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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鋒」衝路早 直播醜態露
做Show圖攔委員長車隊「熱普城」粉絲笑博選票

未入伙亂「吹雞」無常識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

昨晨到訪將軍澳。「香港眾志

（中箭）」主席羅冠聰、副主席

黎汶洛及秘書長黃之鋒等5人，在東區海底隧道

九龍出口企圖衝出高速公路攔截車隊，迅速被交

通警員制服拘捕。由出發到抵達的過程中，「中

箭」全程在自己的facebook直播，仲叫埋自己

友捕定靚位影現場相，但車隊未到眾人已經衝出

馬路，被「熱普城」支持者恥笑擺明是為了今年

9月立法會選舉「做Show」。「中箭」的支持

者反嘲「熱普城」成日得個講字，更煽人去衝自

己就縮。雙方爆發網上大戰。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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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狗恥笑
Chris Cheung：笑×左（咗）…約哂（晒）記者去影你衝出去…
車隊未到就話截…識唔識×識架（㗎）頂你！

Aiden Chan：車未到就衝出去舉A4紙，車到左（咗）人已經被
捕，抗議？似借今次宣傳自己多D（啲）！

Coolman Lau：香港眾志做show都不忘直播打卡呃Like！…直接
為9月選戰做勢。

Kaylee Mak：為左（咗）選票，你地（哋）真係去得好盡。

Della Singh ：有勇無謀，鑊鑊比（俾）人拉，捐多多錢畀你哋都
唔夠洗（使）啦係咪？

Billy Bong：佢想博出位，好似以前長毛咁，使唔使為咗要呃果
（嗰）份區區十萬八萬嘅人工嘅工作而咁折墮！

Poki Chan：泛民只不過係一班演員，我睇唔到捐錢俾（畀）一
班演員可以點樣幫到香港。

Brian Kwok：初一擲磚要蒙面，今日爭取十皮野（嘢）一個
月……記者記得映（影）我大頭！

Ne Neaee：仲以為你地（哋）係政黨，原來係搞娛樂既（嘅）。

Dennis Chau：10萬蚊一個月，衝啊！

Dickson Carter Tong：撞車黨？

Ng Yiu Chung Nelson：咁好彩，咁都車你地（哋）唔死。小心
呀，唔係次次都咁 lucky。哈哈哈……

Ka Yeung Lam：點解（唔）去俾佢架車撞一撞，撞完有光環
呀，撞死直頭有集體光環，仲唔去？

巴滴脷：車死咗又要警察執屍，好煩。

Sam Tsoi：你地（哋）自己死好la（啦），唔好影響其他駕駛人
仕（士）。

Roger Ng：做戲就要做全套，坐番（返）三五七年，出番（返）
來就係條好漢！

眾志反擊
Oklsda Tam：做得好，勝勇武（派）。

Mike Fung：熱普城死晒去邊？

James Kong：真英勇，熱普城狗狗不知所蹤（終），不知所謂

LivingStone L John ：GOD bless you all ！他們一班講就兇狠，
做就碌×！

Sum Lee：熱普城又（唔）去做，成日得講字……琴（噚）日熱
普城去上水反水貨味（咪）又係用最低成本增取最大曝光？一切
只是SHOW一場。

Betbet Bet：佢地（哋）無推人去衝，唔係搵人過橋。淨係識得
煽動人去衝嗰d（啲）熱狗同偽本土，今次連影都無。

Andy Cheung：最好在電腦坐訂訂（定定），吃花生，跟住話無
用，之後安全才出來佔領光環。

Eric Chan：你哋破壞咗熱普城嘅空城計喎！驚唔驚人哋建唔到國
會賴你哋呀？

John Chong：班勇武派又×吹，做唔做都嘈。

Man Kun Fong：之前雨傘（「佔中」）勇無（武）派用群眾都
（當）人肉盾牌，攪（搞）事之後就走人，害死其它（他）
人，…見到上水無哂（晒）水貨客先去上水，港島警察收左
（咗）工先去港島，去食屎啦！

Slump Chen：有些人只會冷嘲熱諷，做又話係×做，另一啲乜都
唔做就係港豬，總之佢哋認為應該做乜或唔做都先係最正確判
斷。

Lyan Yu：樓上的人口出狂言，收了錢還是掉了腦袋，不必理
會。

May Lo：自己龜縮冇胆（膽）氣（去）做，又妒忌人有光環。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記者 鄭治祖

