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民譏妄想被迫害症
Yiu Yeung Ho：係喎，大家都有樣有字有顏色
喎！

Yuk Ling Chan：你點睇得出係抄？個Timetable
咁排好特別架（㗎）咩！

Lai Mo Keung：所有time table都係咁上下架（㗎）
喇，你係咪有病呀，與其花時間去咁樣比較，不如
用政策、言談、風度去贏人啦！

Kelvintoto Chan：你個logo咁特別就唔係抄，呢
d（啲）表格用 d（啲）垃圾 template 撞中左
（咗）又話人地（哋）抄你。

Shuk Yu Darling Ng：你地（哋）抄少D（啲）人已
經謝天謝地la（啦），賊喊捉賊！

Gloria Cat Lee：妄想被迫害症，又來叫被政治打
壓啦好無（冇）！

Yip Chun Wing：就選舉啦 , 要攻擊就攻擊對家既
（嘅）政綱同往績啦，你地（哋）年輕但絕對可以再
成熟D（啲）……冇太多往績既（嘅）你地（哋），係
而（）家做緊既（嘅）野（嘢）直接令我唔支持你。

資料來源：facebook 製表：記者 羅旦

眾人圍插大嚿
Joe Heung：純講私怨，為鬧而鬧，兩邊都唔幫。

Ky Ku：最主要係大班話大舊（嚿）係契弟，曾經跟住毓民喺網台鬧佢同
鬧埋佢娘親，要求陳道歉，跟着大舊（嚿）就扯火。

Steven Yu：去人民（力量）搞的活動大舊（嚿）咪一樣方法對人！

Fai Chow：（大嚿）先攻擊人母親，再攻擊非牟利社企，到而（）
家都唔肯認錯，喺度顛倒是非，完全無人格！

KH Lai：本來真係小事一則，但反映了從政者的雅量如何。人幫咗
你，你會講聲唔該，自己做錯嘢，點解唔可以講聲對唔住。大舊
（嚿），雖然你唔再做議員，你還要做人嗎（嘛）？

KH Lai：從政者必須有錯必認，大舊（嚿）最大污點係做過教主（黃
毓民）應聲蟲，呢點都唔肯承認，冇guts。

Stephen Tsui：各位D100聽眾，大家聽到呢班人渣人力社記咩質素啦！

陳且奇：陳偉業呢種人渣不知所謂，休想再選上新西！D100應全面封
殺呢D（啲）人力社記流氓！

Randy Wong：聲大夾冇準就係「陳偉業」嘅水準，一比（俾）「大班」督
（篤）爆所作所為就爆粗大大聲發難。佢九月選「立法會拍檔督灰友（黃
浩銘）呢云（勻）真係多得佢唔小（少）……

Robert Chan：咁搞法，搞到我唔想投黃浩銘。

Ricky Leung：我家新西三張票要從（重）新考慮！

Gloria Cat Lee：13（2013）年陳偉業（受）國泰旅遊款待遊法國，
每人連家屬每人贊助17萬元。期（其）間曾對廉價航空發牌，及機場
第三跑道提供意見，卻承認未有申報利益，實難洗脫利益輸送之嫌。

資料來源：facebook 製表：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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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爆粗鬧大班 靠害村長
網民批「人社聯」垃圾質素 新西有票寧「射落海」

已報名參加立法會新界西選

舉的「人民力量」現任立法會議

員陳偉業（大嚿），前晚在接受

網上電台「D100」訪問時，大罵創辦人鄭經翰

（大班）「利用其政治地位」，壟斷「平安鐘」服務

市場，大班反擊稱大嚿當年與另一激進反對派

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最終是因為合買舖位「分贓

不勻」而分開。未知是否講中要害，令大嚿惱

羞成怒，掟耳筒離開，更以粗口問候大班：

「×你老母，你搵人斬我吖笨！」有網民指，大

嚿的言行反映「人渣人力社記咩質素啦」。有網

民更稱，「咁搞法，搞到我唔想投（在參選名單

排首位的）黃浩銘（村長）！」 ■記者 鄭治祖

提名

選舉提名期已經開始，但有
人就是整天不做正事。經常被
質疑宣傳品抄襲的「香港中箭
（眾志）」，其主席羅三七

（羅冠聰）近日中二病發，在facebook出post稱，
工聯會港島區參選人郭偉強在自己fb上載的街站
時間表是在「抄」他。
有網民留言揶揄，時間表設計都大同小異，
「勸」他不如將之申請專利，就不會「有人抄」
了。有網民更「語重深長」，希望「中箭」諸君
「成熟啲」。
「中箭」諸君經常「賣年輕」裝萌，但其實都已
經是成年人，但選舉時仍經常中二病發。羅三七近
日轉貼了一張自己的，和很明顯是工聯會港島區候
選人郭偉強的落區時間表。
羅三七在該帖子中稱，「朋友send某政黨街站

