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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日前通過港區國安法立法的決定，

獲得香港市民廣泛支持。香港文匯報上周就此

向本港各所大學查詢，但只有仁大率先表態，

其餘院校經多日沉默後昨日終於陸續回應。其

中港大、中大等五所大學發出校長聯合聲明，

指會完全支持「一國兩制」，理解訂立國家安全法的必要性；而浸

大校長亦指同意國家安全和香港穩定的重要，並期望政府就立法繼

續積極與市民溝通；城大也指支持「一國兩制」。另公大及演藝學

院則表示，立法有助香港繁榮和穩定發展。

港大、中大、理大、嶺大、教大（以校長名義）：
◆完全支持「一國兩制」，理解訂立國家安全法的必要性
◆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健全法制與法治、良好治安、多元包容，對香
港的長遠發展至為重要
◆珍惜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論、新聞、出版及集會自由等權利

浸大（以校長名義）：
◆同意國家安全和香港穩定的重要
◆就全國人大決定制定香港國家安全法，期望政府繼續積極與市民溝
通，確保法例適合香港、符合市民期望、及使市民充分了解其內容
◆期望國家安全法能保障基本法賦予大學的院校自主，學術自由

城大：
◆支持「一國兩制」
◆謹守「大學自主、學術濟世」，秉持政教分離的原則

公大：
◆建立健全的國家安全法律將有效維護香港的安全和整體利益，讓香港
得以繼續穩定發展
◆有健全的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才能有效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所
賦予港人的各項權利和自由
◆相信「一國兩制」以及相關的自由和法治精神能繼續得到保障

演藝：
◆支持落實「一國兩制」，明白訂立國家安全法的重要性，相信立法有
助香港及內地長期繁榮和穩定的發展
◆重視言論、新聞、出版及集會的自由，相信這些乃基本法賦予香港社
會的重要部分

仁大：
◆全國人大根據憲法和基本法，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事宜訂立法律和
執行機制
◆國家安全關乎香港的繁榮穩定和「一國兩制」能否成功落實，希望香
港盡快從紛亂和憂患中恢復過來
◆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亦是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重要基石

恒大：
◆校方沒有政治立場
◆鑑於個人意見容易被誤解為院校立場，校長不擬發表個人意見

科大：
◆未有回覆

大學就國安法回應重點

資料來源：各院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五大校長：理解國安立法必要
張翔段崇智滕錦光鄭國漢張仁良發聯合聲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本港近日
接連出現多個反對港區國安法及《國歌條
例草案》的所謂「學校聯署」，不少已被
揭發是攬炒派政客及「獨人」重施故伎騎
劫校名，旨在抹黑國家安全教育，撈取政
治本錢。
教育局昨日強調，任何人等不應利用學
校作為表達政治訴求的場地，而國家安全

與國民福祉攸關，教師教授相關內容是責
無旁貸。有中學教師昨日亦建議，教育局
需訂立清晰指引，予學校更強硬的措施應
對同類的騎劫行為。
教育局發言人重申，學校並非表達政治

訴求的場地，尤其不應煽動尚未完成中小
學教育的學生，在具爭議及正在發展的政
治事件表態或參與行動，教育局會繼續與

學校攜手合作，不容政治入侵校園。
教育局又指，國家安全立法旨在維護國

家安全，同時保持香港穩定，「一國兩
制」、高度自治，當有關條例落實並在香
港實施，局方會考慮具體的推行細節，讓
學生理解背後的意義及當中條文，與憲
法、基本法及其他重要法例一樣，在法例
訂立後會考慮具體的推行細節。

讓校方有更強硬措施應付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通識科教師穆家駿

昨日接受《點新聞》訪問指，騎劫事件中
受影響的學校或校友會雖已陸續澄清跟相
關「聯署」無關，惟有關歪風絕不可長，
籲教育局需訂立清晰法律指引予學校，令
學校有更強硬的措施應對，杜絕被捲入政
治漩渦之中，干擾學校正常運作。
他感嘆香港經歷近一年的黑暴事件後，

「港獨」思潮愈演愈烈，國家實有迫切性就
維護國家安全訂立港區國安法。
穆家駿又提到，目前本港初中課程雖有
規定15小時基本法課時，但無規定在何種
學科或課程講授，導致很多中學生缺乏對
於憲法和基本法的了解，或令他們對港區
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和過程產生誤解。
他建議教育局未來在推廣港區國安法的

同時，也應釐定更清晰指引，加強學生基
本法和憲法教育。

批「聯署」騎劫校名 通識師倡教局出指引

香港大學校長張翔、中文大學校長段崇
智、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嶺南大學校

長鄭國漢及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等五人昨日
發出聯合聲明，指國家及香港的繁榮穩定與
年輕人的未來息息相關，安全穩定的社會環
境、健全法制與法治、良好治安、多元包
容，對香港的長遠發展至為重要。
聲明續指，完全支持「一國兩制」，理解訂
立國家安全法的必要性，並珍惜基本法所保障
的言論、新聞、出版及集會自由等權利；各校
亦會一如既往地堅守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並
維護多元文化，貢獻社會。

