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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章：暴力違大學核心價值
須理智析對錯勿只講感情 管理層應按校董會方針處事

多所大學近月陸續失守淪為「政治戰

場」，個別大學生肆意破壞校園，又高舉美

國國旗，更有蒙面人對師長施以圍堵禁錮，

脅迫大學高層表態，中大校長段崇智結果向

涉暴學生「跪低」。面對暴力歪風日益在學

界蔓延，前中大校長、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

章接受香港文匯報及大文集團全媒體中文專

訪指出，此等極端行為明顯違背大學核心價

值，為此八大校董會主席才罕有地發出聯合

聲明，闡明大學不應捲入政治漩渦、反對暴

力、師生要為自己行為負責等立場。他並提

到，校董會為大學最高管治架

構，管理層理應按照校董會方針

處事，個人感受並不能代表大學

立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政治宣
傳大過天，令大學變得烏煙瘴氣。理
工大學昨日舉行第二十五屆畢業禮，
有兩名博士畢業生上台領證書時疑刻
意戴上口罩遮蓋面孔，公然騎劫典
禮。主禮的校長滕錦光見狀，未有與
兩人握手。有網民怒斥涉事畢業生
「丟架」、「不尊重」；亦有網民大
讚滕錦光「香港難得仲有一個唔怕黑
暴嘅校長，校長好嘢！」而滕錦光致
辭時特別提到，希望暴力在港消失，
令社會走出困局。

滕錦光籲反暴力 回復社會秩序
理大昨日的畢業禮向300名應屆畢
業生頒授哲學博士學位，同場亦頒發

榮譽博士學位予賽馬會行政總裁應家
柏。滕錦光致辭時提到，當前社會產
生嚴重分歧，希望大家能以尊重和理
性的態度表達意見，擁抱多元文化，
容納不同觀點，履行自己責任之餘，
還要尊重他人權利。他又表示，4個
月來的動盪不安，令香港市民感到憂
慮，並呼籲各方加強溝通，令暴力在
香港消失，讓社會盡快走出困局，回
復原來秩序。
據了解，在典禮綵排期間，理大已

呼籲畢業生上台接受頒授儀式時除下
口罩，尊重儀式，但個別畢業生未有
理會。其中一名博士畢業生戴黑色口
罩上台，當她走向滕錦光前欲握手，
滕當時退後一步似有說話，並以手勢

示意她繼續向前行，雙方未有握手。
另一名戴藍色外科口罩的畢業生上台

前，有工作人員曾勸喻她除下，但她依
然故我。她在台上先後向校董會主席林
大輝、滕錦光及台下鞠躬，滕亦以手勢
示意她前行，雙方並無打算握手。

學生會「發功」揚言有「後續」
在典禮完結後，理大學生會急不及

待「發功」，署理會長胡國泓顛倒是
非不提典禮被騎劫，更借機搞事，揚
言會有「後續行動」，將在其餘畢業
禮場次會場門口派發口罩，並鼓動畢
業生用「不與滕錦光握手」的方式
「表達意見」云云。
有網民不齒學生騎劫典禮的行為，

「Breggie Fung」直斥「啲畢業生有
尊重畢業典禮個場合嗎？面係人哋俾
（畀）， 架是自己丟的！」「Olga
Chan」表示，「討厭任何形式騎劫！
咁有態度就畢業禮都唔好參加！」
「皮陳李」嘲諷道，「帶（戴）住口罩
果（嗰）D（啲），好怕見人咩？畢業見
工都戴口罩，記得永遠唔好除呀！」
對於滕錦光拒絕握手的決定，獲得不

少網民大讚，「Ling Chan」表示，
「校長做得十分正確，支持你！」
「Peter Wong」則指，「香港難得仲有
一個唔怕黑暴嘅校長，校長好嘢！」但
有網民擔心涉暴學生對師長不利，
「Osen Li 」反問，「呢個校長咁夠
薑，唔怕比（俾）黑學生圍毆咩？」

畢業生戴口罩 理大校長拒握手

■保安人員勸喻畢業生除下口罩，但未獲理會。
電視影片截圖

■滕錦光（右）拒與戴口罩學生握手，只作出手
勢請她下台。 電視影片截圖

■該名學生（左）不聽勸喻，依然戴口罩上台。
電視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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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章
訪問片段

近月多宗暴力衝擊事件均有學生
參與，有意見認為本港教育制度應
為此負責，尤以通識科責任最大。
曾任教統局局長、於任內落實通識
為核心科的李國章總結，通識科存
在「欠教材、缺師訓、乏觀課」三
項執行問題，教育當局近日雖已接

