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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學生會校園電視近日涉盜取大學官方拍攝的迎新影片，惡搞成欺凌及仇恨

內地生版本。校方隨即予以譴責，要求校園電視刪除短片及公開道歉。校園電視至昨

日凌晨應校方要求發出所謂「道歉聲明」，內文卻繼續死撐短片是「政治諷刺」、

「無意攻擊任何人」，更故意將facebook專頁的頭像轉成全黑畫面，表現得毫無悔

意。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狠批港大學生會校園電視的辯解歪理連篇，並強調世

界各地的言論自由均有底線，濫用者須面對法律和其他後果。

假道歉真歪理 港大生會無悔意
梁振英：言論自由有底線 濫用者須面對法律後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兩創科女將膺獎學金 盼深造天文探索太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虹宇）人類對太空的探

尋和疑問不止，兩名香港新一代的創科女將，積
極鑽研最前沿的知識與科技，欲問九天。熱愛天
文的港大生張素兒及科大生陳茵茵，於今年度的
「創新科技獎學金」脫穎而出，獲資助到海外深
造所學。
張素兒正致力透過天文陣列望遠鏡，探索星體
形成及外星生命之秘；陳茵茵則希望研究低成本
的前沿火箭技術，讓大眾平民亦能有太空旅行的
特殊體驗。
「創新科技獎學金」由創新科技署和滙豐共同
支持及贊助、青協主辦，今年大會從163名參與
遴選的本科生中選出25名「創科之星」，每人可
獲最高15萬元獎學金，用於海外或內地交流研
究、本地實習、師友指導及服務項目計劃等。
獎學金得主包括港大三年級生張素兒。主修化
學、副修天文的她受老師啟蒙，愛上天文化學無
法自拔，立志研究200種化學物質在宇宙空間中
的變化情況及星體形成的秘密。

她在視像訪問中分享指，今年暑假期間特別參
與協助教授修復十幾年前天文陣列望遠鏡拍攝的
紅超巨星參宿四圖像，以研究其大氣層運動情
況，又希望通過觀察化學物質在太空中的變化，
例如宇宙中存在構成蛋白質的基本單位，即氨基
酸的前身的軌跡，追蹤外太空是否有人類之外的
智慧生物存在等問題。
張素兒並透露，正計劃利用獎金前往荷蘭或美

國深造天文化學，邁向研究殿堂。

希望有機會加入NASA
同樣獲獎的科大國際科研（物理）三年級生的

陳茵茵，自小着迷於太空探索，她對如何降低火
箭運輸成本，幫助平民到太空旅行等項目有濃厚
興趣，深感香港對於太空探測方向資源不足，望
能前往海外研讀相關課程。
她表示，由於疫情影響本已成功申請的海外交

換生計劃被迫取消，還好獲得此次獎學金機會，
能前往海外修讀工程、天文學及太空科學科目，

希望未來有機會加入NASA，接觸最先進的技
術。
除了兩名「太空創科女將」，今年的「創新科

技獎學金」得主，亦有不少人專注於將跨學科的
技術結合，從而創造更多可能性。
中大醫科生（環球醫學培訓）梁熙朗，致力研

究將AR技術與醫療結合，將之應用於手術及醫科
生訓練；理大服裝及紡織課程學生黃濼霖，則欲
以AI、大數據等新科技加入服裝設計中；來自理
大物理治療學的謝樂容，將以「馬術治療」為研
究目標，希冀在馬術治療中加入AI、VR技術，
改善患者康復療程。

■張素兒與導
師合照。
香港青年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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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茵茵立志
在太空探測方
面大展身手，
目標前往美國
太空總署工
作，為港增
光。
香港青年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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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短片於 9月 1日於 fb、IG及 You-
Tube等平台發布，該片擅取了港大官

方fb的迎新短片並肆意改動片段中的字幕及
圖片，內容包括貶損內地學生是「間諜」，
諷刺內地高考尖子成功獲獎學金，更扭曲大
學傳統為「恐嚇、極端民族主義、獨裁、政
治宣傳」，更抹黑大學「將學術自由、院校
自主拒諸門外」。
港大在 2日傍晚罕有地公開作嚴厲批
評，校方中央管理小組發聲明，表明短片
滲入欺凌及仇恨言論，不容將其偽裝成
「言論自由」，亦不容存在於港大之中，
要求移除短片並作出道歉。建築學院院長
偉仕達批評短片是「低級趣味」、「笨拙
地利用了諷刺的形式去推動歧視」，內容
極具冒犯性。

死撐內容「僅為政治諷刺及模仿」
昨日（3日）凌晨2時，校園電視於fb發
聲明，稱與校方商討後，願意就涉事影片向
所有受影響人士致歉，但內文就「澄清」該
影片「沒有意圖攻擊任何人」，又形容片段
內容「僅為政治諷刺及模仿」、「旨在指出
校方問題」云云。
聲明又將短片內各種歧視和仇恨言論淡化

