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進本土 為「選」玩「學民」
搶註域名電郵打大交 之鋒手段拙稚招恥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前「學民思潮」核心成員黃

之鋒、周庭等人早前預告將於明日成立新政黨

「Demosisto（香港眾志）」，計劃參加今年9月的立法會

選舉。同樣有意參選的激進「本土派」，其支持者即動員

搶註「demosisto.com.hk」和其他名稱類同的域名，以

至電郵名稱及facebook專頁等，誓要殺黃之鋒等人一個

「片甲不留」。他們聲稱，不滿「學民」在解散前未有公開

財務狀況等，但說穿了，反對派要在選舉前打擊票源相

近的對手，相信才是最主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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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Mak：域名買多幾個再turn返去自己網站是常識吧！

Winniecat Suen︰完全不懂為何沒先註冊好所有野（嘢）才開
自己名……

Kelvin Lai：嘩原來啲domain唔買得（㗎）？佢哋有無諗住報
警處理？

Simon Yip：有人話自己已經一早註冊左（咗），咁之後註冊
個班人有咩罪？

Bosco Ccl：其實搶註呢D（啲）野（嘢）都玩左（咗）好多年，點
解唔reg（註冊）左（咗）先公佈？

Yuwing Cheng：應該要開個「幫gif（黃之鋒）出聲」既（嘅）團體，
強烈譴責「搶」Domain呢d（啲）暴力行為。

ShawTim Liu︰其實我都唔明，gifbb（黃之鋒）話4月10
日先公佈，domain（域名）都已經買左（咗），咁仲發爛渣
話人地（哋）搶咩domain？我唔係好明，即係買左（咗）定
無買？

Albert Wittgenstein︰佢唔改個咁濕×嘅名同埋之前唔扮「本
土」，一定唔會咁多人玩佢。

Edward Tang︰乜嘢叫「充滿惡意」？個Domain（域名）你嘎
（㗎）？你改個政黨名就代表乜嘢同你個名相關嘅Product（產
品）就係你自動擁有專利，要「理所當然地」畀你霸曬（晒）嘅？

Ko Tam︰連自己個網址都保唔住，你同我講保住香港？同販
民（反對派）一齊耕田啦！

Marco Li︰喂我善意架（㗎），我見大家咁熟咪買定比（畀）佢等
其他人唔洗（使）搶。佢地（哋）想要返個domain（域名）既
（嘅）咪開個我接受到既（嘅）價錢嚟買。

Terence Nam︰炒賣（域名）要有賣依（）個行為……你（搶註
者）只不過係hold（扣）起唔比（畀）人用。佢渣（揸）住百幾
萬，無6位數都唔考慮釋出善意啦！

Chung Kin Wa︰咁留名睇佢地（哋）扮弱者比人恰R（搲）政治
庇護、R（搲）同情票。

Yuwing Cheng Bt：不嬲有人靠買賣 Domain黎（嚟）搵食架
（㗎）啦，以前d（啲）明星fanpage都係咁，班明星未（咪）又係
真金白銀買返。gif黨係覺得條Domain值既（嘅）自己會買架
（㗎）啦。

資料來源︰facebook留言 整理︰記者 甘瑜

黨未立先遭質 網民笑到有腹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正當黃之鋒等人
製造連場公關災難，令到「關公很忙」之際，
前「學民思潮」發言人黃子悅也「不甘示
弱」，在搶註域名者的facebook留言「挑機」，
反被曾捐贈支持「學民」的人質問財政問題。
黃子悅竟然「豪言」︰「古語有云︰捐出去嘅
錢，就如潑出去嘅……」被網民炮轟：「呢個
就係你地（哋）對曾經係支持者嘅答覆？」最
終黃子悅在其facebook發文章道歉，稱自己因
「無心之失」引起「誤會」。
就在網民瘋狂搶註域名的時候，黃子悅在其

中一人facebook留言稱︰「諗下都知唔會冇reg
（註冊）網站啦。」有人則在網上指出
「demosisto.hk」疑似被黃之鋒等人註冊。
不過，網民見黃子悅現身，遂向她追問「學

民」財政問題，其中包括曾向「學民」捐款千
元的網民，黃子悅竟回應稱︰「睇新聞啦你，
75萬（元）法援，70萬學生組織呀。」
該名網民稱，自己捐款支持「學民」，並非

