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民恥笑黎汶洛
Kelvin Chiu： X……無溫書都考得好過
佢……BTW.點參選立會？

Lau Tse HO：立法會議員要睇咁多文件有返
咁上下學歷係應份，如果唔係呀豬呀狗都做
得啦！

Adam Li：比（畀）心機再讀過，打好底先選都
未遲，始終呢個年紀有機會讀多d（啲）書好，
無底個人真係好虛，講野（嘢）都無牙力。

Man Ip：港專仔無罪，on X既（嘅）係黎
生。

Chester Hugo Tom：唔好成日用學歷低 =/=
能力低去話比人聽無讀大學都可以做議員，
最大問題係呀黎生真係能力低呀（吖）嗎
（嘛）！

LoUißé TöNg：英文是跟外國溝通的唯一橋
樑wo（喎）。想有外國勢力撐腰，先學好英
文。

Yann Leung：佢咁嘅能力&學歷，何德何能
一畢業就十皮嘢（十萬元）一個月？畀佢選
到入立法會就飛上支（枝）頭變鳳凰，真係
幾大都搏一搏啦！

Dante Lau：文盲從政，非常合理。

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會長馮
敬恩，多次違反校務委員會
的保密協議，公開會議內
容，更利用其身為學生校委
的身份，拉開會議場地大門

煽動示威者衝擊。近日，他接受傳媒訪問時聲稱
「一日未end game，都未知輸贏」，又稱自己
會「By any means necessary（採取任何必要手
段）」去「撼動強權」，直至「港大重光」。訪
問一出街，即引起網上熱議，不少人批評他視搞
事為「遊戲」，倘他贏了，輸的只會是香港，又
批評他多次洩密，輸的是自己的誠信。
不過，所謂曹操也有知心友。激進團體「青年
新政」召集人梁頌恆就在其facebook轉發了馮的
有關報道，更稱對方「講得好」，「你對住一班
會問你：『道德食唔食得？』既（嘅）敵人講道
德是多餘的。」
不過，與「熱血公民」關係密切的「滑鼠娘

娘」鄺頌晴，就在轉載梁帖後稱，「任何人去講
『by any means necessary』都危險到爆。一，佢
講嘅必要未必真係必要。二，以私心出發的東西很
多時都不legit。三，晌（響）對手唔講道德嘅情況
下，非常手段都需要正當理由同動機支持。」

撐「必要手段」「娘娘」有異議
她也趁機死撐所謂的「以武制暴」是因為「一
般手段已無法戰勝」，所以是「legit」，但「佔
中三丑」戴耀廷建議非建制派在選舉時協調的所
謂「雷動計劃」就「剝奪選民意志之餘，政黨是
為了自己的議席才去雷動，又legit嗎？ Means
如果牽涉個人、團體利益就不legit了，一點都不
能接受。……『by any means necessary』危險
得很，本來讓我們有正當理由的站腳點也很容易
隨著這句說話而消失」。
有人就質疑鄺頌晴的說法。「ong Sun Fai」

稱，「去討論公心私心係會沒完沒了，除了子非
魚，你又唔係佢肚裡條蟲，……重點應該放返去『大
局』。」「Kenny Law」：「命都無埋講咩道德？」鄺
曾回應稱，「手段有好多，各有各做亦冇問題。但手段
的正當性才是問題，只要真正為『大局着想』就可以，
但『大局』並非泛民口中的那個『大局』。基於錯的原
因，手段如何都是錯的。」 ■記者 鄭治祖

「佔」時襲公圖網站 大專生候懲
3分鐘「狂攻」逾7000次 認衝動愚蠢還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

23歲的明愛大專生，前年在非法「佔

領」期間，通過駭客團體「匿名亞洲」

（Anonymous Asia） 的 facebook 連

結，二度向康文署轄下公共圖書館網站

發動逾萬次駭客攻擊，其間一度在短短

3分鐘內向伺服器發出逾7,000次存取要

求，令網速變慢及故障達個半小時。該

大專生昨在東區裁判法院承認3項刑事

毀壞罪，在求情時承認自己衝動及愚

蠢。裁判官最後決定將他還柙至本月30

日，待索取感化、勞教中心等報告後判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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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鬧爆陳雲
CT Ay：呢班仆X原來慢慢搬緊個龍門！

Lawrence Ma：「永續」（香港）基本法又點樣「全民制
憲」？

馬龍：蟈C（國師）說的是：全民祭獻。

Jeff Wai：說好既（嘅）「獨立建國」呢？

Victor Siu Fong Lai：陳雲出選立法會，組織一隊宣傳隊，
收集陳雲在fb的驚人語錄，跟着陳雲的街站，替他宣傳一
下！

Tim Pang： feel really sick seeing these dogs barking
unconsciously on the streets...F××K OFF !（見到呢班狗
喺條街亂吠就想嘔，死開啦！）