浸大校長指同意國安重要
另浸會大學校長錢大康回應指，同意國家
安全和香港穩定的重要，並期望特區政府繼
續就全國人大的立法決定積極與市民溝通，
確保法例適合香港情況和符合市民期望，讓
市民充分了解其內容。
他又提到，香港是多元社會，不同成員持

不同立場本屬正常，期望國家安全法能保障
基本法賦予大學的院校自主，學術自由。
除以上六名大學校長外，城市大學、公開
大學及演藝學院昨則以院校名義發聲明。
城大表明支持「一國兩制」，會專注本

業，謹守「大學自主、學術濟世」，同時秉
持「政教分離」的原則，引領社會，為所當
為，惟該校未有就國家安全正式表態。

公大：自由法治獲保障
公大則表示，香港年輕人的未來建基於長

期繁榮穩定的社會環境，需要有健全的國家
安全法律制度，才能有效保障基本法賦予的
各項權利和自由。
公大續指，香港過去一年經歷了憂患不

安，大家均期盼和平與秩序重臨，認為健全
的國家安全法律將有效維護香港安全和整體
利益，讓香港得以繼續穩定發展。該校並強
調，相信「一國兩制」以及相關的自由和法
治精神能繼續得到保障。

演藝：立法助繁榮穩定
演藝學院則說，安全和穩定的社會，是香
港未來持續復原的重要因素，學院重視言
論、新聞、出版及集會的自由，相信這些乃
基本法賦予香港社會的重要部分。該校強調
支持落實「一國兩制」，明白訂立國家安全
法的重要性，相信立法有助香港及內地長期
繁榮和穩定地發展。
其他院校方面，樹仁大學早前率先發聲

明，強調國家安全關乎香港的繁榮穩定和
「一國兩制」能否成功落實。
樹仁大學又指，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亦是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重要基石，希
望香港盡快從紛亂和憂患中恢復，重新出
發。
而恒生大學日前回覆稱校方沒有政治立

場，校長何順文亦不擬發表個人意見。
至於科大及校長史維，至本報昨晚截稿時
則仍未回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除各大學以
校長或院校名義就港區國安法立法表態外，
八大校董/校委會主席昨日亦發聯合聲明，支
持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和執行機制，藉以防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和活動。

八大校董/校委會主席包括城大黃嘉純、浸
大陳鎮仁、嶺大姚祖輝、中大梁乃鵬、教大
馬時亨、理大林大輝、科大廖長城及港大李
國章的聲明指，作為香港市民，在得到國家
保障的同時，亦有責任保護國家安全。他們
除支持基本法，也支持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防止危
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他們並強調，國家安全法有利維護香港繁

榮穩定；有利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亦有利於為大學教育與科研提供安寧的環
境。

八大校董會主席聯合聲明撐立法

■ 科大於昨晚截稿前，仍未就全國人大早前通過港區
國安法立法決定作回應。圖為科大校園。 資料圖片

本港再多三宗新冠肺炎本地個案，
深夜又傳多四人初步確證。這次爆發
的群組中，有女患者曾三次到私家診
所求醫，男患者也曾求醫一次，但醫
生均無要求他們留樣本檢測。近期疫
情反覆，與本港防疫有所鬆懈有相當
關係，尤其是私家醫生要求病人做檢
測的數量遠遠不足，導致難以切斷隱
形的病毒傳播鏈，有引發新一波疫情
的危機。政府應加大檢測力度，必要
時賦予衞生署更大權力，包括強制要
求私家醫生做好病毒檢測工作，切實
堵塞防疫漏洞。

新冠肺炎患者在染病初期就有很強
的傳染性，盡早識別受感染人士並進
行隔離，對控疫十分重要。今次的群
組病例，反映本港病毒檢測措施存在
漏洞。昨日新增的三宗病例，兩名患
者曾到私家診所求醫，都沒有留樣本
作檢測，以致患者實際上早在4月底已
有病徵，卻一直沒有被隔離。

根據政府數據，由1月至3月30日，
衞生署和醫管局一共做了9萬個新型冠
狀病毒測試，平均每日 1,000 個。3 月
28日，政府將每日檢測由1,000個提升
到多於 2,000 個。對照入境處統計數
字，3月10日至3月24日，每日有逾萬
人入境，3 月 25 日後每日亦有約 4,000
人入境，顯示政府的檢測數量遠遠不
足，距離多位學者建議的每日7,000個
檢測數量更有明顯距離。反觀一河之

隔的深圳，早在2月，僅僅大鵬火眼實
驗室就達到每日1萬個的檢測能力；人
口只有香港十分之一的澳門，每日也
能做5,000個至6,000個測試。香港有必
要提升檢測能力，才能做到早發現、
早隔離。

及早發現病徵不明顯的感染者，私
家醫生的作用尤其重要。私家醫生在
三、四月分別做了3,600次及5,700次檢
測，但 5 月已回落至約 2,800 次。情況
顯示，隨着疫情放緩，私家醫生的防
範意識已有所鬆懈。私家醫生本應是
防疫中警惕性最高的一群，靠他們找
出社區的潛在感染者。現在私家醫生
檢測做得太少，未能做好社區把關，
反而成為防疫的漏洞。

