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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大學播獨 校長嚴懲有責
教界促改革管理紀律 引領學生重回正軌

香港國安法實施至今，攬炒分子稍有
收斂；然而大學仍存在黑暴與「港獨」苗
頭，少數學生以至教師蠢蠢欲動，圖再興
風作浪。事實上，過去多年香港各大學對
暴「獨」勢力的惡行多番縱容，令激進分
子不斷滋長，校園甚至淪為「法外之
地」，改革刻不容緩。教育界人士近日接
受本報訪問時強調，維護國家安全及「一
國兩制」是市民應有之義，為防黑暴續滲
校園，大學需於教師管理、學生紀律規範
等方向着手改革，嚴正處理違法失德教
師，情節嚴重甚至可革職，不容「教棍」
以「學術自由」為說辭輕易開脫；並有責
任以實質的教育與紀律行動，引領學生重
回正軌，否則大學高層亦應被問責。
學學生會近年遭攬炒分子把持，肆
大意鼓吹違法暴力甚至播「獨」，但
各校「買佢哋怕」一直龜縮縱容，令暴
「獨」勢力有恃無恐，愈見無法無天。
至於包括前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
科大社會科學部講座教授李靜君等大學
「黃師」，亦不斷以所謂「學術自由」
為擋箭牌，多次公然煽動違法宣
「獨」，但校方對相關投訴往往拖延迴
避，未見嚴肅跟進。
前中大崇基學生會副幹事長、團體
「救救孩子」發起人張永松受訪時慨嘆：
「大學中的年輕人大多是理想主義者，在
認知、理性上尚有不足的地方，故學校更

■去年黑暴滲入理大鼓吹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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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正確引導他們成長。」張指即使國安法
生效，仍有學生以「打擦邊球」方式試探
法律底線，強調大學有需要即時澄清學生
會或其他學生組織的不當言論；如經警告
仍沒改善，限制使用校園資源及不代收會
費，都是可行做法。

除學籍等措施，以儆效尤。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表示，大學校園
應保有自由度，但任何損害國家安全的
言行必須正視，所有師生均不能違反國
安法或破壞「一國兩制」，一旦出現嚴
重問題，「大學校長、管理層等管治不
力，也應進行問責。」他指要讓師生明
白國安法的意義，或考慮大學一年級課
程融入相關內容，讓所有新生明白守法
的重要。至於教師操守問題，何直斥曾
多次發表涉「獨」言論的科大社會科學
部鍾士元講座教授李靜君「教壞、誤導
學生」，「若教師違反國安法，學校必
須將其革職，毫無商量的餘地。」

倡大一課程融國安法內容
至於所謂「學生領袖」因政治利益
的煽暴播「獨」行動，張永松強調，若
校方事前知悉此等有問題活動，應果斷
運用權力進行干預，甚至向執法部門尋
求協助；而事後也應嚴格執行紀律機制
懲處嚴重違規學生，透過休學、甚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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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顧與點評

回

楊 剛

息，聲稱科興疫苗數據不足，妄圖動搖公
眾對接種疫苗的信心。醫管局發言人敦促
有關醫護人員停止發布失實資訊，以免誤
導市民；並強調接種疫苗的重要性在於保
護自己及保護身邊的人，防止病毒傳播，
是抗疫工作中的重要環節。為己為人，接
種疫苗都有好處。
中美高層於阿拉斯加對話結束。「美
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中國人
不吃這一套！」楊潔篪在中美高層戰略對
話上的嗆聲，成為內地網民熱捧金句，被
印製成 T 恤及手機殼在淘寶網出售。
本港最新失業率升至 7.2%的 17 年高
位，但行政會議一口氣批准 4 家巴士公司
下 月 起 加 價 ， 平 均 加 幅 高 達 8.5% 至
12%。輿論認為，今次巴士加價非常不合
時宜，對低收入打工仔影響尤其大。艱難
時刻，無論是巴士公司還是政府，首先要
考慮照顧基層的社會責任，希望政府綜合
考慮現時的經濟社會實況，與巴士公司商
討暫緩加價，避免造成政府向大企業傾
斜、漠視基層疾苦的觀感。

