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協調查指四成人壓力指數偏高 反暴力生被迫跟叫「口號」壓抑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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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責任編輯：簡 旼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一名16歲少年，9月參與「光復屯門」時被搜出
藏有改裝雨傘和鐳射筆，裁判官蘇惠德鑒於案情嚴
重性，將控罪由「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工具」改為
「管有攻擊性武器」，並裁定被告罪名成立。本來
這是裁判官依法行使職權，但有暴徒竟然在網上詛
咒蘇惠德「不得好死」，又揚言要「制裁」蘇。一
位法律界老友對自明話：「詛咒恐嚇法官性質嚴
重，已經涉嫌刑事藐視法庭，政府、司法機構應予
以嚴厲譴責，警方更應依法調查、拘捕恐嚇者，

從速提出檢控，維護司法權威，以利
止暴制亂。」

犯事的少年年紀輕輕，所犯罪行卻一點不簡單。
老友分析：「他當日帶有雨傘和鐳射筆，而且刻意
用登山杖改裝雨傘，令雨傘的攻擊性大大加強。之
所以改控罪，裁判官解釋，如果控罪有缺陷，證供
與控罪不符，裁判官必須修訂。這是《裁判官條
例》賦予法官的權力。少年如果只是參與遊行，根
本無必要帶有這些物品，利用這些物品用來攻擊警
察的企圖十分明顯，裁判官改控『管有攻擊性武
器』，合情合理而且合法。」
對於有目無法紀的暴徒公然聲言要「制裁」裁判

官，老友強調：「一定要依法必須追究。司法獨立，
這是香港保持良好法治的基本原則。法官獨立判決不
容干擾，更不能恐嚇法官，這是不可侵犯的天條。對
判決有異議，可以上訴，但絕不能侮辱、恐嚇法官。
按照本港法律，任何人發佈誹謗法庭或司法人員的言

論，發表妨礙司法公正的文字或

說話，均有可能觸犯藐視法庭罪。這條罪雖然沒有法
定的最高刑罰或罰款，但參考過往的案例，最高可被
判入獄兩年或罰款5,000元，絕對不是講笑。」
本港近來針對法官的激進言論不少，本案被告早

前被法官拒絕保釋時，已經有近百名「口罩黨」在
法庭門外包圍囚車，有人在網上咒罵拒絕保釋的法
官。老友認為：「這種亂象與社會大環境有關，社
會撕裂嚴重，反對派成為煽暴派，大肆散播『違法
達義』、『公民抗命』等歪論，將暴徒美化為『勇
士』、『義士』，鼓吹什麼『只有暴政、沒有暴
徒』，結果令一些年輕人以為只要為了『崇高理
想』，就可以無法無天、任意妄為。在暴力氣氛蔓
延下，暴力勢力只要遇到不符合他們心意的判決，
就對法官施以詛咒、恐嚇。」
止暴制亂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老友認為：

「『治亂世用重典』，要

止暴制亂、回復秩序，警方、立法、司法有不同的
角色和任務，應各司其職，共同止暴。法官在擁有
充足證據、合法合理的情況下，控以較重的控罪，
正是彰顯法治公義、對香港責任的體現。警方也要
從嚴執法，維
護法官威信，
令恐嚇法官的
言行得到應有
懲處，以儆效
尤。」

維護公正司法 恐嚇法官須嚴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科大
前日黃昏舉辦校長論壇期間，學生
會臨時委員會內務副會長梁銘軒，
在一名白衣內地男生走過身前輕微
觸碰後疑「插水」、彈開「倒
地」，引發大批黑衣魔指稱名白衣
男生「推跌人」，更上前圍毆。昨
日，有人一度在 fb公開群組發放懷
疑是該男生的銀行卡及身份證相
片，公然侵犯私隱，惟有關帖文不
久後被刪除。

在科大校長史維日前舉行的學生論
壇期間，有支持校長的內地生遭大批
黑衣魔圍毆。現場一度有人聲稱被打
者「推跌」他人在先，惟香港文匯報
昨日根據網上片段，獨家披露該名白
衣內地生手插褲袋慢慢向前移動，但
在經過一名黑衣魔身旁時，該名黑衣
魔就誇張地「彈開」5呎然後「倒
地」，證明有黑衣魔「插水」企圖陷
害該內地男生，借機挑起矛盾、煽動
暴力。