Tobias Cheung：咁搬法仲點叫「本土」呀？

任晉忠：我好亂呀。

■記者 陳庭佳

被告辛德發，23歲，在明愛專上學
院修讀電腦高級文憑課程。2014

年10月至12月，被告透過「匿名亞
洲」的網上連結，在家中電腦以「We
are Anonymous（我們是匿名者）」向
公共圖書館網站發動分散式阻斷服務
（DDoS）攻擊，即向伺服器送出大量
訊息包，令其不勝負荷癱瘓。

觀黑客教學 稱八卦按連結
辛在觀看黑客教學影片後，在前年

10月發動第一次駭客攻擊，利用電腦
在3分鐘內向伺服器發出7,000多次訊
息存取要求，令系統故障達1個半小
時。其後的兩次攻擊，他合共發出逾
5,000次存取，所幸網站未受影響。
辛在警誡下承認，自己在facebook

看見「匿名亞洲」的帖文，其中提及

「拯救香港，對香港政府唔會坐視不
理」，自己是因為「好奇八卦」才按
下連結，直至被捕後才知道攻擊的對
象原來是公共圖書館。不過，據控方
庭上透露，司法機構、警務處網頁等
也是辛的攻擊目標。

官批主修電腦應具專業知識
辯方求情時稱，辛與母親及胞妹同

住公屋，沒有不良嗜好和三合會聯
繫，犯案全因非法「佔領」期間「傳
媒大肆渲染」，令他衝動及愚蠢犯
罪，從未想過後果如此嚴重，又形容
留案底已是深刻教訓，「會跟住佢一
世。」案中的黑客程式並非由辛撰
寫，他只是「參與者」，犯案既無得
益亦無造成經濟損失或令他人受害。
不過，裁判官李紹豪反斥被告主修

電腦，應較一般人有專業知識。
被告辛德發原被控4項刑事毀壞罪，

及4項有犯罪意圖取用電腦的交替控
罪。裁判官昨下令將其中3項交替控罪

撤銷，餘下兩罪，包括1項刑事毀壞罪
和1項有犯罪意圖取用電腦的交替控罪
則留待稍後處理。控方暗示或會撤
控。

網民鬧爆馮敬恩
知足常樂：由始至終都只係game。另外請問點
為之end？港大執笠？

超級妙趣游星：小恩子（馮敬恩）覺得自己打
緊 level 幾？有幾多條 life？有幾多魔法值？仲
有，遊戲幣由誰提供？

wow..：甚麼叫 end game？e+（家）係做人
做事，唔係玩game。你玩game返屋企玩，唔
好攪（搞）到其他人！

強國子弟：只重輸贏的人，不會顧及他人。

ononkaycourt：其實點會有 game end 嘅一
日？就算馮同學死咗地球依然在轉。輸贏都只
係自我中心既（嘅）睇法，你輸咗即係大部分
香港人贏咗。唔好咁自以為是得唔得？

aryung9828：係囉，（佢贏咗）係香港輸之
嘛。除咗搞事，咩都唔識，成事不足，敗事有
餘。香港有呢 d （啲）人同泛民，想唔死都
難。

HKingdom：港大有咁嘅學生會就係黑暗之日！

一個獨行的人：幾年後回頭一看，他才明白輸
掉了誠信，青春……這些是買不回來的。

明亮的晨星：就算泛民黨請佢（例如做「社區
主任」），都只會搵佢做爛頭卒，唔會俾
（畀）佢參與內部會議。佢呢世都唔會有得上
位，市民亦唔會選呢類全無誠信既（嘅）人做
議員，佢今世命運已定。

■■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網站遭到攻擊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網站遭到攻擊，，一度一度
網速變慢及故障達個半小時網速變慢及故障達個半小時。。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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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搬龍門」「人力」恥笑
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翌

日，激進派立法會議員黃
毓民、「熱血公民」及
「國師」陳雲等舉行記者
會，極速收割「本土民主

前線」的選舉「成果」，表明有意參與9月
立法會選舉，更打着「全民制憲」的旗號。
不過，陳雲日前呼籲市民登記做選民時，卻
提出要香港基本法「永續」，前言不對後
語。與「熱血」有牙齒印、在選舉或爭奪同
一激進票源的「人民力量」隨即群起「抽
水」，「快咇」譚得志爆粗大罵陳雲又搬龍
門，有「人力」支持者更提出收集陳雲的
「警句」，準備在選舉期間狙擊他。
「熱血公民」前日在沙田港鐵站外設置街
站，呼籲市民登記做選民，更將片段上載至
YouTube。有意參與今年立法會選舉的陳雲
在現場稱，9月立法會選舉非常關鍵，因為
「中國經濟」在今年底至明年初將「開始衰
退」，香港樓市也會面臨極大波動，香港必
須要有「捍衛自己利益的議員」，「其中一
樣利益係要（香港）基本法永續。」

