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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學校續停課三天
楊潤雄：大學管理層是第一責任人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
報道：教育局昨日宣布，由於
全港堵路及阻礙交通服務情況
持續，且範圍廣泛，基於安全
考慮，全港學校（包括幼稚
園、小學、中學及特殊學校）
由今日（15 日)至星期日（17
日）繼續停課。局長楊潤雄在
立法會明確指出，近期見到越
來越多暴亂行為在大學校園內
出現，明言大學管理層是第一
責任人，教育局也有責任與學
校跟進處理工作。

教育局表示，在停課期間，學校必須保持校舍開
放，教職員在安全可行的情況下須返回學校照顧返
抵學校的學生，與家長保持溝通，並在安全可行的
情況下方可安排學生返家。
局方再次強烈呼籲停止一切暴力及破壞行為，盡
快令社會回復秩序，讓學童安全上學。學生應留在
家中，不要在街上流連，遠離危險，更切勿參加違
法活動。教育局會繼續跟進最新發展，適時為學校
提供進一步指引及支援。
另外，楊潤雄昨日在立法會回應議員質詢時表
示，近期看見大學有學生不禮貌對待校長和教職
員，校園亦出現暴亂行為，第一責任人是大學管理
層。如果有刑事毀壞情況，大學亦應報警，讓執法
機構跟進。他說，香港近期發生的事比預料中更嚴
重，大學可能在處理時未盡人意，有很多可以改善
之處，教育局將會就此繼續協助及監察大學。他續
指，教育局同樣緊張大學內的情況，局方私下有與
大學管理層保持緊密溝通，並已向他們清楚講述有
關要求。

▲蒙面黑衣人肆意在浸大試用自製投石
器。
中通社

▶理大校園裏雜物堆積，
瀰漫恐怖氣息。 中通社

▲昨日，眾多蒙面黑衣人在香港理工大學對出的暢運
道設置路障，挖掘人行道上的磚塊堵塞道路。 中新社

多間大學宣布本學期停課
【香港商報訊】受到嚴重暴力事件影響，多間
大學陸續宣布本學期提早停課。香港大學和香港
城市大學宣布本學期停課，城大更因舉行畢業禮
的會堂被縱火，取消全校畢業禮及學院畢業禮，
並宣布臨時關閉校園至周日。教大及嶺大的畢業
典禮將延期舉行。

學校應與家長疏導學生情緒

港大理大改為網上教學

對於今日至星期日全港學校繼續停課，楊潤雄表
示，這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但因為這幾日的暴亂
影響學校運作，教育局在沒有選擇之下作出停課決
定。他重申，不想見到中小學生蒙面上街參加任何
違法及有危險的活動，一直要求學校盡量疏導學生
情緒及勸喻他們不要參加違法活動，並鼓勵校方與
家長就此達成共識。
另外，由於預計在今日至星期日可能出現交通及
突發事故情況，社會福利署勸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
家人到幼兒中心、提供課餘託管服務的中心、長者
服務中心或包括庇護工場、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
及展能中心在內的日間康復服務單位，但各中心在
其正常辦公時間內，仍會繼續開放予有需要人士。
市民如有需要送子女或家人到中心或服務單位，可
先與中心或服務單位聯絡。

因應近日往返香港大學的交通嚴重受阻且不明
朗因素持續，港大將會暫停餘下學期在校園內的
教與學活動。所有學習將改為網上進行，讓學生
可以不用往返校園，甚至是離開香港，也可以繼
續完成課程和學習進度評核。課程導師會分別把
課程資料和評核，上載到大學網上學習系統
（Moodle）。考試也將會在網上舉行，或是用其
他的考核方式取代 ，詳細安排會於未來數天公
布。而非本地的同學如有需要安排交通離開香
港，可與中國事務處或國際事務處聯絡。
為確保學生和教職員的安全，香港理工大學（理
大）宣布本學期餘下之面授課堂將會取消，並改以
網上形式進行。課堂及評估安排詳情將稍後通知同
學。理大的國際交換生可於其本國大學進行考試，