出手處分暴獨 科大中大撥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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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各所大學學生會近年遭黑暴勢力滲
入，從所謂政綱、宣言等明顯看出，參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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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無心服務同學，目的只為謀取學生會的
資源與平台，進行政治宣傳大力煽暴播
「獨」。直至今年初，科大及中大才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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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手」，紀律處分違規者及以明確行動抵
制學生會的暴「獨」言行，被視為撥亂反正
2021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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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端。
大學學生會發動暴力衝擊、肆意播
2021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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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風氣蔓延多年，惟過去大學校方一直
不肯作為，只有少數例子，當有教師人身安
全明顯受威脅時，校方始作紀律跟進，其中
2018 年浸大學生會前會長劉子頎涉禁錮辱罵
教職員被罰停學一學期；2019 年理大學生會
前會長林穎恒則涉暴力威脅老師遭停學一
年，與其同行多次以身體撞擊教授的一名碩
士生則被勒令退學。
隨着香港國安法為香港社會帶來穩定，
各大學始肯更果斷跟進學生會的黑暴分子；
其中就科大學生會去年無視播疫風險，在校
內大搞「追悼會」、張貼播「獨」文宣，校
方於今年 1 月對多名幹事作出褫奪校園設施使
用權、校園服務令等處分，學生會會長及內
務副會長更被勒令休學一學期。
而至 2 月，中大學生會內閣「朔夜」，在
參選宣言、政綱等訪問中連番鼓吹違法與播
「獨」，經多番勸喻後仍未澄清，校方終肯
作出實際抵制行動，包括暫停代收會費、提
供場地支援及學生會成員的校內委員會職
務，又要求學生會獨立註冊自行承擔法律責
任，最終「朔夜」「跪低」撤回宣言與政
綱，並在本月初上任的第一日請辭。

「獨莊」煽暴 理大未介入

不過，曾遭暴徒佔領的理大，其學生會
現仍由「獨莊」「煥曜」把持，其政綱揚言
「不向暴政低頭」，又指要成為理大學生的
「堅強後盾」、「杖矛」，更肆意抹黑香港
警察和政府，煽暴動機不言而喻，惟校方至
今仍悶不做聲，未有介入。

美科企迎灣區機遇
駐港 AI 研新藥

■美生物科企進軍香港 AI 研新藥。

隨着大灣區發展為香港創科帶來龐
大機遇，美國生物科技企業英科智能
（Insilico Medicine）於 2019 年 4 月將總
部由美國轉至科學園設立總部，全力推
進 AI 藥物研發工作，該公司以特發性肺
纖維化（IPF）為重點，透過其開發名為
PHARMA.AI 的平台，在今年 2 月發表重
大突破，全球首創成功以 AI 完成靶點與
候選藥物的工序。該公司目前已發現了

一個創新靶點，並設計了一個創新小分
子臨床候選化合物，成功通過多次人類
細胞核動物模型試驗驗證。該平台將藥
物臨床前研究提速兩倍，研發周期由約
四年半壓縮到 18 個月，研發費用也僅僅
是 260 萬美元。
據預測，全球於 2028 年將有近 80 萬
宗病因未明的 IPF 病例，患者由出現病徵
到死亡，平均存活年限不超過五年，是
逐漸受到社會重視的肺部疾病之一。若
以傳統的製藥方式，歷時至少四至五
年，研發費用更是數以億美元計。
被問及為何選擇香港作為其中一個
發展重點，公司項目及營運經理潘穎
指，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具良好穩健
金融體制，加上知識產權保護到位，有
利科研發展。他續說，內地在人工智能
的發展蓬勃、潛力巨大，故未來的合作
不僅僅會面對粵港澳大灣區，而是放眼
神州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