為「用字不準確」，僅為引起觀眾「誤會」
而致歉。換言之，校園電視由始至終都不承
認短片有歧視成分，遑論就此錯誤真誠致
歉。同時，校園電視fb專頁於聲明發表前
後，又將頭像更換為全黑畫面，明顯在暗示
不滿，毫無悔意。
有關聲明表面迎合校方要求，卻處處隱含

詭辯，更死
撐這是所謂
「 二 次 創
作」，梁振
英昨日在 fb
發帖批評，
看過影片的
人都知其意
圖是以校方及內地人為攻擊對象，批評港大
校園電視以所謂「諷刺和模仿」作為辯解理
由，根本只是跟從港台《頭條新聞》慣用的
歪理，更說明「青年學生受荼毒是有根可
尋」，又強調濫用言論自由是有法律和其他
後果的，希望同學們汲取教訓。

湯家驊感嘆教育制度出問題

行會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昨亦在fb發
帖指，不少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對一些舉
世核心價值，例如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
認知貧乏和片面得令人吃驚，「什麼時候大
學生竟然認為一些欺凌仇視他人的言論是一
種社會能接受的表達方式」，感嘆到底是教
育制度出了嚴重問題，還是個別傳媒、非友
即敵之極端社會對立氣氛，導致一代又一代

的年輕人走上了缺乏良知的不歸路。
有網民認為，事件充分反映本港大學生的

質素每況愈下。「sinchau」表示：「HKU
就係教出一班咁低質嘅大學生，依（）家
驚左（咗）國安法咪做埋晒依D（呢啲）小
學雞行為囉，有本事就唔好讀丫嘛」，
「billy80」則認為事件是「完美演繹暴大學
畜嘅無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香港公開
大學校董會宣布，委任城市大學特別項
目總監兼胡梁子慧教授（理學）及化學
系講座教授林群聲為下任校長，接替來
年卸任的現任校長黃玉山。林群聲任期
由明年4月1日起生效，為期四年，是公
大第六任校長。
公大校董會於去年11月成立校長遴選

委員會，展開招聘新校長的工作。至今
年1月，遴選委員會委任顧問公司支援
招聘工作，2月遴選委員會進行了一連
串的諮詢，徵集持份者對遴選工作的意
見及對新校長的期望。大學於3月在本
地及全球展開招聘工作，經過多輪遴選
及會面，遴選委員會一致推舉林群聲出
任公大下任校長。

林群聲昨出席了3個公開論壇，分別
與公大教職員、學生及校友會面，校董
會在同日的會議上正式通過他的委任。
公大校董會及校長遴選委員會主席黃奕
鑑表示，作為一所年輕並且發展迅速的
大學，公大需要一位傑出的學者和有遠
見的領袖帶領大學再創高峰，他深信林
群聲能帶領該校繼續發展，並達致追求
卓越的目標。他又提到，林群聲於2011
年6月至2017年6月期間，曾出任公大
校董會成員，對該校有一定認識。
林群聲對有關委任表示榮幸，他指會
致力推動公大成為優質的綜合型大學、
並在提升學術研究水平時，也繼續積極
提供開放及靈活的教育課程，讓社會受
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為支援學校教導學生認
識和尊重國旗和區旗，以及
遵守國歌奏唱的禮儀，教育
局課程發展處新學年為小學
生製作了《我們的國旗、國
歌和區旗》有聲故事繪本，
通過兩名小學生的對話，幫
助同學認識尊重國旗、國歌
及區旗的重要性，以及在慶
祝重要日子和特別場合中，
升掛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
時應有的禮儀和態度。
教育局昨日表示，此有聲

繪本可供家長與子女一同欣
賞，幫助孩子認識和尊重國
家的象徵，從而加強他們對
國民身份的認同。至於學校

亦可利用教育局的「認識國
旗、國歌及區旗」網頁
（中、英文版）提供的課程
資源，推行相關學習活動。
此有聲故事繪本詳情，可瀏
覽 www.hkedcity.net/etv/re-
source/4257100191。

15 歲女生
陳彥霖死因
研訊昨進入
第九日。曾
任職青山醫

院法醫精神科的何美怡醫生以專家證人作供
指，陳彥霖生父最近10年至少5次因思覺失
調入住青山醫院，今年初再被診斷患有分裂
情感性障礙，據文獻顯示，假若父母其中一
方有思覺失調，其子女比正常人有更高患病
風險。由於陳彥霖去年8月12日起精神狀況
明顯變差，出現語無倫次、思緒混亂及幻聽
等，故判斷她當時首次出現思覺失調，又指
思覺失調、對立反抗症及青少年操行障礙，
都分別會提高患者自殺機率。
何美怡醫生供稱，上月8日就陳彥霖的精
神狀況撰寫專家報告，其間曾與陳彥霖的母
親、外公、姑媽、堂姊和社工等人通過電
話，並參考過上述人士的證人供詞、相關閉
路電視片段及陳彥霖的解剖和毒理報告等。
她指，陳彥霖由小六開始經常發脾氣、執
着及與舅父和母親等「權威人士」爭執，腳