律政司：絕不容忍
攻擊司法機構行為
【香港商報訊】就有人前晚向沙田裁判法院門外縱火，律政司昨
日表示，特區政府絕不姑息任何違法暴力行為，針對司法機構的肆
意批評，除擾亂社會安寧外，更對香港作為法治之都的良好聲譽造
成損害；香港大律師公會亦提出強烈譴責。
律政司指出，縱火屬嚴重罪行，威脅社會大眾的生命財產，一經
定罪，可被判終身監禁，任何人都不應以身試法。並呼籲社會人士
尊重法治和司法獨立。
律政司指出，司法獨立是法治其中最重要的一環，而香港的法律
框架已有健全的上訴機制。特區政府絕不容忍任何無理攻擊司法機
構或會損害司法獨立（包括構成藐視法庭）的行為。
司法機構就事件回覆表示，沙田法院大樓外一事，已交警方跟
進，機構不評論個別個案。

等同直接衝擊獨立司法權
另外，香港大律師公會亦強烈譴責有人縱火破壞沙田法院。公會
指，前晚各區的暴力及縱火行為導致嚴重廣泛的破壞，甚至有市民
生命因此而危在旦夕，並指攻擊法院的象徵性尤其嚴重。
公會又指，相關行徑等同直接衝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獨立司法
權，是對法治作出最嚴厲的侮蔑及挑戰。公會亦指，破壞私人產業
的行為固然
完全不能接
受，但是如
果破壞法院
的行為持續
發生，香港
特別行政區
的憲制框架
將會處於革
滅殆盡的境
地，對所有
香港市民帶
來災難性的
沙田法院大樓大閘外的花槽，前晚疑遭人縱火。
後果。
網絡圖片

在此新安排下，所有學生均會獲得公平評核。

城大取消畢業禮
香港城市大學(城大)昨日宣布，取消在本月 16 日
至 12 月 8 日舉行的學院畢業禮及本月 23 日的全校
畢業典禮。發言人表示，學校以學生及職員的安
全為重，由於香港情形急速變化、近期發生暴力
的事件及校園被嚴重破壞，舉行畢業禮的場所亦
疑似被縱火，校方因此決定取消畢業禮，形容是
一個艱難的決定。
城大又指，校園過去幾天遭到大規模破壞，多
處地方被毀壞：劉鳴煒學術樓懷疑被縱火、楊建
文學術樓各處亦被多名身份不明蒙面人士闖入破
壞，及在化學生物實驗室外徘徊。城大正檢視各
處情況和點算損失，會派員加緊把守實驗室，以
策安全。因此，即日起至星期日臨時關閉校門。

浸大學生無須返校
浸大校長錢大康及學校多名高層發信予學生和
教職員，指因應九龍塘校舍內外，有明顯的安全
風險，呼籲所有同學，避免做一些會引來衝突的
事，懇請同學遠離危險，本學期亦無須再返校園

上 課，選 擇 繼 續 留 在 校 園 內 的 同 學 應 留 在 宿 舍
內。而教職員就要盡快離開校園，本星期都無須
返校。

教大嶺大畢業典禮延期
有鑑於社會目前情況，香港教育大學宣布，原
定於 11 月 22 及 23 日舉行的學位頒授典禮將延期舉
行，有關日期將於稍後公布。嶺南大學宣布，原
定於 11 月 21 日舉行的第 50 屆畢業典禮將延期舉
行，將於合適情況下再補行典禮。
香港公開大學宣布今日至周日的所有課堂取
消，並提醒所有學生和教職員注意安全。因應持
續不穩的交通及道路情況，職業訓練局（VTC）
院校今日至 11 月 20 日（星期三）日間及夜間課堂
或考試取消。
此外，據 「韓聯社」報道，韓國駐香港總領事
館前日派車幫助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的 40 多名留
學生離開宿舍，使館相關人士表示，其中 30 人直
接前往機場回國。此外，也有近 50 名港大的韓國
留學生回國。
14 日下午 2 時統計，在香港各高校就讀的 1021
名台生中已有逾半數、共計 528 人返台。