稱「制憲」又倡「永續」基本法
他續稱，目前的香港基本法去到2047年就
會「終結」，令香港的生活、法治及很多制
度受影響，「如果我哋可以喺9月喺立法會
提出修改（香港）基本法，令到（香港）基
本法可以永續，咁先可以決定到香港嘅前
途，令到香港可以捍衛自己嘅利益，亦都可
以抵抗大陸、中國嘅政治干預。」
陳雲其後又在自己的facebook分享了該片
段，更沾沾自喜地稱，自己以英語發言時，
「拍攝到街站後面有一個西婦（外籍婦女）
在聽。」

諷辦「豪門宴」實為「祭獻」

有網民隨即質疑陳雲前後矛盾，「『永續
（香港）基本法』又點樣『全民制憲』？」
有人就批評激進「本土派」「呢班仆×原來
慢慢搬緊個龍門！」有人更「抵死」地指
出，黃毓民的「普羅政治學苑」本月底舉行
籌款晚宴，又索取高昂入場費，故陳雲之前
提出的「制憲」實為「祭獻」。
譚得志前晚也在 facebook 分享有關片

段，指陳雲又搬龍門，「陳雲兩週（周）
前才同黃毓民那班人說要選入立法會，再
辭職引發『五區公投』，議題是『全民制
憲』，現在又說『永續（香港）基本
法』，『永續（香港）基本法』又點樣
『全民制憲』呢？DLLMHGC（意即×你
老母冚×剷）！」

收集陳「語錄」留將來狙擊用
有「人力」支持者留言稱，「陳雲出選立
法會，組織一隊宣傳隊，收集陳雲在fb的驚
人語錄，跟着陳雲的街站，替他宣傳一
下！」譚得志隨即和應道：「是好好的建
議。」

■記者 陳庭佳

在「佔領」期間，「學民思
潮」等激進組織不斷抹黑維持秩
序的前線警員，包括公開稱警員
是因為「讀不成書」才會當「黑
警」。不過，風水輪流轉，自

「學民」成員黎汶洛稱要與召集人黃之鋒等組黨，
更計劃參加今年立法會選舉後，就被其他激進組織
不斷「恥笑」，包括在新界東補選時站在公民黨議
員楊岳橋和「本民前」成員梁天琦中間「搶鏡」，
被嘲為「攝石人」。近日，黎在文憑試取得差劣成
績的「舊聞」就在網上瘋傳，被揶揄「文盲從政，
非常合理」。

文憑試僅4科2級 被指「無墨水」
以評論娛樂為主，也不知批評特區政府的網絡紅

人「瓊姐」，昨日在其facebook轉載《蘋果日報》
近日訪問黎汶洛參選的訪問，並在帖子中寫上「黎
汶洛於文憑試僅獲4科2級，其中英文1級，其後報
讀港專課程（入大學最低門檻：英文3級）」。黎
的成績已是數年前的「舊聞」，但帖子仍引起了不
少網民熱議。
有網民稱不應以學歷論人。「瓊姐」在回應時狠

批道：「無人話要考試100分先可以做議員，但連
底都無……大佬level 1 so sad，點投你呀？……你
無基本墨水，投票人絕對有權去質疑你根本無學歷
無料去勝任呢份工。唔同你提一般後生仔呢個例
子，無學歷都可以發展其他野（嘢）。語文能力廢
既（嘅），點睇文件呀？咪玩啦！」
有人則用想像中的「黎腔英語」，留言模仿黎在

選舉時會說如何說英語。「Sisi Hon」留言：「選
舉論壇發言：I 組織this新政黨 with 黃之鋒、周庭
because……」「Victor Ip Woo」揶揄黎道：「立法

會 is so 唔識串……」
「Nevil Ho」稱，「我驚如果因為全香港突然盲
左（咗）投左（咗）佢到立會，佢連email都唔識打
呀！」「Stanley Ho」揶揄道：「（黎）大聲公都
唔識用呀，原來冇入電……」
本來，學歷高低並不是什麼很嚴重的問題，但黎

汶洛因此而受到猛攻，一是反映他平日「得罪人
多，稱呼人少」，一是他「攝石人」的行徑相當令
人反感，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多個激進組織，包括
「標榜年輕」的「青年新政」及其他激進「本土
派」，還有「熱血公民」等都圖染指今年9月舉行
的立法會選舉，所謂「多隻香爐多隻鬼」，通過
「網戰」打擊對手是常識吧！ ■記者 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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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汶洛組黨 被嘲「文盲從政」

■「快咇」爆粗大罵陳雲又「搬龍門」。
facebook截圖

■陳雲（中）一時嚷「全民制憲」，一時又說
要香港基本法「永續」，被質疑前後矛盾。

YouTube片段截圖

■上下圖：黎汶洛在新界東補選時搶楊岳橋風頭，
被網民瘋狂改圖恥笑。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