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BB寸天琦「四眼」非本土
公開出世紙認港出生招罵 為選票兩陣營網開片

多個激進「本土派」組織均聲稱要參加
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票源重疊，選區重
疊，令各組織之間一遇小事即以此為借口

開戰。近日，「青年新政」成員游蕙禎不知有心還是無
意，接受「挑機」公開了自己的出世紙，證明自己在香港
出生。崩口人忌崩口碗，一直將內地人侮辱為「蝗蟲」的
「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及「熱血公民」（熱
狗）成員鄭錦滿，早前被揭發原來在內地出生，正是他們
口中「蝗蟲」而備受恥笑，游BB這一下捅了馬蜂窩，梁鄭
兩人的支持者瘋狂留言攻擊，批評游BB此舉「等於話梁天
琦同鄭錦滿唔係本土派」，是在背後「暗箭傷人」。說到
底，動輒得咎，無非是為了選票而已。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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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Chin（陳雲）：始終是青年，而且
是新政。他們懂得什麼是政治？什麼是信
念？從政有明星娛樂作用，但明星娛樂不
是從政。當然，香港的青年人還是喜歡青
年新政的。你要死，沒人阻攔到你。

SauWai Chan（陳秀慧）：×噏一句，
就SHOW出世紙係咩玩法……

黃洋達：我……搵唔到自己張出世
紙……

Dêññïs Çhøw：言下之意即係叫熱普城
一眾之士盡快交代自己嘅身份？

Jani Cheung：游小姐都認同只有香港出
世才是本土，有需要澄清。此舉等於話梁
天琦同四眼（鄭錦滿）唔係本土派。

Gui Choy：跟個（嗰）個（游蕙禎）係
咪想突顯自己同（梁）天琦四眼唔同？

Danny Lo：一次過打梁天琦同四眼。

李シンディ：青年新政係長（牆）頭草
不特只（止）重（仲）要好幼稚，攞張出
世紙出嚟證明自己響香港出世，so
what？

Jane Tse：有自稱「本土派人士」叫青
年新政游蕙禎交待（代）身世，遊（游）
小姐又應機照做，有人話遊（游）小姐咁
可以拉攏人心……有冇人話我知遊
（游）小姐咁公然背刺拉攏到咩人心呢？

趙雲：可能感覺游小姐幫CK（何志光）
助攻。

Alfred Wong：（游蕙禎）成日陰陰濕濕
學埋梁金成啲野（嘢）。呢Ｄ（啲）人真
係想入屋想壞腦。

Davy Ho Fei Wong：邊有色狼要抽水你
就任人抽架（㗎），光明磊落同愚蠢係有
分別架（㗎）？

Pang Kwan Ho：我懷疑游小姐身上紋
左（咗）納粹嘅紋身，佢係咪會除衫自
拍？

黃增健：聽聞胸部紋有五星旗，請立即
澄清 !

Trixia Pat：從政有樣無腦無閱歷會死很
快

Edward Ho ：我係梁天琦同四眼的話，
真係唔知有何感想。

資料來源：facebook留言 整理：記者 鄭治祖

激進「本土」圍攻游BB

游BB粉絲反擊言論節錄
Alan Fok：天琦（梁天琦）同四眼（鄭錦滿）有個
人自由公開自己的出身，游主任（蕙禎）一樣有，
要不要做是你的自由。

Darling Ng：熱普城的成員或支持者好多大陸（內
地）出世的人，但係熱普城個本土論述就反對大陸
人（內地人）同單程證，你話幾搞笑呢？

Fai Cheng：本民前高舉滅蝗蟲救香港的義旗。根
據梁天琦在放火掟磚打記者之前意見，不在港出生
都是蝗蟲，都是人渣，都是畜牲。

陳近南：新移民（新來港者）來到香港是沒有問
題，問題係呢班……竟然為了上位為了選票去撕咬
自己族群，踏住自己同胞的血肉上位。宣揚狹隘民
族仇恨。never tolerate the intolerance！

CT Ay：其實CK（何志光）應該沒有歧視任何人，
只係覺得如果自己本身係大陸（內地）人，黎
（嚟）到香港有香港身份之後就去歧視大陸（內
地）人，係好×冇品冇道德同×街。