連推出「課本自願諮詢」及增加通識專家
督學兩招救亡，惟李國章感嘆「說易行
難」，措施成效多大還是存疑。
李國章早前曾表示通識科理念無錯，惟

在執行上出現問題。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專訪時進一步解釋，「一：無教材，老師
鍾意點教就點教，便會用《蘋果日報》等

做教材，最方便；二：無好好訓練好通識
科教師，培訓不足夠；三：無去觀校，於
是老師做咩都可以，監管不足。」

倡錄影課堂 行動勝「譴責」
教育局近日先後推出兩招，看似是呼應

了上述提及的問題所在。不過，李國章對
此不感樂觀，「講係非常之容易講，但能
否做得到，是兩碼子的事」，他認為，即
使安排人員到校觀課也是無補於事，「你
搵人入去觀課時，老師當然好好去教，
（人員）一旦離開又會變回『想做咩就做
咩』的狀況」。尤其全港學校數目眾多，
根本不可能有足夠人手逐一觀課。

他提出，假如教育局想要認真處理這般
情況，是否可以考慮在每個課室安排鏡頭
錄影，「如果老師教得好，更可以將片段
給其他學校作為教材參考」。惟他亦坦
言，這項建議不見得會被採納，然而每次
「出事」若教育局只作出「譴責、遺憾」
等「口頭」反應，是遠遠不足夠的。
至於教師質素方面，李國章相信香港絕大

多數教師都非常專業，用心教好下一代，
只有小部分因其政治觀點扭曲事實。這方面
除了需要當局努力外，每所學校的校長都需
做好把關，「每個機構都有人才、有敗
類，自己去揀選好自己的人，是一校之長
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段崇智10月10日與學生進行對話會，
其間多次遭學生批鬥，包括被人以惡

言辱罵挑釁，又用鐳射筆照射其臉部。對
話會完結後更一度被學生圍堵阻止離開，
脅迫他要發聲明「譴責警暴」，結果段崇
智在被圍期間突然改口稱「警方性暴力，
會譴責」。
及後他發出公開信，在欠查證下完全採
用被捕學生對警方的片面指控，稱會就20
宗個案去信特首林鄭月娥，爭取「在機制
外嚴正跟進」，又戴頭盔稱警員涉暴「經
查證後」須予以譴責，卻對學生涉嫌參與
違法暴力行為隻字不提，被多個團體及社
會人士質疑有欠公允。

段校長公開信 非大學立場
「段校長所發出的公開信，是他個人情
緒感受的反映，但這並不代表大學」，李
國章指出，大學最高的管治架構是校董會/
校委會，而八大校董會的立場，已在較早
前的聲明中清楚表達。他並強調，理解每
個人都有情緒，然而做事不能只憑感情，
不問理智，「大家都唔想見到有人受傷，
但最後要問清對錯，以理智分析事件，不
應被感情蓋過所有一切。」
八大校董會聲明清楚提到，大學不應捲
入支持某一特定政治立場的漩渦，不容許
任何形式的暴力、粗暴言語和無禮行為；
同時所有大學持份者都須守法，員工和學
生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涉行為操守問
題師生，可預期被引用相關程序和機制對
其作出跟進，懲處的方法包括譴責、暫令
停學/停工，甚至解除學籍/解僱。
「我們歡迎有不同意見，但討論之中不
應以暴力、大聲、粗口去嚇窒其他人，應
以文明方式表達」，李國章強調，這是大

學校園的應有模樣。可惜近月暴力事件並
不只在社會發生，而是蔓延至校園之中，
屢次出現欺凌、攻擊不同意見的同學和老
師。

大學做事要有規有矩
當中以脅迫校長表態的情況尤其嚴重，

繼早前段崇智不堪壓力「跪低」，有港大
學生依樣葫蘆發出「限時令」，要求校長
張翔今日內答應4項訴求，包括「譴責警
方暴力」。李國章透露，張翔近日有公務
不在港，未必能及時親身回應，但相信其
回應會符合八大校董會聲明立場。
他解釋，八大校董會的聲明，是要說明大

學做事有規有矩，更是要給管理層信心，讓
他們能放心做正確的事。「始終大學管理層
每日接觸不同學生，當然大部分都是講道理
的，但亦有少數是『有佢講無人講』、歪曲
事實，甚至是毀壞學校，難免會令管理層
驚，擔心日日見住佢哋會好難做」，因此校
董會才罕有地發出聯合聲明，予以支持。

社會最弊不只暴徒還有賣國賊
被問到教協形容聲明「措辭強硬且強調

懲處，給人印象相當負面」，李國章指早
已預料在聲明發出後，所謂「泛民」派別
定會作出攻擊，「但想清楚，（聲明）有
什麼是講錯呢？我們是保護言論自由和法
治。」他又指，要求學生為行為負責，是
教人要有做人的道德。
他表示，目前社會上看到最弊的情況，

