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實據譴責警 校長屈從黑暴？

中大生稱段崇智譴責「性暴」 梁振英籲管理者應有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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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前晚出席

學生見面會，遭大批涉暴學生校友百般羞辱，只因他未有依從學

生要求，公開譴責「警暴」。惟經過長達 6 小時的「強制對話」
後，段崇智被指突然轉軚，許下承諾要發聲明譴責警方的「性暴

力」，被質疑他在沒有真憑實據下作此「定論」，是向涉暴學生

「跪低」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 fb 撰文，指近月
「一個接
着一個的校長、院長向壓力屈服」，而向惡勢力低頭只會助長歪
風，呼籲身為一校之長者應有所擔當，
「說難（管理）就請走人！」

大批涉暴學生視當日的學生見面
會為批鬥大會，其間不但多次

打斷段崇智發言，更以鐳射筆照射其
臉部。現場還多次有人高叫「段狗可
恥」、
「×你老×」
等惡言辱罵挑釁。
有自稱遭受「警方性暴力」的女生要
求段崇智發聲明「譴責警方暴力」。
當時，段崇智重申會譴責「所有暴
力」
，大批涉暴學生即時鼓噪，有人更
在會後發起圍堵，阻止段登上座駕離
開，脅迫他承諾譴責「警暴」。
段其後返回會場與學生閉門會面。
有報道指，他在被圍期間突然改口稱
「警方性暴力，會譴責」
，其後才可勉
強踏出會場外上車。後來，他折返跟
學生進行閉門會面，有學生引述段曾
一度落淚，並
「承諾會譴責所有警察行
施嘅暴力」
，最終換來學生態度「180
度轉變」，紛紛改口稱「段爸」，又
為早前的無禮「躹躬道歉」。
段崇智經歷長達 6 小時的學生對
話，成功扭轉自己在學生心中的負面

形象。惟他口中一句「警方性暴力，
會譴責」，含意非同小可，特別是所
涉及的指控極其嚴重，尤其在警方昨
日才啟動調查的情況下，身為一校之
長者單憑「受害女生」於見面會的一
番訴苦便下「定論」，令人質疑這是
否恰當。

市民：向暴力跪低不妥
消息傳出後，不少網民對段崇智的
決定提出質疑和表示不解。「ngblowwater-a1」形容當時情況猶如「用把
刀對住佢喉嚨， 咁你要佢講咩都要架
（㗎）la（啦）」。「晚間理性的水
管」則諷刺道：「這樣禁錮不眼濕濕
才奇怪」。「mancheonghoho」更直
指：「校長算是向學生跪低了，無譴
責學生成為暴徒，比
（俾）
雷射槍照都
唔敢出聲，又比
（俾）
學生迫講『反對
警方性侵』才能離去，真無種！」
近月受「政治壓力」迫害、為恐
「得失」學生暴徒而畏首畏尾的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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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楚標憂教育崩潰
籲痛定思痛自我革新

助，校方竟以「考慮到現場氣氛」為
由拒絕警方進入校園，任由教職員置
身險地。有市民昨日就此去信該校投
訴（見另稿）。
「一個接着一個的校長、院長向壓
力屈服，一間又一間學校淪陷。」梁
振英昨日在fb撰文指，黑暴勢力最善
於疲勞轟炸，聲大夾惡，直至管理層
意志盡喪，向惡勢力含笑跪低， 跪低
後還要向對方賠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近月所謂反修例活動持
續有未成年學生參與，不少更淪為黑衣魔，對社會構成
極大破壞。全國政協委員黃楚標認為，目前香港的動
亂，充分顯示教育體系崩潰，導致青年學生無學、無
德、無禮、無義、無國亦無家。教育界應該痛定思痛，
為平息亂局出聲出力，更要為香港的未來，勇於自我批
判、自我革新。
黃楚標引述說，南非大學的入口處展示了納爾遜·曼德
拉的以下聲明：
「摧毀任何一個國家都不需要使用原子彈
或使用遠程導彈。它只需要降低教育質量，並允許學生
在考試中作弊。患者死於這種醫生的手中。建築物在這
種工程師的手中倒塌。金錢流失在這種經濟學家和會計師
的手中。人類死於這樣的宗教學者的手中。正義在這樣的
法官手中失去了。教育的崩潰就是一個國家的崩潰。」
當前的香港騷亂，通識教育、教協、加上教育局的放
任，是造成香港教育體系崩潰、香港學生變成無學、無
德、無禮、無義、無國亦無家的原兇。可悲亦可恥。因
此，香港教育當局、全社會和教育界應該認真、徹底作出
反省，查找在青年學生的教育方面到底出了哪些問題，包
括在國家民族觀念，社會擔當，人倫和個人修養等等方
面，到底有哪些根本性的缺陷，然後以良知和勇氣撥亂反
正，進行全面革新，給青年學生和香港光明的未來。

