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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文大學決定把畢業禮改為網上舉

行，惟有小部分畢業生趁機在校園內遊行搞事，更公然肆意

鼓吹「港獨」，包括戴上面具揮動「獨」旗幟及高叫「獨」

口號等。中大在有人在校內展示「獨」旗幟及高叫「獨」口

號時報警，並將集會情況即時通報警方，及對此等違法行為

予以強烈譴責。教育局強調，校園非法外之地，師生須遵守

法律，更不應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局方支持中

大報警，及對有損大學聲譽行為作出處理。警方高度重視並

嚴厲譴責有人在大學校園內公然違反香港國安法及刑事毀

壞，表示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已接手處理並展開調查。

國安處查「中大生」校園播「獨」
有人校內展「獨」旗叫「獨」口號 教局支持校方報警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錦言

亞洲各大學今年就業力排名
香港

科大
港大
中大
理大

內地

北京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清華大學
復旦大學

新加坡

新加坡國立大學
南洋理工大學

日本

東京大學
東京工業大學
京都大學

韓國

韓國科學技術院
首爾國立大學
浦項科技大學
漢陽大學

資料來源：泰晤士高等教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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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損教育聲譽 大學生就業能力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錦言）黑暴分
子侵擾校園，令香港教育聲譽大受影
響，更令全球僱主對本港的大學畢業生
失去信心。泰晤士高等教育（THE）昨
日發表「全球大學就業能力排名
2020」，亞洲各主要地區大學都出現明
顯上升趨勢，唯獨香港多所上榜大學排
名大幅下跌。其中，去年一度躋身十大
的香港科大排名急降16位至第二十六
名，港大亦急跌13位至第四十八名。資
深人力資源顧問直言，社會事件衝擊
下，僱主難免會質疑大學生「過分投
入」，對其知識水平有保留，更會擔心
其立場對客戶及公司形象有不良影響。
教育界則慨嘆，是次排名反映搞事的大
學生已令本地甚至國際間企業老闆「怕
咗佢哋」，香港年輕人應該深切反思，
否則自身的競爭力會進一步下降。
「全球大學就業能力排名2020」由

THE與法國顧問公司Emerging負責，邀
請全球22個國家及地區的9,000名高級管
理人員參與，分別就6,000所院校的就業
能力進行評分。全球首三的大學繼續為美
國名校，依次為加州理工學院、麻省理工
學院及哈佛大學，但名次有互換。
在香港有4所大學上榜，其中香港科

大、港大及理大排名都下跌，前兩者跌
逾10位，後者亦下跌4位至第一百二十
九名，只有中大微升至1位排第八十六。
綜觀各亞洲主要地區大學的表現，包括
內地、新加坡、日本及韓國等地，前列
大學幾乎均排名上升（見表），香港明

顯成了區內就業力「獨跌」之地。
對就業能力急跌，香港科大發言人回

應指，一向視排名為參考，以助校方了
解自己的表現，並掌握需要完善的地
方，大學將一如既往，不斷求進。

僱主憂激烈立場釀不良影響
資深人力資源顧問周綺萍認為，一年
之間本港多所大學就業力排名大幅度下
跌，應與過去一年多的社會事件關係較
大，而若只涉及學術性原因，通常跌幅
較緩變化時間較長。
她指出，由於社會事件的緣故，僱主
在招聘本港大學畢業生時，難免會質疑
其有否「過分投入」導致精力分散影響
學習，並會對畢業生的知識水平有保
留。同時，僱主亦會顧慮畢業生會否因
自身激烈立場，對辦公室環境、公司外
在形象、客戶等產生不良影響。

