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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求選立會 突然戒「獨」
急轉軚簽確認書 稱「不留任何把柄博一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已報名參選新界東的「本土民主前線」發

言人梁天琦，昨日終於決定回覆選舉主任，以180度「改變」其「港獨」

立場。他否認繼續主張和推動「港獨」，更簽署了確認書，聲言自己無論

「爬入去、躝入去」都要進入立法會。他又拒絕回答會否重提「港獨」，

只稱「唔會留任何把柄畀政府抽秤」。政界人士批評，梁天琦為議席無所

不用其極，呼籲當局密切留意其言行，倘重提「港獨」應嚴正處理。

提名

為了選舉，「熱狗」可去
到幾盡？繼突然自稱並未
「打算」以參選人身份主張
及推動「港獨」後，近日又
再次「跪低」。早前，「熱

狗」因為遊戲的中文譯名問題，鼓吹要杯葛日
本遊戲商任天堂及其「Pokémon（寵物小精
靈）」系列的產品，更稱玩該遊戲的人是「港
豬」。不過，《Pokémon GO》手機遊戲近日
在香港大熱，大批「精靈訓練員」在公眾地方
出沒，成員鄭松泰（蟲泰）為了拉票面子也不
要了，前晚去到天水圍天秀公園向一眾「港
豬」拉票，惟無人理會，只換來一句「又係你
啊鄭生！」，尷尬收場。

「熱狗」曾批「訓練員」是「港豬」
任天堂早前將「Pokémon（寵物小精靈）」

系列更名為「精靈寶可夢」，「熱血公民」當
時為爭取曝光，要求日本政府向任天堂施壓，
保留港台兩地的譯名，然而民眾反應冷淡，有

網民更恥笑︰「『熱血公民』使用十萬伏特大
遊行……沒有效果。」最近《Pokémon GO》
遊戲大熱，不少公眾地方都有大批「精靈訓練
員」出沒，「熱血公民」也一度批評他們是
「港豬」。
不過，「熱血公民」最叻就是「打倒昨日的

我」，為免在選舉期間「肥水流向外人田」而
徹底「跪低」。蟲泰前晚就帶齊人馬去到聚集
過百「精靈訓練員」的天水圍天秀公園，打算
趁機會拉票，更上載短片到其個人facebook，
高呼「你哋可以繼續捉精靈，係因為香港有自
由」云云，但旁邊的市民均視若無睹，只有一
眾「熱狗」自high回應。
蟲泰見「無人理」，企圖與在場市民握手宣

傳政綱，惟在接近一分鐘的片段中，只有一位
市民有回應，但僅是講了一句：「又係你啊鄭
生！」場面異常尷尬，蟲泰似有自知之明，之
後不再與市民握手，轉而對着空氣揮手，高
呼：「祝大家捉到超夢夢，祝大家捉到好
嘢。」為了選舉究竟可以去到幾盡？網民見到
都不禁恥笑一番。「周黎明」表示「完全沒人
理，看起來好尷尬」，「Steve Ng」就指：「
儍（傻）仔一名，人地鬼釆（睬）你」。

「熱普城」粉絲嘲「變臉」肉酸
對於「熱狗」突然轉軚，令不少「跟車太
貼」的「熱普城」粉絲一時間都反應不來。其
中「藍鳳凰」曾以「眼寃」來形容「通街捉精
靈嘅景象」，指「呢班人（玩家）並冇顯示出
自己有咩值得人去救」，但眼見蟲泰「跪地餵
港豬」，「藍鳳凰」唯有「跟風」指：「四圍
都有人玩《Pokémon GO》，多到個個都想食
呢舊（嚿）肥豬肉」，試圖將蟲泰的拉票行動
合理化，不過「變臉」變得咁牽強，真係肉酸
咗啲囉！ ■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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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澤滔入閘 揚言文宣煽「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推動「港獨」違
反香港基本法，不少覬覦立法會議席的「港獨」者
為了入閘，紛紛以語言偽術迴避自己支持「港獨」
的立場。但有鼓吹「港獨」者成功入閘，更公然稱
自己會繼續推動「港獨」。競選立法會九龍東直選
議席的「東九龍社區關注組」陳澤滔前晚稱，自己
已接獲選舉主任通知其提名有效，又聲言在接下來
的選舉工程將不會迴避「港獨」議題。「青年新
政」兩人也成功入閘，被激進「本土」中人懷疑是
「鬼」。
陳澤滔及其選舉團隊前晚在「東九龍社區關注
組」的facebook專頁上貼出一封確認他提名有效通
知書的截圖，更聲言，「正如誓師上所言，我們支
持香港『獨立』，接下來的選舉工程中，將不會迴
避『港獨』自決議題，並在選舉郵件及宣傳品中明
確表達立場。」

叫囂「警告選管會」放行他人
他還對選舉管理委員會指手畫腳，稱「我們警告
選管會切勿因政治立場，而拖延或拒絕任何人的參
選資格，此舉猶如『政治審查』，亦是對香港基本
法的侮辱！我們促請選管會盡快確認其他候選人的
參選資格」。
不斷宣傳所謂「香港民族」及「自決」推銷「暗
獨」、拒絕簽署確認書的「青年新政」，昨日亦喜