CY：怕得罪人如何管理？
他感嘆道，有學生參加政治暴動被
捕，身為校長急不及待趕去醫院，將
家長的責任取而代之，「為什麼，因
為怕了政治勢力，做這些動作，發這
些聲明，都是為了政治上自保。」
針對有大學生聲稱「被警察施
虐」，梁振英認為該名學生完全有能
力投訴告官，但也逼迫校長表態，
「為什麼？就是想通過校長表態，在
法理情上反黑為白，鼓勵全校學生加
入『逆權抗爭』的黑暴運動」。
梁振英強調，校長的第一任務是管
理，管理者往往是要得罪人的，大廈
管理員也要得罪人。「不善管理、不
想管理、不敢管理、沒有擔當的人，
繼續教學好了，不要做校長院長」，
並呼籲學校管理層應有所擔當，否則
就應換人，勿再給「A 字膊」者禍害
本港。

李漢祥：現無證據
談譴責失公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面對學生諸般侮辱，身為
一校之長竟得照單全收，更在脅迫之下胡亂許諾，無憑無
據陷警方不義。有中大校友對這齣鬧劇大感無奈，在批評
涉事學生行為不檢的同時，質疑校長在沒有掌握足夠證據
下，竟已公開宣稱支持某一方，更稱會發表譴責聲明，是
有失公允，呼籲中大應審慎行事。
中大工商管理碩士校友會會長、中大研究院舊生會創會
會長李漢祥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在前晚校
長見面會上，部分學生行為不檢，高叫侮辱性言語的行為
不能接受。
針對在會面期間，有學生不斷咄咄逼人，要求段崇智公
開譴責警方「性暴力」。李漢祥強調，學校並沒有能力在
校外進行調查和搜證，學生在這個情況下要求校方公開表
態並不公平，亦不恰當；校方在沒有掌握足夠證據、對事
情真偽並不了解的情況下，竟公開支持某一方，同樣有失
公允，呼籲校方宜審慎行事。

校方應慎行 不能凌駕法治
譴 …… 譴 責
警察暴力！

中文大學

▲HKCC涉暴學生
禁錮講師陳偉強的
情況。 網上圖片

就有學生引述段崇智在閉門會議期間，一度「承諾不會
有中大學生在中大範圍被捕」。他提醒，香港是法治之
都，大學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若校內發生罪案，警方
進去調查和執法，合情合理；若該『承諾』屬實，假設中
大學生涉嫌在校內有違法行為，其他中大學生豈不是沒有
了法律保障？」
李漢祥強調，大學是教育機構，負責教授學生知識和培
養他們的良好品德，學校管理層應該緊守這個原則，先對
違規的學生作勸喻；若違規程度嚴重，校方可按校規處
理。
李漢祥慨歎，學生是社會未來的棟樑，應該知識與品德
兼備，「光有知識而缺乏品德，他們將容易誤入歧途，甚
至成為很危險的一群人。」
社會接二連三出現學生的粗暴行為，眾多學校似乎無力
招架。李漢祥認為，學生要認清各人在校園內的角色：校
長負責行政管理、教師主要負責教學和研究、學生需要用
心學習知識和為人之道。
他強調，學校立場要鮮明，除了要表達管理層願意聆聽
學生的取態，同時
「讓學生知道自己並非管理階層」
，雙方
應該在和平、理性的環境下進行溝通。

市民狠批梁德榮 縱容禁錮壞校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理工大學
香港專上學院（HKCC）講師陳偉強日前在
校園遭涉暴學生禁錮批鬥長達5小時，其間
他主動報警，校方竟以「考慮到現場氣氛」
為由，阻止警方入內施援，引起各界嘩然。
校方前日在回應事件時，堅稱當日「對話比
較恰當和有效」，但對學生行為「表示遺
憾」及「保留紀律處分權利」。有市民昨日
忍無可忍去信校方，批評當日學生行為有如
黑社會流氓，事後竟可安然無恙，批評院長
縱容學生罪行，教壞下一代。

暴行片段瘋傳 院方平行時空

有學生不滿陳偉強在接受訪問時發表支持
嚴懲暴徒言論，10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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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以鐳射筆照射及粗口指罵。校方前日就事