張民炳：老闆怕咗搞事者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

去年一系列暴力違法甚至播「獨」事件，
不少大學生參與其中，令老闆「怕咗佢
哋」，認為任何機構都不願請有搞事傾向
的畢業生，尤其是私營機構，風險由老闆
及股東自行承擔，顧慮自然增多。他強
調，是次排名中，香港周邊的亞洲地區名
次均顯著上升，其他地方並無出現範圍廣
長時間的激烈的對抗行為，說明區內大學
及年輕人本應具備相當高的競爭力，香港
年輕人應該對此深切反思。

「港獨」分子有計劃地借中大
畢業禮搞事，昨日清晨

起，中大校方已於書院、教學樓
及公共空間發現多處被刑事毀
壞，包括噴漆塗鴉「獨」標語，
校方即時報警及盡量清理。
正午後，一批身穿「畢業
袍」、自稱為「應屆畢業生」
者，和小部分穿上便服的黑暴分
子罔顧社交距離及公眾秩序，擅
自在大學校園集會遊行，更走出
馬路阻塞校內交通，不少人戴上
「V煞」面具，有人公然手持「光
復香港，時代革命」的「獨」旗
幟及「香港唯一出路」標語，將
莊重的黑色畢業袍變身為宣揚黑
暴的政治工具。
下午1時許，他們抵達百萬大道

集會多次合唱「獨歌」。其間，中
大保安及相關人員在現場持續多次
廣播，包括以大聲公提醒，聚集者
可能觸犯限聚令及《公安條例》，
呼籲人群停止聚集及盡快離開，惟
有關人等不聽勸阻，更有參與者與
保安起爭執。

校方強烈譴責違法行為
中大昨日就事件發聲明指，部
分人在校內展示「港獨」橫額及
旗幟，又高叫「港獨」以及顛覆
國家政權口號，大學於早上已經
報警，並將遊行集會情況即時通
報警方，校方強烈譴責有關人等
的違法行為。
聲明強調，畢業禮是莊嚴場合，
絕對不應作政治表態及發放政治訊
息的場合，對於所有不尊重場合、
不顧其他畢業生及其親友感受的不
負責任行為，甚至觸犯國家安全之
舉，大學深表遺憾並予以強烈譴
責，又強調任何中大學生或職員作
出有損大學聲譽的行為，校方必定
按紀律程序嚴正處理。
中大消息人士則向香港文匯報
透露，校方早前已於網上留意到

昨日集會遊行消息，但活動並無
申請，校方無從辨識發起者身
份。就此，校方曾嘗試聯絡學生
代表，希望向發起及參與者轉達
不要以身試法的訊息，及留意法
律及健康風險，惟對方回應指不
會干預有關活動。
為此，大學特別作出戒備，昨

清晨起加強巡視，於校內數十處
較偏遠地方的牆壁及馬路發現塗
鴉及橫額，並即時盡量作清理。
消息人士指，校方擔心此大型毀
壞行動是有計劃地與下午的遊行
配合，已隨即報警並將相關遊行
的資訊通報警方，如有需要，大
學會盡力配合調查，強調學生或
其他人不能將校外不容許的違法
活動，試圖帶進校園內。

部分人沿途噴漆涉刑毁
警方昨晚發表聲明表示，昨日

有人在中大校園內聚集，其間展
示「港獨」橫額和旗幟、叫喊
「港獨」口號，涉嫌干犯香港國
安法，更有部分人沿途以噴漆作
刑事毁壞，校方已就事件報警。
對有人在大學校園內公然違反香
港國安法及刑事毀壞，警方高度
重視並予以嚴厲譴責，而警務處
國安處已接手處理並展開調查。
教育局亦發表聲明，譴責有自

稱中大學生的人未經申請下於校
內組織遊行集會，增加疫情傳播
疾病風險，並破壞校園安寧及公
物，涉嫌干犯違法行為。

校園非法外之地 師生須守法
發言人強調，校園並非法外之

地，師生須遵守法律，更不應從
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大學有管理責任，確保運作符合
法例要求，以及學生和社會整體
的利益。局方支持中大就事件通
報執法部門，並以既定機制處理
有損大學聲譽行為的做法。