表畀我睇，問我哋設計師係咪過左（咗）檔，我當
堂嚇一跳，然後得啖笑，……好嘅內容有人抄唔出
奇，我哋唔介意工×會抄埋我哋勞工政綱，例如確
實爭取標準工時，而唔係將合約工時『袋住
先』。」

網民：「你哋抄少啲都謝天謝地」
羅三七這種中二病式的抽水惹來不少網民的恥
笑。有人用電影《食神》中家燕姐的對白，就好似
游水跑步一樣，都唔係你做乜佢做乜？抗議無

效！」有人則揶揄羅三七有被迫害妄想症，「你哋
抄少啲人已經謝天謝地。」有人就慨嘆，羅三七應
該成熟啲，不如用政策、言談、風度去贏人。
不過，「中二病」是絕症，而「中箭」諸君何來

有政策和言談去「贏」人？唔再做蠢事繼續中箭已
經還得神落啦！ ■記者 羅旦

羅三七中二病發 屈郭偉強「抄橋」

選管會推出確認書的新安排後，
傳統反對派陣營拒簽，激進「本土
派」中的「熱普城」就照簽，稱這
是「公民抗命」，引發了雙方大打

網絡口水戰，互相攻擊、抹黑，雙方都現晒形。近
日，已報名參選九龍西的大專講師劉小麗，向有意參
選新界西的「熱血公民」成員鄭松泰開炮，揶揄他早
前稱願簽新的確認書，「政治人物的操守，反映他在
重要關頭會否為一己私利而背棄選舉承諾。」「熱
狗」隨即瘋狂洗版還擊，反駁劉在報名參選時已簽下
擁護香港基本法的法定聲明，現在卻抹黑「熱普
城」，「不幸選你入立法會，佢（劉）一定會發假誓
架（㗎）啦！」
鄭松泰稱要簽確認書而備受傳統反對派揶揄為「勇
無」。劉小麗近日也在其facebook抽水稱，確認書
「是無中生有的政治審查」，更揶揄鄭松泰「作為政
治人物，更重要的是，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堅守原
則，不會砌辭掩飾自己的軟弱。政治人物的操守，反
映他在重要關頭會否為一己私利而背棄選舉承諾。他
的可信和可靠程度，是市民選擇一個代議士的重要根
據」。

熱狗批唔識基本法「怕簽咪參選」
有意排在鄭松泰名單參選的「熱狗」張耀心就發文
反擊，「事實係本身歷屆立法會換屆選舉嘅提名表都
有呢項確認條文，而家只係抽呢條條文出蒞（嚟）簽
多個名，其實根本冇分別。泛民左膠繼續配合港共政

府愚弄港人，抹黑熱普城，但抹不走你哋出賣香港嘅
事實！」
撐「熱狗」的網民「Thomas Tang」也反擊稱：
「其實當你交提明表格申請參選時，已經要表明『擁
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如果你
認為簽確認書係無中生有，簽既（嘅）就係無腰骨，
咁你唔好參選啦。又或者你可以同我講其實你唔清楚
基本法條文既（嘅），但係連基本法寫乜都唔知，咁
你又選乜野（嘢）議員呢？」
「Samuel Miu」聲言，「飯民左膠真係咁堅，不如
齊齊立此存照，當選唔宣誓呀，敢唔敢咁做？唔敢就
唔好喺度扮清高！抹黑有簽的人。」「李永石」則
稱，「不幸選你（劉）入立法會，佢一定會發假誓架
（㗎）啦，最無恥嘅就係小麗老師！」「霍由佳」就
回帶稱，「當日你俾人炒俾人照肺鄭松泰同陳雲都有
公開撐你，你條死左膠恩將仇報，咪再誤人子弟
啦！」

「泛民」打狗：有着數屎都食
有撐傳統反對派的網民則反擊「熱狗」。「Man

Kun Fong」揶揄，「熱普城一邊話乜全民制憲一邊又
話要永續基本法就已經顯示佢地（哋）完全無基本政
治倫理，總之有着數就屎都食！」「Brandon Yau」
稱：「為左（咗）參選為左（咗）上位乜都得，真係
比你當選仲有得剩既（嘅）？」
在確認書問題上，看來還有大把戲睇。小二，快來
花生二両。

九龍西參選名單還包括民建聯蔣麗芸，經民聯梁美
芬，「新思維」狄志遠，民主黨黃碧雲，民協譚國
僑，「青年新政」游蕙禎，無報稱政治聯擊的李泳
漢。新界西參選名單還包括民建聯陳恒鑌，民建聯梁
志祥，工聯會麥美娟，新民黨田北辰，獨立何君堯，
自由黨周永勤，民主黨尹兆堅，民協馮檢基，街工黃
潤達，公民黨郭家麒，社民連黃浩銘，「青年新政」
黃俊傑，無報稱政治聯擊的朱凱迪，「香港民族黨」
陳浩天。 ■記者 羅旦