件發補充資料，對有些學生不尊重老師言論
自由的權利表示遺憾，將啟動既有機制調查
當天事件，並對任何違反校規及不當的行
為，保留紀律處分權利。
就「有關警方進入校園」事宜，校方重申
院方當時考慮到現場氣氛及情況，認為由院
方管理層透過對話以解決師生糾紛會比較恰
當和有效。在院長調解下，師生其後和平離
開了校園。
不少市民翻看了當日的事發片段，感受與
校方所述南轅北徹。有市民昨日以「一個香
港納稅人」的名義去信院長梁德榮，信中提
及直播所見，一班學生粗口爛舌地以嘲笑口
脗向老師叫囂：「阿 sir 你屋企使唔使『裝
修』？」「唔好瀨尿呀！」「你咁×想走咪
報警囉，你好×驚、你好想走吖嘛，我知道
呀戇×！」「陳偉強、食屎」云云。

信中更特別提及有學生以鐳射筆照射講師
一幕，感嘆各大傳媒的描述已是輕手，「實
情是：學生以三支鐳射筆射着陳老師下體位
置，然後又叫又笑：『着火喇，唔好射
喇……着火！着火！着火！着火……』」。
該納稅人質問院長：「這種行為跟流氓跟
黑社會有什麼分別？有教無類不是這樣演繹
的，包容學生也不是沒底線的。」他質疑這
些人到最後不但「安然無恙」，逃過警方的
當場逮捕，事後更能以「上賓」身份跟院長
對談，令人感嘆教育原則和法治精神何在。

CY 提醒：是犯罪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亦在fb發帖指，學
生圍堵不讓老師離開是非法禁錮，不是尊重
不尊重的問題，「如果被禁錮的是反政府的
學生，學院的態度會一樣嗎？欺善怕惡的人

統計戴口罩學生 支援學校非
「算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特區政府上
周實施《禁止蒙面規例》，教育局隨即發信
呼籲學校主動了解學生情況，及要求全港學
校上報戴口罩的學生總數，被別有用心者質
疑是用以「秋後算賬」。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昨日重申，收集數據是為掌握整體情況，並
從支援角度出發，沒有追究學校或學生的意
圖。
他並提醒學生，所謂「人鏈」活動有機會
構成非法集會，呼籲學生切勿參與危險及暴
力活動。

教育局早前要求學校上報學生戴口罩的情
況，被質疑是向學校「施壓」。楊潤雄昨晨
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教育局自開學以來
一直關注學校運作情況，包括各類學生表達
意見的活動。當《禁止蒙面規例》實施後，
局方認為有需要具體了解學校情況，及學生
的情緒狀態，並對學校提供協助及支援。
他強調，教育局是以提供支援的角度出
發，重申局方從沒有追究個別學校及學生的
意圖，或大家所擔心的所謂「跟進行動」。
楊潤雄進一步解釋，教育局會詢問學校

「多不多學生戴口罩」，學校只須回覆「小
部分」、「大部分」或「一半」，沒有要求
學校按戴口罩的原因分類。教育局在了解大
致情況後，就會考慮是否有需要給學校多些
輔導支援。「當然，如某學校突然有一天很
多（學生）戴口罩，我們也會詢問是否由於
健康問題或其他問題，求個了解。」

楊潤雄：人鏈或違法
在特區政府宣佈訂立《禁止蒙面規例》
時，教育局亦向全港學校發信，促請學校提

不能當院長校長。」
他在另一帖文中認為，事件反映「這是強
盜世界，聲大惡哂（晒）。.....我們譴責學
生圍堵陳偉強講師的同時，更要譴責理工香
港專上學院。這樣管理院校，總有一天會自
食惡果。沒有能力、沒有擔當的院長，誤人
子弟，敗壞校風，不如歸去」。
他並質問教協：
「你們不是要維護教師權
益的嗎？講師因為評論時事被停職，你們不
為講師出頭，明顯地是因為這位講師的政治
立場和教協的不一樣。教協黨同伐異，政治
立場凌駕教師權益，政黨的尾巴大得藏不起
來。」
梁振英認為經此一事，大家要密切注
意多位反對派大專教師的公開言論，「請大
家向院校舉報，要求各院校向理工香港專上
學院看齊，將這些教師停職，相信各院校會
照辦無誤，希望教協不持異議。」

醒學生及家長，「學生在校內或校外均不應
戴上口罩或以任何其他方式遮蓋面孔」。楊
潤雄解釋，在學校內舉辦的課程、座談會等
活動，原則上並非集會，不受《禁止蒙面規
例》影響，而局方發信的原意是提醒學生免
墮法網，不必在街上佩戴口罩。
他還提到近日有學生自發築成「人鏈」，
有可能構成非法集會，呼籲學校多加提醒學
生注意安全。
被問到有中大女生聲稱自己被捕時遭受警
方「性暴力」，楊潤雄表示，留意到大學方
面表示會提供輔導予相關同學，希望這方面
能盡快推行，並期望有關人士能提供更多資
訊予警方，讓警方可以調查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