中大有小部分畢業生昨日趁機
在校園內遊行搞事、煽「獨」，
社會各界人士大為反感，香港中
文大學研究院舊生會幹事會昨發
表聲明，嚴厲譴責有人未經校方

批准在中大進行集會和遊行，及在多處以噴漆
塗鴉校園；支持大學針對所有涉嫌違法的行為
報警處理。曾任中大校董會成員的葛珮帆表
示，警方及駐港國安公署應迅速嚴正執法，以
免黑暴活動再次蔓延至街頭。

研究院舊生會促校方紀律處分
中大研究院舊生會幹事會在昨日聲明中嚴厲

譴責昨日的滋事者，並表明支持中大昨日發表
的聲明，認同畢業禮絕對不是政治表態及發放
政治信息的場合。所有損害大學聲譽的行為，
應按紀律程序處理，而一切在大學校園內的活
動必須要遵守香港法律及校方指引。
該幹事會並呼籲大學生及校友不要參加違法

及違規的活動，並對大學針對所有涉嫌違法的
行為報警處理表示支持。
葛珮帆表示，香港國安法已實施逾4個月，
黑暴勢力因而沉寂，社會好不容易稍微回復平
靜，但相信黑暴勢力仍然潛伏於社會各階層，
包括校園內就有不少「港獨」分子盤踞，昨日

中大的事件是最好的證明，更令人憂慮校園政
治化的局面再度加劇，暴力場面將會重演。
她認為，即使校方已就事件報警，但關鍵在
於警方及駐港國安公署的應對方法，「若然不
迅速地嚴正執法，將令社會接收錯誤訊息，以
為做乜都得。」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畢業禮應是難忘、
莊重、備受尊敬的場合，但為了所謂「訴
求」、一己私利破壞畢業禮的行為十分自私，
「在高等學府完成學業的大學畢業生，竟然連
香港與內地是一體的，不可分割的關係都不知
道，實在無知。」
「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做出宣揚『港獨』
的違法行為，視法律為無物，漠視、踐踏法治，
簡直無法無天。」因此，他支持校方認真跟進此
事，警方亦應該嚴查違法行為，並提醒年輕人勿
被有心人利用，做違法亂紀的事而斷送前途。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今次

中大報警反映滋事學生行為的嚴重性。作為教
書育人的平台，中大有責任教授、講解香港國
安法，讓同學知曉「有什麼不能做」，同時要
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故建議中大在通識教育科
目中加入國安教育，但提醒有關的導師必須講
求客觀、說事實，勿將政見帶入課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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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考評局職員八宗罪
正常做法

一、所有擬題前的準備會議須由試卷主席主持

二、會議須通過保密渠道和在保密場所進行

三、準備會議的討論範圍僅限於提供擬題方向

四、擬題員草擬的所有參考資料和試題擬稿須送
交審題委員會備悉或討論

五、所有審題會議須由試卷主席主持和審題員參與

六、在審題程序前或期間，考評局須向審題委員
會提供指引，以提醒他們留意有否觸及敏感議題

七、評卷參考應與試題一併擬備，以作為衡量試
題評核重點的重要參考

八、一位審題員和一位校對員曾分別就第2(c) 題
提出意見，這些意見和回饋本應送交審題委
員會在最後批核試卷前作充分考慮

資料來源：教育局專責小組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考評局職員違規問題

該考評局職員沒通知或邀請試卷主席參與準備會
議，只有該職員和擬題員參與

部分第2(c)題的試題討論於公共場所，或通過不安
全渠道進行；當中無留下任何記錄，讓審題委員會
知悉

討論範圍超出了訂定試卷方向的規定，包括具體討
論和篩選參考資料和試題擬稿

被選用的參考資料和試題擬稿，並無送交審題委員
會

其中四次審題會議只有該考評局職員和擬題員參
與，另其中一位特定審題員並沒有參加任何會議

該考評局職員沒向審題委員會成員提供處理敏感事
宜的指引，在整個審題過程中亦沒有參考該份指引

評卷參考沒有在審題初期與試題一併擬備，而是在
審題後期才提交審題委員會，當中並未處理第2(c)
題的核心要求，即沒有就考生對「日本為中國帶來
的利多於弊」引文的整體判斷訂立評分準則，是不
完整的評卷參考

