職非教學
陳偉強直言，因應情況發展，他確會暫時
不授課，但只不過是以有薪假期方式處理，
而校方亦只提到周三及周四共兩天，「連星
期五是否放假都無講實，不明所謂『停一個
學期』的說法從何而來」。
昨日傍晚，HKCC亦針對有關流言發聲明

澄清，強調「有關陳偉強講師被停職的報
道」是絕無此事，陳偉強只是被委派擔任非
教學的職務。在適當的時間，學院將再考慮
如何安排他的工作。
陳偉強在受訪期間，還提及稍後打算跟校

方商討後續安排，包括是否按如常安排繼續
授課，「這方面交由校方安排，如果評估後
認為適合（授課），我就會去」，惟他亦坦
言，大前提是要確保其人身安全。
被問到會否擔心未來如何應付教學工

作，陳偉強強調自己並無做錯，往後亦不
怕面對自己的學生，「盡我能力教學及解
釋」，惟假如再有同類情況發生，亦只能
報警求助。

■HKCC講師陳偉強前日上課被批鬥，有學生粗口叫囂及用鐳射筆照射。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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