李家超指尖沙咀有人向警員射箭

用弓箭襲擊屬謀殺行為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各區發
生暴力示威超過五個月，各界憂心忡忡。立
法會大會昨日討論的急切質詢、休會待續議
案，都與社會現況有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指出，道路被堵，令市民上班受阻，學校亦
要停課，店舖更遭破壞，直言香港法治受到
衝擊，老百姓憤怨最高。他呼籲各方與暴力
切割，更指暴力只會帶來雙輸。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慨嘆大學成為 「非法兵工廠」，現在
整個香港社會被暴力籠罩，如果這樣都還要
美化或合理化暴力，是不負責任以及將所有
人尤其是年輕人推向深淵。
立法會大會昨早 9 時續會，繼續討論前日
由教育界議員葉建源提出的急切口頭質詢，
要求政府提出平息民憤的緊急措施，多位官
員回應議員提問。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不諱
言，現時社會受到很大影響，多處道路被
堵，令市民上班受阻，學校也要停課，店舖
無仇無怨亦遭破壞。他慨嘆本港的法治正在
受衝擊，老百姓的憤怨也是最高，希望各方
與暴力切割。他說香港在一個多星期前的氣
氛還好，惟近期走進死胡同，情況急轉直
下，甚至是 「無政府狀態」。他明言暴力不
可解決問題，只會帶來雙輸。
張建宗重申，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其他官
員服務香港的心不變，而一眾官員都有就修
例事件致歉，希望大家不要再糾纏官員是否
辭職。他稱，認真考慮與其他官員一起幫忙
清理路障，更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一起去
做；又指政府團隊有協助恢復社會秩序，不
會令警隊陷入孤軍作戰、單打獨鬥。

有大學淪為非法兵工廠

近日大學不斷出現暴力衝突。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慨嘆大學已成
為 「非法兵工廠」，提及日前中
文大學有人向警方投擲逾 200 個
汽油彈。他嚴正指出，若果有人
仍然美化暴力行為，只會令本來
沒有使用暴力的人，都會有暴力
傾向，而這將會非常危險。
另外，李家超提到昨早尖沙咀
有人向巡邏警員射箭施襲，及後
警方在行動後找到 6 支箭。他
說，用弓箭襲擊屬於謀殺行為，
也是嚴重暴力。近期出現有人在
紅磡行人天橋被蒙面人佔據。 中通社
手套及鞋藏刀片、有人向警員淋
腐蝕性液體、有人操作遙控炸彈
等情況。警隊雖然面對人身威
脅，但是仍然緊守崗位，希望社
會還他們公道。警方如果不處理
違法行為，香港只會更加混亂，
市民將更難生活。
此外，民建聯議員陳克勤、獨
立議員何君堯、議會陣線議員區
諾軒，都提出休會待續議案，要
求辯論近期社會事件。其中，陳
克勤表示今星期開始，各區都出
現嚴重的暴力示威活動，治安極
不穩定，要求辯論政府對平息亂
紅隧九龍出入口被蒙面人堵塞，一名騎摩托車的市民向
局的應對措施。
天橋上的蒙面人哀求希望放他過去，但遭拒絕。
中通社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一度暫停會
宗呼籲各方客觀、冷靜看待情況，而且要保
議處理，最終批准陳克勤的議案。當局本來
持克制，期望香港盡快回復平靜。梁君彥在
只派保安局副局長區志光出席，席上議員都
晚 上 7 時 左 右 宣 布 休 會 ，大 會 下 星 期 三 再
要求張建宗現身。後來，梁君彥透過秘書處
開。
邀請張建宗，對方在開會後趕及出席。張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