該考評局職員自行決定不接納這些可能非常關鍵的
後期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因應今年文憑試歷
史科日本侵華「利大於弊」的冷血試題（第2(c)題），
教育局專責小組在昨日公布的報告中，不點名批評
「一名考評局職員」多次不遵守守則和規章的八宗
罪，包括無視人數及保密性規定召開審題會議、不向
審題委員提供處理敏感事宜的指引，更擅自決定不接
納審題和校對員對冷血試題提出的關鍵意見等。報告
提到，參與擬卷過程的考務人員中，唯一的考評局職
員是「考評局評核發展經理」。香港文匯報翻查資
料，曾聲言「沒有日本侵華，哪有新中國」的前考評
局「黃高層」楊穎宇正是當時的歷史科評核發展經
理。
教育局於6月就冷血試題事件成立由教育局、考評局

代表和考評局前委員，一位退休校長和一位大專學者組
成的專責小組，就考評局擬題、審題和批核機制進行調
查，並於昨日公布調查結果和改善建議。小組發現，導
致冷血試題事件的原因之一，是「一名考評局職員」在
擬卷過程中未有遵守部分守則和規章，亦沒有實施既定
的質素保證措施。
報告指，今年文憑試歷史科擬卷的審題委員會，由試

卷主席、擬題員、5名審題員和一名考評局評核發展經
理所組成，另有三位校對員和兩位審核員在完成擬題後
審核試卷。
考評局已於各個擬卷階段設置質素保證措施，並避免
出現由一人或部分成員主導擬卷過程情況。然而調查發
現，涉事的考評局職員於整個擬卷過程的多個階段，包

括擬題前的準備、審題、審核和校對等過程，均未有切
實「按章工作」，先後犯下「八宗罪」，包括架空試卷
主席，自行跟擬題員參與準備會議；在公共場所開會違
反保密要求且沒有留下記錄；扣起處理敏感事宜指引沒
有向審題委員會提供；審題員和校對員曾分別就冷血試
題提出意見，但該職員卻擅自決定無視等（見表）。
報告表明，該考評局職員的違規，不僅令考評局難以

在擬卷過程中讓審題委員會實踐集體負責原則，更大大
削弱了考評局守則與規章的應有功能，導致未能及時發
現和適當處理問題。
小組並向考評局提出共8點建議，包括加強考評局高

層人員參與、委任教育局課程人員擔任審題委員會當然
委員等，以確保考試和試題的質素。而考評局發言人昨
晚回應，指已收到有關調查結果及改善建議，會仔細研
究、積極跟進，以進一步強化質素保證機制，完善文憑
試的擬題機制及措施。

楊穎宇屢fb發布不當言論暗煽「獨」
是次報告未有點明涉事考評局職員身份，但於註釋處

可見，參與今年文憑試歷史科擬卷過程的考務人員中，
「考評局評核發展經理」是唯一的考評局職員。香港文
匯報翻查資料，時任考評局評核發展經理（歷史）楊穎
宇，曾被揭屢次於fb發布不當言論，包括宣稱「沒有日
本侵華，哪有新中國」，更暗中鼓吹「港獨」，將「港
獨」分子比作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今年8月，傳出他辭
職的消息，但未交代原因。

冷血試題檢討報告 不點名批「黃高層」犯八宗罪

■不少人戴上「V煞」面具。
中大校園電台fb截圖

■「黃絲」竟將莊重的畢業袍變為宣傳
黑暴的工具。 中大校園電台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