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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學生會多年來淪為播「獨」溫床，單計今年已曾舉辦多項校內煽
「獨」活動，校方上月初已表示將全面審視大學與學生會的關係。昨日，港大
宣布不再代學生會收會費、不再提供財務管理服務、收回其會址及其他設施的管理
權。校方強調，大學有責任維護全體教職員和學生的福祉，不能容忍作為獨立社團
的學生會一方面利用學校提供的服務和場所，另一方面漠視校方的勸喻和整體港大
社群利益，為大學帶來違法風險，故決定釐清彼此的法律責任。港大消息人士向香
港文匯報補充，校方過去已經多次以良好態度勸喻同學，惟學生會屢次忽視校方提
醒，校方不得不按章辦事，更希望引導學生重回正軌，向好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錦言、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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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昨日發表
聲明指，港

大學生會作為一個獨立於香港大學的註冊社
會團體，近年行事日趨政治化，多次利用校園作為
政治宣傳的平台，公開發表煽動性並可能涉及違法
的言論，對大學作出失實指控，破壞多年來與校方
建立的互信，令大學的整體利益和聲譽蒙損。大學
對其偏激的言行予以強烈譴責。

搞激長期試法 全校被拖落水

經風險評估（risk
management）後，決
定作出以上措施。
港大消息人士昨日向香港
文匯報表示，校方過去已經多次
以良好態度勸喻同學，惟學生會屢
次忽視校方提醒，令校方只得作出今次
決定，收回管理權。

如惡租客搞事 業主要擔責任
消息人士形容，大學跟學生會的關係好比「業
主」和「住客」，「昔日彼此互信、尊重，通過合
作，校方可給予學生會處理學生之間一般事務的權
利」，然而大學近年發現某些情況已經存在法律風
險，「身為業主，假如物業內有人被揭發做違法的
事，業主都需要承擔一定責任。」在這大前提下，
校方只得重新明確管理權。
消息人士強調，校方有權收回使用者的權利，今
次的決定是按照協定、契約辦事，一方面可小心避
免風險，又能清晰、明確的指引各方處事，決定前
後亦有跟學生會溝通。至於如何拯救、引導走歪路
的學生重回正軌，消息人士認為，學校日常教育
「潤
物細無聲」
，引導同學向好的方向發展，希望同學掌
握廣博的知識，對身邊及社會，從多角度思考。

提醒學生守法 保障港大全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昨日宣布
不再代學生會收取會費、停止向學生會提供財政管
理服務，並收回其會址及其他設施的管理權。政界
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港大管理層
的做法既保障校方不用承擔由學生會引致的法律風
險，同時提醒學生不能作出過分激進、逾越法律界
線的行為，有效保障整體港大的社群利益。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梁美芬表示，由於港大學生會是獨立註冊團體，若
學生會在校內作出違法舉動，校方須承擔連帶
的法律責任。面對學生會為校方帶
來的違法風險，港大要釐
清與學生會之
間的

學生
會播「

獨」

法律關係。同時，校方的做法亦帶出清晰訊息，提
醒學生不能作出過分激進、逾越法律界線的行為。

政界：釐清關係避捲法律風險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指出，海外學校的學
生會都是籌辦學術活動、為學生爭取福利和要求校
方改善設施等，但本港多所大學的學生會言行日趨
政治化，甚至帶來違法風險。
她強調，港人擁有的言論自由並非絕對，若港大
認為學生會的言行或運作可能涉嫌違法，採取相應
措施也是恰當的，又認為若港大下屆學生會的言行
不會違法或觸犯灰色地帶，校方可考慮恢復向學生
會提供支援。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強調，學校是求知識而
非宣揚政治的平台，故支持港大的做法，認為若有
學生作出涉嫌違法的言行，校方有責任提
醒學生並採取相應措施，避免
學生誤墮法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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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
學生會多年來濫用學生
資源及平台煽暴播「獨」，自
2016年的一屆「獨」莊以來多次明目張膽公然播「獨」，最
近更透過聲明抹黑
「一國兩制」
；另一邊廂，學生會透過學生會刊物
《學苑》，自違法「佔中」以來一次又一次每年發表煽「獨」文章。港大校方
早前對學生會發表情緒化的政治宣言表示強烈不認同，並已預告校方正全面審視大學與學
生會的關係。
港大學生會今年4月先後兩度發表播
「獨」
聲明，前者抹黑全國人大確立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的框架，鼓吹所謂
「守護本土文化」
、等候
「我城重光」
云云；後者抹黑香港國安法及大學
國安教育。
這些言論引起社會嘩然，隨後《人民日報》更發文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挑釁、抹黑
「一國兩制」和破壞憲制秩序，並批評港大學生會在《學苑》雜誌刊登
「港獨」
文
章，又舉辦美化黑暴的畫展，在反中亂港的邪路上早已劣迹斑斑，質疑他們不
是學生，而是藏匿在校園中的暴徒，情況已到了非管不可的時候。