「中箭」開房被恥笑
Pepsie Tang：點解唔早個幾鐘係（喺）屋企又或者
係（喺）總部起身出門口，反而花錢去租酒店？

Coolman Lau：即係周庭同羅冠聰攞咗捐款3000蚊
去開咗2晚房。

Ding Steve：3000蚊喎，公公婆婆啲生果金捐款係咁
用架（㗎）！

Anthony Cheng：唉好失望，捐錢畀你用嚟去灣景開
房。

Run Run Run：示威要租酒店？以為你地（哋）有好
大型示威，好多道具，點知幾個出到黎（嚟），得幾
張A4紙，仲自爆租酒店博出鏡！

富貴：隨口問下（吓），點解要早兩晚住酒店嘅？仲
有就係呢$3000係用捐款定係自己付費架（㗎）？

Roger Ng：要做show都醒少少，就唔會比（俾）
人×。住兩晚酒店，衝一衝，跟著（着）就可以開餐
食杯麵。

Tokutaro Law：淨係用捐款租酒店呢點，人地（哋）
選舉論壇已經玩×死你地（哋）！

Jeannie Yeung：高級抗爭團，包高級酒店食宿，包
你有個舒適既（嘅）抗爭假期！

Gundam Rx：爆房去旺角啦×，乜×都做唔倒，錢就
識駛（使）！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記者 鄭治祖

港 人 運 毒 被 截

偷懶關白車GPS 救護隊目判社服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將於年底
退休的消防處救護隊目，為減少出車執勤
次數以換取時間買飯「醫肚」，竟於短短5
個月內關閉救護車上的衛星定位系統
（GPS）達204次，並輸入假資料誤導上
級，遭廉署拘控。偷懶隊目昨在區域法院
承認「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獲輕判
履行200小時社會服務令。法官直斥被告
的行為令消防處蒙羞，並慨嘆「若多幾個
像被告的偷懶行為，將帶來災難性的後
果」。
案發時駐守消防處藍田救護站的被告余岑

發（54歲），1987年5月加入消防處擔任救
護員，2008年晉陞為隊目。
案情透露被告在2013年9月1日至2014
年1月22日期間，在他負責的救護車上關閉
第三代調派系統的全球定位系統（GPS），

然後在調派系統的流動數據終端機，輸入救
護車錯誤位置的假資料，訛稱自己正身在將
軍澳墳場或山上，誤導消防控制中心以為其
救護車遠離醫院，以減少執勤，藉偷懶的
15分鐘去買飯。

官斥行為令消防處蒙羞
主審法官林嘉欣昨在判案時指，被告5

個月內關閉GPS多達204次之多，除了因
踏入50歲體能下降外，是希望藉15分鐘的
「真空期」去買飯及休息。僥倖地案中沒
有證據證明被告的「蛇王」行為危害到他
人生命，但被告的行為足令消防處蒙羞，
判刑必須能夠警惕其他公職人員，切勿以
身試法。
法官又指被告因今次愚蠢行為前途盡

毀 ，更會失去長俸，實令人惋惜。考慮被

告自1987年加入消防處工作，一直貢獻社
會，亦獲部門多次嘉許，予以酌情輕判。辯
方大律師余大華稱被告已十分悔疚。

■余岑發認罪獲判罰社服令。 資料圖片

在昨日「攔截車隊」行動中，「香港眾志」
在 facebook全程直播，更借早前的「鉛水事
件」，號召安達邨的「居民」出來「抗爭」。
網民「Paktik Patrick Chow」就留言踢爆，「第
一，安達邨未入伙，唔算係鉛水受影響地。第

二，因為未入伙，所以唔會有邨民對事件有意見表達。第三，
你個黨肯衝，我小市民當然支持啦！但係可唔可以做下（吓）
功課了解下（吓）自己做緊咩野（嘢）先呢？」

東隧作「東隊」「羅三七」被嘲唔識字
「眾志」主席「羅三七」羅冠聰則再次示範其「關公附身」
之神勇：他在fb中發帖時，稱自己「於東『隊』出口截擊張德
江車隊」，被網民恥笑是文盲。「Ivan Hui」說：「字都未寫
得啱，東隧出口呀嘛？東隊出口！」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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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眾志」主席
羅冠聰、副主席黎汶洛及秘書長黃之鋒等5人，在東
區海底隧道九龍出口企圖衝出高速公路，攔截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的車隊而被拘捕。警方強烈譴
責有關人等有預謀的破壞法紀行為。
消息指，被捕的「香港眾志」多名成員前晚已開始