支持新學生組織，黃子悅則說︰「古語有云︰
捐出去嘅錢，就如潑出去嘅……」

被譏行政政治智商「始終如一」
言論一出，即被網民炮轟，質疑他們如此無

承擔如何參選立法會。黃子悅最終在其facebook
道歉，稱自己因「無心之失」引起「誤會」，
又不忘「衷心感激」支持他們的人。
不過，多數人都不買賬，網民「Can Cheng」

就表示︰「佢為咗潑出去嘅屎道歉之嘛？但佢冇
認為佢果（嗰）句叫人自己睇報紙有問題。」
網民「Simon Yip」則說︰「接二連三的甩

轆，咁無公共行政同政治的智商，呢方面佢地
（哋）都真係幾始終如一……」
有網民則表示，「學民」將捐款過數予新組

織「唔啱規矩」，並指「學民」若解散，就應
公開財務報表。「Hanson Lau 」就表示︰「擅
自將錢捐出，是為虧空公款。我點知新組織嘅
規程點寫，有無漏洞畀啲錢流入『盜墓私逃
（Demosisto）』度？」
活躍於網上的仇思達則找出當年一名老婆婆

向「學民」捐出半個月生果金的字條，網民隨
即指責「學民」「連阿婆都呃」。
網民「Lucia Chan」就指︰「學生走出嚟做
小政棍就唔算係學生咖（㗎）啦，黃子悅佢拎
緊成人身份證，坐得監，要為自己做嘅野
（嘢）負責任咖（㗎）啦。」
網民「Kui HK」亦揶揄道︰「講咗出去嘅說

話，就如潑出去嘅水。」

「捐得款」如「潑出去」黃子悅爆「關公災難」

早前突然解散的「學民思潮」，沒有
釐清財政問題，早已引起各界的不

滿與反感。本周三，黃之鋒等人公佈將於
明 日 （10 日 ） 成 立 新 政 黨
「Demosisto」，即廣為網民恥笑有關名字
造作、文意不通，被揶揄為「地踎屎塔」
等名稱，同日下午即有網民搶註
「demosisto.com.hk」的域名。

「方丈」容樂其稱因「唔俾面」
曾為社民連成員、後退出並支持激進
「本土派」的《輔仁媒體》總編容樂其，
昨日凌晨在facebook發表文章，更附上對
話的截圖，內容顯示有黃之鋒陣營中人問
容樂其知不知道是誰買了「demosisto.
com.hk」，希望可以購回。容樂其回應
「關我咩事」，又教該人自行查核。
容其後在其facebook稱︰「有好帶挈都
無我份，你個網址被人買左（咗）就問
我，你地（哋）當我乜呀？你地（哋）開
會D（啲）是非我聽得番（返）架（㗎）
低×仔。」他又揶揄道︰「查冊（公司註
冊）幾十蚊，你地（哋）有百幾萬，俾
（畀）得起既（嘅）。」
他更化身「方丈」稱，黃之鋒等人自己

開了網媒就不再向《輔仁》提供文章，但
就對《輔仁》的「競爭者」如《立場新
聞》、《端傳媒》等則「畀完文仲share（分
享）」，直言黃等人不是自己的朋友。
有見黃之鋒等人連續甩轆、忘恩負義，
又扮「本土」，一眾網民遂發起搶註域名
的行動，把各式各樣的域名如「.net」、
「hkdemosisto.com」等都搶註。容樂其亦

註冊了「demosisto.org」，更註冊了郵箱
「gphonebb@politician.com」等。
其後，最初搶註「demosisto.com.hk」

的人終於「浮面」，原來是網民
「Cheung Ka Chun」，但卻沒有被人
「問價」。容樂其爆粗表示︰「琴（噚）
日搵人問我邊個hold（扣）住個『.com.
hk』，×你人地（哋）自爆左（咗）又無
去 approach（接觸），是（係）咪玩
我？」