內地生被屈「推跌人」私隱疑遭公開侵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中文大學昨
日舉行畢業典禮，大批所謂「學生」及黑衣
魔聯手「騎劫」作政治宣傳，校園多處遭人
惡意塗鴉，有人戴V煞面具或黑口罩聚集校園
高叫「港獨」口號。典禮期間，有畢業生背
對主禮台，高叫「時代革命」等「港獨」口
號，試圖掩蓋國歌旋律。中大校長段崇智在
致辭時強調，畢業禮對學生及家人而言是特
別日子，對這些不尊重及可惡行為深表遺
憾。其後，校方指發生特殊情況，在典禮進
行僅半小時便宣佈典禮腰斬。
儘管段崇智此前發聲明稱「對部分警員涉
不當用暴力違人權，經查證後須予譴責」，
向黑衣「學生」跪低，但有關人等並未因此
收斂，反變本加厲。日前，網上就有「學
生」發起所謂「聲援」被捕中大生行動，更
故意安排在昨日中大畢業禮前舉辦遊行，結
果引來大批黑衣魔及V煞面具人聚集校園。

多處有人貼文宣塗鴉播「獨」
有關人等高舉所謂「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標語及唱「獨」歌，校園多處亦見有人
貼上文宣及塗鴉，包括在地上寫上「寧為玉
碎，不作瓦全」字句。
黑衣魔遊行隊伍「進佔」百萬大道叫口號
期間，一名說普通話戴眼鏡男子在現場路
旁，右手拿起一把約3吋長小刀，對着大群黑
衣魔高唱國歌。有現場記者質問其來意，他
隨即蹲身放下小刀至地上，解釋道：「昨（6
日）晚科大有內地生被打，我害怕會被他們
（黑衣魔）圍攻，覺得自己有人身危險。」
他再三強調自己並無把刀對向人，有關舉
動只是為了防備，「因為現在香港的政治風

波很亂……需
要 有 防 身 手
段！」他被大
學保安帶走，
事件中無人受
傷，其後該男
子向警方自首
並被捕。
畢業典禮約

10時許進行，
現場部分椅子
在開始前已遭
人塗鴉，不少
畢業生戴黑色
口罩入場。典禮開始奏國歌時，部分畢業生
刻意轉身背對台典禮台，其間不斷叫喊口
號，意圖蓋過歌聲，主持人一度開聲，要求
在場者尊重他人和場合。
段崇智在致辭時首先指出，畢業禮本應是

愉快場合，對學生、家長和親友而言都是特
別的日子。惟在前晚及昨日在中大先後發生
一些不尊重（disrespectful）及仇恨（hateful）
行為，導致校園遭受污損，他對此表示深切
遺憾。
他續稱，希望跟在場學生真誠對話，並即
場放棄原有講稿臨場「爆肚」，提醒學生
「人類是群體動物，而社群中必然存在不同
價值、立場、顏色的人士，期望同學能學會
互相尊重和理解。」段崇智又強調，人生是
一路累積走來，籲學生不要只着眼今天的成
敗，而應放遠目光。最後，他引用諾貝爾和
平獎得主史懷哲名言：「成功不是快樂的關
鍵，快樂才是成功的關鍵，如果你熱愛自己

做的事，你便會成功」，期望學生銘記在
心。

被迫腰斬 發言人籲理性
在畢業禮舉行約半小時後，大會司儀表示

因發生特殊情況，宣佈提早結束典禮。台下
有人持續叫喊「香港人反抗」等口號，亦有
人步出會場至烽火台繼續抗議。
中大發言人事後回覆查詢指，由於校園出
現特殊情況，有不同意見者在表達意見時發
生口角，校園遭大量塗鴉，而典禮進行期間
亦受到騷擾，故大學在頒發所有學位後，決
定即時中止典禮。當時，所有學生畢業程序
已完成，原定的頒發教學及研究獎項等環節
則取消。
發言人解釋是由於校園遭大量塗鴉、不同
意見者在表達意見時發生口角，及典禮進行
期間受騷擾所致，籲任何人表達意見都必須
在理性，包容和合法的情況下進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
港科技大學昨日舉行的多場畢業禮也
同遭擾亂，有黑衣魔乘機在校大肆塗
鴉，更有人衝上主禮台揮舞「獨」旗
及叫口號。有部分畢業生則刻意戴口
罩上台，在領取畢業證書時拒絕向校
長史維鞠躬。典禮結束後，大批黑衣
魔在校園聚集生事，更一度封鎖南門
出口位置。科大對有關滋擾行為予以
譴責，並會就事件進行調查，以決定
是否作出跟進行動。
大批黑衣魔昨日現身科大校園，有

人在校園外牆噴上「free hk」、「光
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字句，有人則
趁典禮開始前衝上主禮台叫喊和揮
旗。
在學生領取畢業證書期間，部分畢業