潛伏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出口附近。昨晨9時55分，張
德江的車隊由港島擬經東區海底隧道，到訪九龍東的
安達邨以及將軍澳一間老人院。根據「眾志」上載到
facebook、在高位拍攝的影片所見，當護送車隊的警
方先遣開路電單車，經過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出口附近
鯉魚門道時，突有數名手持標語的男子由路邊山坡衝
出馬路。
警員見狀，立即停車制止。雙方展開追逐，有關人

等則大力反抗，更與警員糾纏。混亂間，有警員被拖
跌地上，但警員很快已將5名企圖衝出馬路的男子制
服，其後證實是羅冠聰等5人。

沿途多人攝錄 事件早有預謀
由該拍攝的片段畫面可見，當「眾志」成員衝出馬

路並與警員糾纏時，附近很快出現多名手持相機人士
在拍攝，更錄下一名男子兩度嘆道：「早咗呀！」可
見整件事是早有預謀。

口頭警告不果 警上前阻截
警方表示，基於公眾安全及公共秩序的考慮，當時

在場人員有即時向有關人士發出口頭警告，並要求他
們即時返回路旁安全位置，但有關人等未有理會，更繼續向東
區海底隧道管道前進，警員隨即上前阻止，並把他們帶返安全
位置。
警方對被捕者有預謀、有組織地作出破壞法紀的行為，對其

自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予以強烈譴責，並重申警方
尊重市民表達意見、言論及集會的自由。
警方經調查後，以「涉嫌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及在公眾地
方行為不檢」，拘捕5名年齡介乎19歲至23歲的男子，被捕人
士正被扣留調查。

羅冠聰、黎汶洛、黃之鋒及另兩名分別姓周（20歲）及姓吳（23歲）
的「中箭」成員，前晚已開始潛伏於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出口附近，

擬趁昨晨張德江的車隊路經時，手持標語衝出馬路攔截車隊抗議，但最
終並不成功。

5「中箭」成員遭警扣查
5人涉嫌「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及「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被帶回

觀塘警署扣查，案件由觀塘警區重案組跟進（見另稿）。

粉絲翻「熱普城」舊賬還擊
有關消息一出，「熱普城」支持者齊齊恥笑，批評他們在出發時已開

始全程直播，一直在fb打卡，又約記者到場，更在車未到前已經衝出馬
路，擺明是做選舉Show，為了爭立法會議員10萬元的薪津做「撞車
黨」。有人更黑心地指他們影響交通，「點解唔撞死佢哋？」有人就稱
他們死了，可能要勞煩在警員為他們執屍云云。
「中箭」的支持者則反擊，寸「熱普城」支持者只識做「鍵盤戰
士」，得個講字，又翻舊賬稱這些激進「本土派」只懂用口煽動他人，
搵其他示威者做人盾，害死其他人，自己就食花生，可謂人渣之極。
其實，大家都是為「呃like」，何必狗咬狗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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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房「潛伏」 疑亂開公數
「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秘書
長黃之鋒及副秘書長周庭，在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訪港前
夕，到委員長下榻的君悅酒店附近
的灣景酒店「開房」潛伏。在委員
長抵達香港、車隊到君悅時，羅冠
聰等一度衝前試圖攔截車隊，結果
被警方制服。
是次失敗的「行動」，備受「熱

普城」支持者恥笑，特別是有份
「開房」的黃之鋒及周庭都沒有參
與衝擊，為示威而「開房」更有如
「舒適抗爭團」。有網民更「突破
盲腸」，要求「眾志」交代是次
「開房」的費用，是否以捐款支
付。不過，「眾志」未有回應網民
的批評，看來三人是次「開房」是
「開公數」居多了。■記者 鄭治祖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何花 深圳
報道）羅湖海關前
日查獲了一名香港
女子，以人身綁藏
1098.9克冰毒出境
案件，這是該關今
年查獲的最大宗毒
品案件。被查獲藏
毒的是一名中年女
子動作不自然，引
起關員注意。經審
訊當事人承認替人
帶 冰 毒 過 關 到 香
港，並收取港幣數
千元帶工費。

■網民紛紛改圖恥笑。 fb圖片

■黎汶洛迅速被捕。

■「眾志」成員在東隧九龍出口企圖衝
出高速公路，惟未成事已迅速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