「青政」「城邦」撐「冒認」鬼打鬼
雖然黃之鋒等聲稱，他們已經為新黨註

冊了域名，但黃之鋒陣營批評搶註是無聊
幼稚，黃之鋒也在其 facebook 澄清
「Demosisto」的 facebook專頁是被「冒
認」。「Sze Tat Chau」（仇思達）批評
黃等人︰「你都未成立，關你×事咩？一
個未成立的政黨，點樣去偽冒呀？真係哲
學難題。明明係人地（哋）成立得早過
你，到底係你偽冒人，定係人地（哋）偽
冒你呢？指責一個4月8號出現嘅專頁，
走去假冒4月10號先成立嘅政黨，係咪有
病？」
對於一系列的「搶註」貼文，激進「本

土派」政黨，包括「青年新政」的趙旭
光、「勇武前線」，「城邦派」的中出羊
子、「天河明人」等都按「讚」。說到
底，都是選票作祟。網民「Kian Lee」直
指：「其實有好多『自己人』暗地裡都不
知幾開心佢地（哋）×，本來以為到左
（咗）9月（立法會選舉）佢地（哋）會
係對手，原來只係一班on ×！」

「學民思潮」除了未交
代財政狀況等問題外，核
心成員周庭「屢次彈出彈
入」，一時因「感到極大
壓力」、「極度徬徨及疲

倦」而辭任「學民」發言人，一時又再
活 躍 於 鎂 光 燈 下 ， 最 近 更 成 為
「Demosisto」的創黨成員，激進「本土
派」仇思達等揶揄其「壓力好像呼之則
來，揮之則去」，「試問這樣毫無擔當
的人，還有誠信可言嗎？我點知你幾時
又話壓力大，要做逃兵？」

「無事女神 有事閃人」
仇思達在其facebook發表有關說法，

隨即吸引了 738 個「讚」和 70 個「哈
哈」，更有不少網民留言附和。

「Chan Airplane」說︰「無誠信正好

是偽中產最愛。世界仔嘛，精仔，核心
啜核價值……」「Bianca Silva Guterres」
則 稱 ︰ 「 有 鏡 頭 + 有 錢 箱 = 減 壓 」
「Hennessy Chiu」更揶揄道︰「無事女
神、有事閃人。」

有 網 民 批 評 周 庭 只 懂 吃 喝 玩 樂 。
「AhChai Ng」指︰「剩係做d（啲）無
聊輕鬆野（嘢）。雨革（『佔領』行
動）走去玩Cosplay（角色扮演）警察就
得，上前線就有壓力唔得，去旅行就
得，而家抗爭係玩呀？番（返）屋企搵
媽咪啦！」

「Shek Tim Chi」更趁機批評原「主
場新聞」負責人蔡東豪以「恐懼」為名
結束「主場」，其後又突然不再「恐
懼」，成立「立場新聞」，「我恐懼，
我誤判，我行山……我旅行。法式旋轉
型彈出彈入。」 ■記者 甘瑜

周庭「彈出彈入」冇誠信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為何黃之鋒等人成立的
新政黨會自創新詞叫「Demosisto（香港眾志）」呢？撐
激進「本土派」的仇思達日前在其facebook爆料稱，該
名字就是「由任內導致學聯分崩離析嘅政壇劏豬凳『羅
三七』（學聯前秘書長羅冠聰）命名，唔怪得可以×到
咁樣。」當日，黃之鋒等人公佈新政黨名字時，亦表示
等待羅冠聰向大家講解。
不少網民都留言認同黃等人是次「改壞名」。「BK

Tommy Wong」嘲笑他們「組黨當上莊」。「Barry
Ng」說︰「無料咪要作個懶特別嘅名扮晒高深囉！」
「Tom Tak Chun Chan」則表示︰「民眾連個名都唔
明，讀都讀唔到，民佢老×眾咩！」「黃妙才」則「突
破盲腸」說︰「改名是一回事，大部分人同意用呢個名
就唔可以賴一個人啦。」

羅三七亂改名成笑料

■黃之鋒與其
他「demosisto」
facebook 專頁
劃清界線。

fb截圖

■有黃之鋒陣營的人
批評搶註行為，被容
樂其寸返轉頭。

fb截圖

■黃子悅說「捐出去的錢，就如潑出去的……」犯眾怒（上
圖），事後為其「捐錢如潑水論」道歉（下圖）。 fb截圖

■仇思達找
出當年有老
婆婆捐出一
半生果金支
持「學民」
的證據，批
評「學民」
竟無視捐贈
者的疑問。
網上圖片

■容樂其惡搞「學民黨」
的海報，以自己的頭像代
替了周庭。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