生乘機作政治宣傳，有人刻意戴黑色口

罩上台、舉起所謂「五大訴求」手勢、
對史維高叫「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
抗爭」等，有畢業生則拒絕向史維鞠
躬，更故意抬高頭以示輕蔑。
科大發言人表示，畢業典禮是一個

莊嚴而隆重的場合，對畢業生及其參
與的家人和朋友而言，皆是一個歡欣
及值得紀念的時刻，不應受到干擾，
對畢業禮上出現的滋擾行為，科大感
到失望，並予以譴責。

將調查事件 決定是否跟進
科大強調，學生於享有言論及表達

意見自由的同時，應尊重他人的權
利。校園各處被塗污及張貼單張，大
大增加了前線清潔員工的負擔，校方
將就昨日事件進行調查，以決定是否
作出跟進行動。

黑魔「封門」鬧事 科大譴責滋擾「V煞」騎劫畢業禮 中大校園立立亂

■段崇智批評，近日中大出現不
尊重及仇恨行為致校園遭受污
損，對此表示深切遺憾。

中大供圖
■大批戴「V煞」面具分子在中大校園出
沒。 中大校園電台圖片

青協全健思維中心今年9月至10月間進
行「中學生情緒壓力狀況」調查，以

抽樣自填問卷訪問了14所中學2,685名學
生，其中的抑鬱量表顯示，逾半人有出現抑
鬱情緒表徵，較常見的有難以專注、為以往
不困擾的事感煩惱、睡得不好等，情況值得
關注。而以1分至10分計，壓力指數偏高
（7分至10分）的中學生亦佔41.7%，比去
年同期多出4.2個百分點。
對中學生而言，學業仍是新學年主要壓力
來源，受訪最擔憂首三項為應付測驗/考
試、成績未如理想，及休息時間減少等，各
有約一半人選擇。需要注意的是，有24%學

生直言對社會氣氛緊張最感憂慮，亦各有近
一成人指，擔心朋輩間因對社會事件有不同
意見而引發衝突，及被同學冷落/排斥/欺
凌，可見修例風波對學生平靜的校園生活衝
擊甚大。

遭「禍必及妻兒」仇警思維嚇怕

同時，青協「關心一線2777 8899」於去
年9月至今年8月間曾處理20,430宗情緒相
關的求助，較之前一年大增逾4,000宗，另
有逾9,600宗個案與校園生活相關。有求助
中一女生遭激進分子散播「禍必及妻兒」仇
警思維嚇怕，得知一同升中的好友家人從事

警務工作後，擔心如繼續維持友好，自己也
受牽連一同遭其他同學討厭或排斥，卻又不
想疏遠好友令其孤獨無援，因而不知如何自
處深感困擾。
「黑色恐怖」極速蔓延，不少中學生慘被

「滅聲」。有求助個案為中學學生會成員，

他本身反對一切暴力及破壞公物行為，但擔
心表達意見後會使內閣失去支持甚至遭排
擠，因此只能選擇掩飾立場，言不由衷地與
同學一起叫「口號」，又直言目前的分化氛
圍很恐怖，被迫壓抑個人想法讓他感到很大
壓力及難受。

網絡資訊影響 部分學生沮喪
青協業務總監徐小曼指，受紛擾的社會氣
氛及網絡資訊影響，部分學生開學後仍未能
調整心情，亦容易因外在環境出現憤怒、恐
懼、無力及沮喪等負面情緒。呈較多抑鬱徵
狀的青年，傾向收藏感受，或多選擇於社交
平台與「同聲同氣」的人「圍爐」分享，然
而此類網絡「共鳴」，並不等同現實中有意
義的聯繫，如長期忽視，很容易產生孤獨憂
鬱情緒，會對身心構成負面影響及增情緒病
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社會

氣氛持續緊張，對不少年輕學生的

情緒帶來負面影響。青協的最新調

查顯示，開學至今有逾四成中學生

壓力指數偏高，較去年同期高4.2個

百分點，近四分一人更表明對「社

會氣氛緊張」最感擔憂。有求助中

一生指，好友家人從事警務工作，

擔心若繼續一齊玩自己亦受牽連遭

排斥，但又不想好友孤獨無援，內

心掙扎困擾；有本身反對暴力與破

壞的中學學生會成員，覺得當前分

化氛圍很恐怖，只能掩飾個人立場

與同學一起叫「口號」，深感壓抑

與難受。

■左起：香港青年協會學校社工組單位主任
許珍珍、業務總監徐小曼、「關心一線」單
位主任吳錦娟。 青協供圖

憂遭排擠扮「黃」中學生壓力大
■有中學生憂遭排擠扮「黃」
與同學一起叫「口號」，深感
壓抑與難受。 設計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