學生會幹事會
一直由
「獨莊」
把持，前會長孫
曉嵐於 2016 年開學禮上致辭時公然稱
「香
港並非中國，在校園討論
『港獨』
不應成禁忌」。
2017年時任會長黃政鍀鼓吹學生「學習」周永康、梁天琦、馮敬
恩等多名涉暴力違法案件的港大校友，變相鼓吹學生違法。
2018年一屆的會長黃程鋒美化「佔中」暴徒為英雄，鼓吹新生「造反」，更在修
例風波期間稱要撥款100萬元為港大暴徒提供法律援助。
今年初卸任的 2020 年會長葉芷琳，去年曾公開聲言「『港獨』是最理想的出
路」，又於開學迎新辭將黑暴行為美稱為「責任」，污衊警方「圍攻大學、無差別
攻擊市民」，及將反修例的暴徒美化為「香港民主女神像」，大力煽動暴力，鼓
動無辜新生在前線衝鋒陷陣、為所謂「政治理想」犧牲云云。
葉芷琳任內的港大學生會，更多次於校內舉辦多項煽「獨」活
動。今年 2 月初，他們將旺角暴動扭曲為所謂「魚蛋革
命」，在校內舉辦攝影展及放映會，更包括三場
吹捧
「獨」
人梁天琦的紀錄片
《地厚天高》
放
映會，利用大學場所宣揚暴力
惡意妖魔化香
違法的
「獨」
訊息。
港國安立法，更以所謂
「手足家書」美化暴徒抹
▼港
大校
黑警察，用糖衣包裝鼓
園曾
吹暴力
「抗爭」
。
貼滿
黑暴
文宣
斷章取義地編纂
。
出一套「香港大型抗爭」事件
「概述」，將各種違法事件包
裝成具有「英雄主義」
的「港獨」宣傳
材料。
2017 年抹黑「香港已
香港文匯
淪陷」，更揚言要「奪回香
報訊（記者 于錦
港 」 ； 2018 年 推 出 《 台 灣 系
言、姬文風）港大成為繼
列》，為「台獨」、「港
中大之後，第二間明確採取多
獨」合流推波助瀾。
項措施，與涉違法煽暴播「獨」的學
生會釐清法律責任的本地大學。有教育界
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有大
《學苑》繼續大談構建「獨
學學生會近年經常與黑暴甚至「港獨」扯上關係，倘
立主權國家」，妄言中國是
繼續放任或有可能牽連大學陷入違法境地，對整體學生
「步向滅亡的帝國」。
百害而無一利，因此理解並支持大學決定，並期望所有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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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讚樹榜樣 籲教國情補漏

港大強調，基本法作為香港法治的基石，在保障
了大學學術自由、個人言論表達自由和結社自由的
同時，還有保護國家安全的條文，大學不是法外之
地，亦有責任維護全體教職員和學生的福祉，不能
容忍作為獨立社團的學生會一方面利用學校提供的
服務和場所，另一方面則漠視校方的勸喻和整體港
大社群利益，其所作所為給大學帶來違法風險。
港大表示，大學必須釐清與學生會之間的法律責
任，現決定不再代學生會收取會員費用；不再為學
生會提供財務管理服務；收回學生會會址及其他設
施的管理權，並會因應情況在有需要時採取進一步
措施。同日，港大教務長曾詠詩再向全校發出電郵
交代決定，因應校方與學生會之間存有法律責任的
「持續矛盾性」（protracted ambivalence），校方

葉芷琳

「獨莊」煽亂走在最前

費
會
收
不再代

務
服
等
撤管數

◆2017

◆2016

均應嚴肅處理類似事件，及考慮新增愛國主義教育課。
「學生會本應是維護學生福利、權利的地方，應以建設社會、貢
獻國家為己任，近年港大學生會卻反其道而行之，被別有用心者不斷
騎劫、利用，成為鼓吹仇恨、鼓吹『港獨』、反中亂港的基地，對大學
造成風險及衝擊，令大學的聲譽遭到破壞。」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說。
他直言，港大學生會於過去的一段時間高度政治化，大學管理層早應嚴
厲跟進，才是明智的做法。同時，維護國家安全十分重要，大學校園內也
不例外，「假如學生會舉行危害國安法相關的活動，分分鐘讓大學處於一
個違法地步。」他相信大學管理層已意識到相關問題，因此作出跟進，避免
事態有可能惡化。
培僑中學教師穆家駿表示，大學學生會的主要職責應為同學服務，遺憾近
年的學生會一律只搞政治，甚至借大學名義作出分離國家的行徑，違背其原
有職責，因此絕對支持校方收回會址及其他設施的管理權、不再代學生會收
取會員費用及提供財務管理服務等一系列措施。他認為，重新改革大學學
生會，將是日後的重要方向，進一步則應在大學的通識類課程中加入愛國
主義教育，加深年輕人對國情的認識。
聲言要「向中
「我不會將（港大）這個（決定）視作處分，事實上，本港八大學生
共宣戰」，致令
會近年不少言行及舉辦的活動，均有可能觸犯法律，而這或有機會牽
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
連一般學生。再者，個別學生會濫用資金資助黑暴、編印
『獨』
物，對
於一般正常交會費的學生而言，也是損失。」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
多次點名批評其鼓吹
幹事奚炳松強調，大學實有必要採取措施，避免一般學生因學生
「港獨」，務必警惕。
會不負責任的行為備受牽連。
他期望其餘各所大學也應仿效港大的做法，予各個學生
會重新思考其該有定位，而非容讓他們繼續遊走於違
法「踩界」邊緣，禍害社會。
提出所謂「香港民族 命運自
決」「香港民主獨立」等專題文
章；2015 年聲言要「向中共宣戰」，
致令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多次點名批評其
所謂「冰封
鼓吹「港獨」，務必警惕。
三尺非一日之寒」，
港大學生會的煽暴播
「獨」劣行，早於違法
「佔中」之前已見端
《學苑》於 5 月號以「佔領中環 香
倪，更逐年變本
港革命」為專題，提出對
加厲。
「佔中」的看法。

◆2015

◆2014

◆2013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