Silva Kwok-Kim Yan：從來無嘲諷距（佢）地
（哋）（梁天琦、鄭錦滿等）出生（身）！只係話
距（佢）地（哋）唔老實，呃選票。

Sharon Tsang：但有人（梁天琦、陳雲等）會話只要
擁護香港價值核心，新移民（新來港者）都無問題。

Sam Wong：即係大愛左膠。
資料來源：facebook留言 製表：記者 鄭治祖

游BB早前因為接受由社民連及「人民力量」
主導的網台訪問而受到其他激進「本土派」

的圍攻，想不到事隔數月又來一鑊。

何志光「挑機」要「本土」「驗身」
事緣一直和「熱普城」唔妥的「香港本土力

量」發言人何志光近日在其facebook「挑機」，
要求「青政」及「熱普城」各有意參加今年立法
會選舉者，要公開證明自己在香港出生。他稱，
有關人等如在內地出生「就要一早講，唔好學梁
天琦，自己係新移民（新來港人士），自己阿媽
係大媽，就唔出聲，存心詐騙！」

責梁天琦瞞「出身」是無恥政棍
何志光續稱，內地新來港者也可以支持「香港

本土」，但梁天琦等「未被揭發出生地不是香港
以前，『本土民主前線』攻擊中國新移民（內地
新來港人士）最為兇狠，說150個單程證係中國
殖民工具，即所有家屬團聚亦是中國殖民。但他
們（本民前）有大量成員亦是用單程證來
港！……當一個政治組織領袖如梁天琦高叫我不
是中國人，卻隱瞞自己於中國出生，這便是詐
騙。問題是在隱瞞……這是極為無恥的政棍行
為。」
被點名者，除梁天琦及鄭錦滿已被爆在內地出
生，還包括「熱血公民」成員鄭松泰及游BB
等，前者的太太更被質疑也是新來港人士。一直
勤於更新facebook的鄭松泰全日沒有回應，游BB
卻「勇字當頭」，在自己的fb上載了自己的出世
紙，證明自己於1991年5月6日在香港聖德肋撒
醫院出生，但同時戴頭盔稱：「對這個地方願意
付出多少，從來不是由身份證上的英文字母或者
DNA來量化，假若我在外地出生而在香港長大，

我想我同樣會在最後愛上這個地方。」

陳雲寸「青政」不懂政治
不過，既然將於今年選舉與「熱普城」兵戎相

見，即使戴定頭盔都無用。「熱血公民首領」黃
洋達之妻陳秀慧帖文就稱，「×噏一句，就
SHOW出世紙係咩玩法……」「城邦派國師」陳
雲更發帖揶揄「青政」不懂什麼是政治、什麼是
信念，「從政有明星娛樂作用，但明星娛樂不是
從政。當然，香港的年輕人還是喜歡青年新政
的。你要死，沒人阻攔到你。」

「熱普城」粉絲玩笑游BB「身體」
「熱普城」支持者更是口下不留情，有人指她

（游BB）「無腦」，有人更以游BB的「身體」開
玩笑，聲稱懷疑她胸前有紋身，要求她「公開證
明」，有人甚至指懷疑游BB是男非女，要求「證
明」，還有更多不堪入目的、侮辱女性的留言。
不過，是次罵戰的關鍵還是：梁天琦及鄭錦滿

的支持者留言，說明這番網絡攻擊，主因是游BB
此舉是「逼宮」，「即係叫『熱普城』一眾之士
盡快交代自己嘅身份？」
有人更稱，游 BB 此舉是「想突顯自己同

（梁）天琦四眼（鄭錦滿）唔同」，「游小姐都
認同只有香港出世才是本土，有需要澄清。此舉
等於話梁天琦同四眼唔係本土派」，「一次過打
梁天琦同四眼」等。

游粉批梁鄭打擊同胞「呃選票」
不過，有游粉留言還擊，指新來港人士當然可

「本土」，但梁天琦及鄭錦滿等人明明在內地出
生，卻以打擊自己的同胞來「呃選票」，行為可
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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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立法會昨日復會審議《2016
年撥款條例草案》，討論香港反對派提出的逾百項「垃圾修
訂」。在昨日約9小時會議中，反對派繼續「亂噏廿四」，
抹黑特區政府施政未有「開誠佈公」，更要求削減公共開
支，包括長者乘車優惠、房屋署及路政署等全年預算開支。
建制派狠批，反對派口講關注弱勢，實質是要陷害弱勢。
立法會昨日復會，繼續進行《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第四

項辯論，並於下午進入第五及第六場合併辯論。在第四項辯
論期間，公民黨議員郭家麒宣稱，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的追加
撥款是「非必要」的，「政府與港鐵『扯貓尾』，『夾硬』
令市民花費『冤枉錢』。」「社民連」議員梁國雄（長毛）
更聲稱，修訂已「被剪布」，故討論《撥款條例草案》是浪
費時間，又趁機鼓動支持者，趁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
江訪港期間，要求中央「還香港管治權」，「提出『港
獨』、『自決』有咩出奇？」
民建聯議員陳鑑林批評，反對派口講關注弱勢，實質是陷