私家醫生檢測不足，一方面是某些
醫生怕麻煩，不願增加有關工作；另
一方面是某些患者因為病情輕微，不
願留樣本。但這些都不是疏忽防疫的
理由。衞生署早在4月已發信，提醒私
家醫生為輕微病徵的病人進行檢測。
衞生署轄下13間診所和18間醫院管理
局普通科門診均可作病毒測試。然
而，由於衞生署只是呼籲、促請，沒
有法定權力要求有病徵者都必須檢
測，私家醫生不配合亦沒有任何責
任。政府應考慮運用《預防及控制疾
病條例》，賦予衞生署長更大權力，
指令私家醫生加大檢測力度，堵塞社
區防疫漏洞，防範疫情再爆發。

抗疫萬勿鬆懈 多檢測堵漏洞
全國人大通過訂立港區國安法的決定，各種謠言

謊言如影隨形而起，企圖誤導港人，製造恐慌，阻
礙立法。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日批評「這實在是聳
人聽聞！」他希望市民擦亮眼睛，看穿一些人的卑
劣伎倆，與謠言背後的政治圖謀作堅決切割。回顧
香港的歷史便清楚，散播謠言、製造恐慌，令香港
社會動盪不安，這是反對派及外部勢力的慣用伎
倆；但謠言恫嚇總是被事實粉碎，不斷證明中央堅
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在「一國兩
制」下香港的法治、人權自由得到保障也舉世公
認，鑒古知今，明辨是非，市民可完全打消對國安
法立法的恐懼疑慮，為順利完成港區國安法立法營
造更有利的社會環境。

針對港區國安法的謠言不一而足，諸如國安法出台
後，港人將喪失言論、出版、集會、遊行自由，港人
不敢再自由表達；港人與外國政府官員接觸交流，都
可能被視為「勾結境外勢力」、「顛覆國家政權」，
甚至和外國人吃飯都會被抓起來；內地執法人員隨時
在香港以危害國家安全為名捉人，並送回內地受審，
香港獨立司法蕩然無存，國安法比「送中法」更可怕，
等等。散播這些危言聳聽謠言之人，正是曾經作出危
害國安行為、今後還想繼續的極少數人。他們之所以
混淆是非、妖言惑眾，目的就是要令市民由恐懼而相
信謠言，不自覺被綁上他們阻礙港區國安法立法的戰
車，淪為抗拒港區國安法的人質。

反對派及外部勢力一向把散布謠言、製造恐慌當
作政爭利器，在香港回歸前後的每個階段和重大事
件中都屢見不鮮。早在中英簽署《中英聯合聲
明》，香港回歸的時間表、路線圖明確下來，進入
回歸前的後過渡期，當時就一直有人宣稱，1997年
7月1日起，解放軍大舉進駐香港，隨時實施「軍

管」，中方承諾給予香港的人權、自由、民主不會
兌現；美國《財富》雜誌封面以「香港已死」為
題，預言九七之後香港大倒退。但事實證明，這些
「預言」完全破產。回歸後，香港連續20多年保持
了全球最自由、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地位；《財
富》的姊妹雜誌《時代》周刊，更以大篇幅報道推
翻「香港已死」的預言，並公開認錯，聲稱香港比
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繁榮！

儘管如此，反對派及外部勢力為反中亂港、謀取
政治利益，從來沒有放棄過造謠恐嚇，反而變本加
厲，屢屢在一些重大事件上，例如二十三條立法、
國民教育、人大釋法、政改方案，直至去年的修例
風波，重複運用製造謠言、危言聳聽的手段，「中
央剝奪港人權利和自由」、「『一國兩制』已死」
的謠言幾乎如出一轍，向市民進行疲勞轟炸的洗腦
文宣，放大謠言的誤導效應，藉此搶奪話語權，騎
劫民意，令香港陷入無日無之的政爭撕裂。

中央決定訂立港區國安法，是基於香港局勢作出的
慎重決策，針對的是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依法防範、制止、懲治搞「港獨」、黑暴、恐怖活動
和外部勢力干預等極少數人，保障的是香港的長治久
安和繁榮穩定，保障的也是香港的高度自治和廣大市
民享有的比回歸前更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沒有危害國
家安全的居心，不謀顛覆國家政權之事，不觸碰國家
安全的紅線，對港區國安法何需擔憂害怕？理性明智
的市民，只要回顧歷史、對照現實，完全可以清晰看
到中央維護「一國兩制」、保障港人權利一以貫之，
廣大市民不僅不應被謠言綁架，反而要堅決抵制一切
謠言，積極為港區國安法立法建言獻策，凝聚最廣泛
而強大的民意，支持港區國安法順利通過，早日落實，
使「一國兩制」的根基更加牢固，港人權益更有保障。

鑒史知今明辨真偽 勿被危言恫嚇綁架

社
評

W
EN

W
EI

E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