寸蟲太「簽字」劉小麗遭吠「文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保衛香
港運動」昨日於九龍灣港鐵站設簽名街站，
呼籲市民用手中選票將「有破壞無建設」的
反對派議員踢出立法會。

市民批嘥時間公帑損社會
前來簽名的市民梁小姐指，簽名是想告知

反對派議員，拉布、暴力、「港獨」，市民
都「唔鍾意！」「希望他們停止，不要再搞
亂香港！」她不喜歡政治，只希望社會安
定，現時好明顯因「佔中」、旺角暴亂、
「港獨」等令到香港經濟變差，「希望那批
搞事的人不要再繼續禍害香港，擾亂香
港！」
譚小姐表示，以前香港好安定，現時則被
一班人搞到亂七八糟，市民「搵食」都艱
難。「佔中」、暴力、拉布搞到香港越來越
亂，「唔希望下屆立法會成日拉布、成日不
好好開會又拿高人工。」她希望下一屆議
員，無論反對還是贊成（議案），都要好好
開會，最多投反對票，但不要拉布浪費大家
時間。
蔡先生憤怒地批評，反對派拉布對社會好

大影響，「有破壞無建設」，希望下屆立法
會「肅清這些敗類！」莫小姐則言簡意賅地
說：「市民都唔鍾意拉布！」
王小姐指，簽名為表達對反對派作為的不

滿，「雖然對自己沒影響，但對社會有好大
影響。」她說，反對派議員對議案滿意就通
過，不滿意就一味拉布，又浪費時間，又浪
費錢。希望新一屆立法會議員都不要再拉
布，認真對待每一個議題，不要「為反對而
反對」。

每小時二三百簽名足反映民意
「保衛香港運動」主席傅振中指，簽名活動持續至

昨日下午2時，平均每小時有二三百人簽名，反映市
民普遍反對拉布行為。他強調，反對派議員用拉布、
點人數等手法製造流會，拖慢政府施政，破壞香港安
寧。以往市民並無辦法對其行為進行監控或懲罰，而
今次立法會選舉，便是黃金機會。
過往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行徑囂張，聲稱市民不服

可用選票來表達。傅振中呼籲全港370萬選民，把握
機會，善用手中選票，嚴懲在立法會「不作為、只破
壞」的反對派議員，要他們「票債票償」，將搞亂香
港、破壞香港的反對派議員踢出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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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節目上，大嚿突批評由大班創辦的長
者安居協會，壟斷「平安鐘」服務市

場，更稱其得到社會福利署「特別優待」，令
其他提供同類型服務的機構「連針都插唔
入」。大班反駁指長者安居協會的「平安鐘」
服務只佔市場不足7成，又強調長者安居協會
是社企，並非私人機構，其他提供同類型服務
的機構，有不少是「魚目混珠」，「家人命
關天，有間機構個『call centre』（客戶服務中
心）喺廣州呀，頂你個肺咩陳偉業。」

大班寸陳黃「分贓不勻」反面
大嚿似乎「聽唔入耳」，不斷重複稱大班利
用其「政治地位壟斷市場」，大班大罵道：

「陳偉業你返屋企瞓覺啦，我以後唔會同你做
朋友！」兩人其後互相指罵，大班更怒指大嚿
當年與黃毓民是因為合買舖位「分贓不勻」而
反面。
未知是否講中要害，大嚿惱羞成怒，怒罵大
班是「霸權」，稱其做事模式有問題，以電台
老闆身份打壓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利用電台
達到其個人政治目的，呼籲大班支持者不要再
捐款，最後更掟耳筒、摔椅離開，邊走邊用粗
口批評對方，「×你老母，你搵人斬我吖
笨！」

大嚿稱被抹黑 網民唔受
大嚿其後在其facebook貼文道：「本人就今

（前）天晚上在一網台節目，因遭人抹黑及將
事實扭曲，一時憤怒而情緒失控，在此謹向節
目主持人及公眾致歉！」有關網台已刪除了爆
粗的片段，但有人已將該段衝突場面的短片錄
下廣傳。有網民狠批大嚿身為現任立法會議
員，加上今年繼續參選，其言行反映了他的質
素如何，更呼籲其他選民不要投票給其所屬的
政黨「人力」和「盟友」社民連。
新界西參選人還包括民建聯陳恒鑌、民建

聯/新社聯梁志祥、工聯會麥美娟、新民黨田
北辰、獨立人士何君堯、自由黨周永勤、民主
黨尹兆堅、民協馮檢基、街工黃潤達、公民黨
郭家麒、「青年新政」黃俊傑、「香港民族
黨」陳浩天，及無黨派朱凱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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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市民前來街站簽名，反對部分立法會議員拉
布、不作為。 陳文華 攝

■鄭經翰（左一）在節目中「刺中」大嚿（左二）痛處，對方發難爆粗。網上圖片

■劉小麗
抽 蟲 太
「簽字」
水，被恥
笑唔識基
本 法 條
文。
fb圖片

■激進「本土」專頁也受不了羅三七的小學雞行
為，製圖揶揄。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