孜孜地宣佈，選舉主任昨日以電郵確認該黨九龍西
參選人游蕙禎、新界西參選了黃俊傑的提名有效，
將正式成為候選人。「青政」宣稱，他們會繼續盡
力推動「民族自決」，又「警告」選管會「切
勿……繼續以政治立場拖延或拒絕其他合資格人士
的參選資格」，否則「後果自負」。

「青政」入閘「本土」寸係「鬼」
不過，有激進「本土」支持者對「青政」等竟取

得入閘資格心存懷疑。「元朗本土行動組」就在其
fb稱，「『青政』唔簽入到閘，『熱普城』簽左
（咗）唔俾（畀）入閘，新販民（『泛民』）呢家
野（嘢）……」「廢除雙重國籍行動」的fb專頁也
稱，「（『青政』）無簽確認書、又無收到選委會
email問政治立場，只有●愛●國●泛民先至有如此
優厚待遇。又難怪既（嘅），『青政』既（嘅）
『民族自決』係包括『一國一制』架（㗎），選委
（管）會興奮都泥（嚟）唔切啦！」
已報名參選九龍東直選除了陳澤滔名單還包括柯

創盛、謝偉俊、黃國健、高達斌、胡志偉、譚文
豪、胡穗珊、譚香文、譚得志、呂永基、黃洋達。
九龍西參選名單還包括蔣麗芸，梁美芬，狄志
遠，黃碧雲，毛孟靜，譚國僑，黃毓民，游蕙禎，
劉小麗，朱韶洪，何志光，李泳漢，關新偉，林依
麗，吳文遠。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提名今日截止。今屆選舉的最大看
點是，面對一些主張、宣揚、推動「港獨」的人參選，
選舉管理委員會出招應對，要求參選人簽署擁護香港基
本法的確認書，結果有人拒簽、有人「忽然擁護」基本
法。到頭來，那些「獨人」最終會否失去參選資格？相
信是今天的觀察焦點。據消息人士指，特區政府對維護
憲政底線的態度非常堅決，即使有「獨人」使出蠱惑招
數，在律政司充分考慮法律依據和選舉主任的綜合考慮
下，也未必可以過關。

依法才可享選舉權被選舉權
是次選管會推出確認書措施後，多名鼓吹「港獨」分
子要不拒簽，要不簽署後言行照舊。「本土民主前線」
召集人梁天琦自我宣稱「目標高於手段」的方式，是忽
然開facebook專頁稱「我愛基本法」，又刪去之前的
「港獨」言論，想藉此騙取參選資格。不過，香港市民
不傻，都知道他的目的和企圖。這種「獨人」，又怎能
讓他們過關？
可以預見，如果這些「獨人」不獲參選資格，他們必
定「聲大夾惡」稱自己「被剝奪」「應有權利」。對

此，消息人士提醒注意，香港基本法第二十六條寫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
權」，其中正正強調了「依法」二字，選舉權和被選舉
權只有在「依法」的前提下才可享有。「獨人」主張、
宣揚、推動「港獨」是不爭的事實，既然違法在先，又
如何可享有選舉權？選管會是次的確認書及追問，正正
就是去審視他們是否依法的依據之一。

裁定「獨人」無參選資格 定有法律依據
有人聲言，選舉主任去決定一個人有無參選資格是

「人治」，事實不然。消息人士強調，選舉主任作出任
何決定，包括裁定某個「獨人」不獲候選人資格，不是
基於自己的「個人喜惡」，而是根據律政司專業的法律
意見去作出裁定。「人治」一說，不過是向香港市民施
出的芸芸誤導手法之一。

修改基本法 不能牴觸「一國兩制」
「獨人」的鑽空子招數，當然不止這些。有「獨人」
已明言，自己「擁護」香港基本法，將來進入立法會，
要提出修改香港基本法，讓香港「獨立自治」。「擁

護」加「合法修改」，這又是這些「獨人」的誤導手
法。消息人士指，任何人要通過修改香港基本法實現任
何形式的「港獨」，在根本上是違憲違法的。
他解釋，根據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四款訂明，
「基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
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基本方針和政策是什麼？當
然就是「一國兩制」，與之抵觸的「港獨」主張又怎可能
通過「合法修改」？可見「獨人」言論根本就是詭辯。

僥倖入閘再宣「港獨」難免被執法
有人說，就選舉策略而言，其實讓「港獨」分子入

閘，令他們與傳統反對派互相廝殺、分薄票源，反而有
利建制陣營，按激進網民的說法，正是「阿爺最開
心」。消息人士表示，對於特區政府而言，議席得失從
來不是訂定政策的初衷、當局更無意剝奪某個個人的參
選資格，政府的責任就是守住香港的憲政法律底線，依
法不讓「獨人」借參選宣揚、推動「港獨」。退一步
說，假如有「獨人」僥倖入閘，若他們在選舉過程中鼓
吹「港獨」，相信當局也會嚴正地依法處理。

(小題為編輯所加)