傷後開始不上學，常出夜街及帶不同男子回
家過夜，中二時開始不服從的表現加劇，除
去夜街還逃學及離家出走，多次出入女童
院、嗜酒、不停轉男友，甚至任職陪酒員
等，故判斷陳彥霖當時患有青少年操行障礙
及對立反抗症，而兩者可以同時存在。
何美怡指出，陳彥霖去年8月12日起精神
情況明顯變差，出現幻聽、思緒不完整、語
無倫次、自言自語、無法正常溝通，又先後
發生塘福襲警及女童院刑毀兩件事並要送往
屯門醫院，至8月尾又回復正常，但9月17
日及18日又向外公和朋友說聽到「有人同佢
講嘢」，18日晚更徹夜難眠，不停「執嘢」
及「發呆」，19日續在學校有異常行為，包
括在課室脫鞋及睡枱底、用1小時執儲物
櫃、坐在港鐵地下等，判斷陳彥霖在去年8
月12日首次出現思覺失調。
何美怡認為屯門醫院有關陳彥霖的醫療

記錄不完整，沒有記錄陳彥霖當時的情緒
變化，又指陳彥霖在醫院的精神狀態穩
定，但陳母、社工等人不約而同地指陳彥
霖當時在醫院時大吵大鬧，並不能與她正

常對話。

陳父確診思覺失調有遺傳風險
她續指，思覺失調的症狀可以突然出現亦
可緩慢出現，一般可維持數星期至數個月不
等，其中約八成病人首次病發是在16歲至30
歲，遺傳是風險因素之一，例如病人家人有
病史等，而陳彥霖的生父已確診思覺失調，
令她有十分一機會病發。
何美怡強調，思覺失調並非精神病，而是
精神病的徵狀。她推斷陳彥霖亦可能患上藥
物誘發或者短暫精神障礙，因為陳彥霖曾表
示吸食大麻，精神障礙亦可能在一日或少於
一個月內病發。陳彥霖雖沒濫藥，但有吸過
大麻，而大麻是可誘發思覺失調的毒品之
一，即她僅服食過數口亦足以誘發症狀，亦
要同時考慮基因及其他風險因素。
死因庭昨已傳召所有證人，但有陪審員要
求知專提供更多閉路電視片段，又要求政府
化驗師在毒理報告中列出所有測試過的藥物
等資料。法庭押後至今日繼續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錦言）學校是學生
學習的場所，專業的教育工作者理應堅拒政
治入校，還校園寧靜。新學年剛開始，天主
教教育事務處向天主教旗下中小學的校監及
校長發出「開課備忘」信件，表明以學校名
義成立的組織，及學生穿上校服參加校外活
動，應事前獲得校方批准或支持，並強調任
何人士均不應利用學校作為表達政治訴求的
場地，更不應該散播仇恨、暴力思想，提醒

校方保持警覺。
據報道，信件由天主教香港教區教育事務
主教代表劉超賢發出，提及去年的社會事件
及今年停課給學校日常運作帶來諸多困擾，
為保學校盡快回復正常運作，復課後校方除
卻追趕學習進度外，亦需留意學生言行及情
緒，並對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及輔導。
信件並提及，學校應保障師生言論自由，
但師生不論課堂內外，均應以和平、理性、

尊重與包容及合乎教育原則的方式表達意
見，不應將學校作為表達政治訴求的場地，
亦不應該散播仇恨、暴力思想。在教材方
面，學校應監督老師嚴謹、理性、客觀持平
的處理教材。
信中還提醒學校「保持警覺」，無論以學
校名義成立的組織，例如學會等，或由校方
舉辦的活動，還是學生代表學校或凡穿校服
參加的校外活動，一律均需獲得校方批准或
支持。並強調，如學生有任何行為偏差，學
校應先按校本機制處理，給予改過自新的機
會，若學生行為出現嚴重偏差，則再行考慮
是否有更適當的處理方式。

精神科醫生：陳去年8月首現思覺失調

◀校園電視
於 fb 發聲
明後將頭像
更換為全黑
畫面，明顯
在 暗 示 不
滿，毫無悔
意。

fb截圖

▶梁振英昨
日狠批港大
學生會校園
電視的辯解
歪理連篇。

fb截圖

教局製有聲繪本 助小學生識國旗國歌

林群聲任公大新校長 明年4月履新

天主教區「開課備忘」穿校服參加活動須獲批

■《我們的國旗、國歌和區旗》有聲故事繪本截
圖。

陳彥霖
死因研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