害弱勢，不斷提出偏離社會現實需要的修正案，包括削減建
築署員工薪酬，甚至完全削除長者乘車優惠，以至殘疾人士
公共交通全年預算開支，做法令人費解，「削減建築開支，
將影響政府的5年建屋計劃及基礎建設，導致房屋需求落
空。提出修正案是嚴肅做法，絕非今日的瑣碎無聊無意
義。」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發言時，藉頭戴建築安全帽及手持砂

煲，諷刺反對派提出削減公共開支，令建造業界被人「吊砂
煲」，「反對派自稱關心民生、維護基層，實際卻是無良僱
主及『蛀米大蟲』，不食民間煙火。他們不單在立法會全線
拉布，嚴重影響工程造價，更對政府持雙重標準。反對派收
取『黑金』但拒絕交代，他們又豈止醜聞纏身咁簡單？」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謝偉銓則批評，反對派提出
的修訂，全是胡鬧及不切實際的，對香港百害而無利，「反
對派要求削減運輸及房屋局開支，最終只會增加公務員團隊
壓力。我認同政府的工程管理及監控有改善空間，但應務實
解決問題，而非削減開支。」

張炳良批反對派想癱政府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在發言時則批評，通過修正案會
癱瘓特區工作，令工程再度滯後，效果只會適得其反，「削
減房屋署的運作開支，會令如火如荼的龐大房屋工作受阻，
特別是公屋的供應；削減路政署開支，將會削弱監管的功
能，令工程再出現滯後，將癱瘓部門運作。」
在歷時9小時會議中，反對派至少8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令會議合計暫停約兩小時。會議今晨再續，預料周五可結束
辯論，並於下星期開始逐一表決反對派合共四百多項「垃圾
修訂」。

反對派削公共開支 建制批陷害弱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
法會工務小組昨日通過將4項工程
撥款交財委會審議，涉款達42億
元，包括資助社福機構，在大埔及
元朗興建青年宿舍項目。
工務小組昨日討論政府資助1.5

億元予香港青年協會，拆除在大埔
墟街市旁的一所青年中心，改建成
青年宿舍，目標在兩年後提供78個
單位。
同時，保良局計劃在元朗馬田壆
興建的青年宿舍，地皮由恒基地產
主席李兆基捐出，由政府撥款6,810
萬元為項目進行前期工程。保良局
會按進度，計劃在明年年中再向財
委會就主要工程申請撥款。

兩「青舍」租金為市價六成
兩個青年宿舍的租金均訂在同區

市價六成，讓入住的年輕人儲蓄，
而單人申請者薪金上限則為1.7萬
元。青年協會副總幹事馮丹媚表
示，中心可在動工後兩年完成，落
成前9個月會開始招租，以15平方
米的青年宿舍單位為例，租金約為
2,300元，只約佔年輕人收入15%
至20%。
經民聯議員石禮謙認為，宿舍租

金與市值掛鈎無法幫助年輕人，應
與建築成本掛鈎。民政事務局副秘
書長羅志康回應指，項目並非房屋
計劃，只是青年發展計劃，設計時
已考慮使用這個租金計算方法，倘
租金訂於不超過市價租金六成，相
信目標青年的收入可以負擔。而因
應不同地盤環境或建築方法，建築
成本會有差別，難以作為青年宿舍

租金定價的準則。
工務小組最後通過保良局元朗馬田壆青年

宿舍前期工程撥款，青協大埔青年宿舍則留
待下次會議再審議。
其餘3項獲通過工程，包括興建東九龍總

區總部及行動基地暨牛頭角分區警署，涉及
31.8億港元；在深水埗西北九龍填海區第六
號地盤，即連翔道及東京街西交界，興建公
共運輸交匯處，涉款1.7億元；在屯門公路
虎地段加建隔音屏障工程，涉款7.8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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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晨復會，繼續審議涉及財政預算案的《撥款條例草案》。民建聯主席、立法會
議員李慧琼，議員譚耀宗、蔣麗芸、陳恒鑌及葛珮帆連同約三十名市民，帶同「拉布禍港
不得民心」、「立即剪布 保障民生」等橫額及標語在立法會外示威，並高叫「立即停

止拉布」、「恢復社會秩序」等口號，批評反對派議員干擾議會正常運作，更導致流會。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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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日復會審議《2016年撥
款條例草案》，反對派為拉布最少
8次要求點算人數。 梁祖彝 攝

■張炳良批評，通過修正案會癱瘓
政府工作。 梁祖彝 攝

■何志光「挑機」激進「本土派」，要
求他們提供香港出生證明。 fb截圖

■游蕙禎上載出世紙，被激進「本土
派」質疑是諷刺在內地出生的梁天琦及
鄭錦滿。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