並不只是看見暴徒在街頭放火打人，而是
有教協這類團體，在一旁鼓動或催動，不
斷吶喊助威，個別團體甚至被指涉收受外
國資金，「好話唔好聽，這是否我們新一
代的賣國賊呢？」

通識執行三問題：欠教材缺師訓乏觀課

學生甘淪「二等公民」「非常可悲可恥」
各大學校園政治風波持

續，李國章慨嘆說，對上月
有所謂港大學生在校園高舉
美國國旗及唱美國國歌尤感

到痛心，對有人甘心淪為「二等公民」表
示可悲。他又提及港大畢業生議會早前通
過所謂「要求校監林鄭月娥辭任校監一
職」議案，重申校方早就此相關「議題」
進行深入檢討，且已早有定案，而是次投
票人數只佔議會成員的冰山一角，不宜無
限放大。
被問及近月持續有學生宣揚「港獨」訊

息，亦有人在港大校園內舉美國國旗及唱
美國國歌，李國章坦言：「我們看到這些

是非常傷心的……為何情願去當別人的奴
隸，淪為二等、三等市民，都不願抬起
頭，驕傲地當個中國人，這是非常可悲、
可恥。」他強調這正是需要教育發揮作
用，教好學生分辨是非黑白。
他強調，回歸後港人獲得的自由遠比以往

多，包括擁有以往不曾有過的選舉權利，
「以前的總督是英國派來的，香港人無權出
聲的；現在最少都有選委會，即使有人認為
它不夠代表性，但都遠比沒有好。」正當香
港逐步向前之際，有人卻想將此全都摧毀，
他感嘆這根本是毫無道理。

特首任校監早有定案

港大畢業生議會早前通過所謂「要求
校監林鄭月娥辭任校監一職」議案。李
國章表示，針對「特首校監必然制」的
問題，港大年前已為此設檢討工作小
組，亦有報告詳細分析，最終一致決定
特首應該擔任大學校監，是故這項問題
並不存在。
他又指出，上述「議決」只得三千多人

參與投票，而畢業生議會成員有超過19萬
人，「換言之其餘絕大多數的港大畢業生
或不認同、或不投票、或不覺得這是緊要
事，這點少數卻被部分媒體不斷放大，這
豈不是扭曲事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姬文風

香 港 文 匯
報訊（記者
余韻）畢業禮
本應莊重嚴
肅，部分大專
學生卻「抗
爭」上腦肆意
叫囂搗亂，行
為令人側目。
在前日舉行的珠海學院畢業禮，便有數名畢業生
戴口罩上台，其間有人高叫「光復香港」等
「獨」口號，又有人在台下拉起「要求譴責警
暴」黑布橫額。此舉引來其他畢業生反感，有十
多名內地碩士畢業生集體離場以示不滿。
珠海學院前日舉行第六十九屆畢業典禮，由校

長李焯芬等主禮，為108名碩士及176名學士畢
業生頒授證書。據珠海學生會影片所見，在頒發
中國文學系、英國語文學系、新聞及傳播學系學
位的演講廳內，有人接過畢業證書後，高叫「光
復香港」，台下隨即附和「時代革命」，肆無忌
憚地散播「獨」思想騎劫畢業禮。
另外，亦有台下畢業生拉起「強烈要求譴責警

暴」的大型黑布橫額，意圖迫使校長李焯芬「譴
責警暴」。有在場學生向傳媒表示，十多名內地
碩士畢業生疑不滿畢業禮遭騎劫，曾一度以普通
話反駁並集體離場。
有網民批評香港學生做法，「陳淑媛」指，

「香港學生低智成這樣，淨（係）識用小學雞手
段。」「Lai Ping Cheung」則苦口婆心地勸喻，
「其實，唔理咩政見，作為一個自認有高度學識
嘅大學生，係咪應該尊重學校，尊重父母，尊重
自己，真心誠意去出席自己嘅畢業禮，不應涉及
任何因素而破壞典禮。」「Claudia Lai」則表示，
「一生人難得畢業！值得回憶？自討沒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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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禮被煽暴派學生擾亂，有
碩士畢業生拉隊離場表不滿。

珠海學院學生會fb片段截圖

■李國章表示，理解每個人都有情緒，但做事
不能只憑感情，不問理智。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多所大學近月陸續失守淪為「政治戰場」，有中大生對師長施以圍堵禁錮，脅迫大學高層表態，校長段崇智最終向
涉暴學生「跪低」。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