表裡不一的「獨人」 能否過到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免失去參
選資格的「熱普城」，不惜大玩語言偽
術，聲言「香港建國」等言論「符合香港
基本法」。「熱血公民」成員鄭松泰昨日在
報名參選新界西時，簽署了選管會要求參選
人擁護基本法的確認書，稱是為了避免被特
區政府利用「沒有完成行政程序作為藉
口」，對他的參選作出「留難」，更語帶

「警告」地稱，特區政府如果因其政治主張
及立場而拒絕他參選，需要「深思熟慮」將
會帶來的社會動盪或後果。
已報名參選新界西的名單包括陳恒鑌、何君

堯、黃俊傑、陳浩天、馮檢基、周永勤、田
北辰、梁志祥、黃潤達、朱凱廸、郭家麒、
麥美娟、尹兆堅、黃浩銘、李卓人、湯詠
芝、張慧晶、高志輝、中出羊子。

報名簽確認書 狂言莫拒參選

梁天琦在回覆選舉主任的電郵中聲言，他的提名
表格已包括擁護香港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的

聲明，已符合《立法會條例》的要求，而選舉主任
無權查詢他在簽署聲明時是否真誠（bona fide）、
問到與其參選資格無關的問題，及因而否決其參選
資格。

響亮「否」認主張「港獨」
他回答選舉主任關於他是否繼續主張和推動「港
獨」的問題：「這問題的答案是響亮的『否』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is a resounding
“no”）。」他又簽署確認書，重申清楚明白及擁
護香港基本法第一條、第十二條及第一五九（四）
條，及效忠香港特區，促請選舉主任盡快確定其提
名資格。
梁天琦聲稱，選舉主任引用的傳媒報道和其face-
book截圖資料，是「道聽塗說」的陳述（heresay
statements），與這些陳述撇除關係，不負任何責
任，而其專頁不是由他本人管理。他於本月23日關
閉包含「一些與他現在的立場不一致的陳述」的舊
專頁，開通一個新專頁，並指示選舉代理人向選舉
事務處取消其舊專頁作為選舉廣告。
他在記者會上稱，自己這段時間一直「掙扎」，
思考「手段還是目標較重要」，而自己已押上了誠
信、原則及人民的信任，現時只好等待選舉主任決
定其提名是否有效，如果無效就會提出選舉呈請，
但結果或會是數年後的事，「到時我喺新界東定赤
柱（監獄）都唔知。」
被多次問到是否在競選期間及倘若當選都不提
「港獨」時，他僅稱：「唔會留任何把柄畀政府抽
秤」，而以後有關其政治主張的問題，以他回覆選
舉主任的電郵為「Present tense（現在式）」，「我
嘅目標得一個，就係參選、當選，成為代議士。」

盧文端批蠱惑欺騙選民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在接受本報訪

問時指，立法會是憲制的一部分，主要職能由香港
基本法規定，不遵守香港基本法的人不得參選，而
中央政府及香港絕大多數市民都不會允許他們當議
員。他又形容梁天琦蠱惑，立即改變立場的做法是
欺騙選民，若他在競選期間甚至倘若當選後重提
「港獨」，應取消其參選或議員資格。

陳勇：貓食齋你信唔信？
新社聯理事長陳勇形容：「隻貓唔食魚改食齋你

信唔信？」
他又指，如果梁天琦真心擁護香港基本法及不提

「港獨」，就不會拒簽確認書及提出司法覆核，如
今判決結果不合預期，就只有作權宜之計，質疑梁
為了議席無所不用其極。他認為現有法例已可防止
梁天琦在作出聲明後重提「港獨」，如果梁真的重
提「港獨」，當局也有法可依。
另外，「本民前」昨日在facebook稱將緊急協助
「另一組織」收集提名，「現召集新界東選民義
助」。據悉「另一組織」是「青年新政」，其召集人
梁頌恆將會退選新界西，並在今日報名參選新界東。
已報名參選新界東的名單還有葛珮帆、陳克

勤、鄧家彪、李梓敬、方國珊、侯志強、麥嘉
晉 、廖添誠、林卓廷、楊岳橋、張超雄、梁國
雄、陳志全、范國威、陳云根、鄭家富、陳玉
娥、李偲嫣及黃琛喻。
已報名參選新界西的名單還有梁志祥、陳恒

鑌、麥美娟、田北辰、周永勤、何君堯、尹兆
堅、郭家麒、李卓人、馮檢基、黃潤達、黃浩
銘、朱凱廸、陳浩天、鄭松泰、張慧晶、高志
輝、湯詠芝及中出羊子。

■■鄭松泰鄭松泰((黃衫者黃衫者))前晚到聚集過百前晚到聚集過百「「精精
靈訓練員靈訓練員」」的天水圍天秀公園拉票的天水圍天秀公園拉票，，
被市民熟視無睹當被市民熟視無睹當「「透明透明」。」。 fbfb圖片圖片

■■鼓吹鼓吹「「港獨港獨」」的梁天琦的梁天琦（（中間藍衫黑色口罩中間藍衫黑色口罩
者者））涉嫌策劃參與旺角暴亂涉嫌策劃參與旺角暴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梁天琦昨日突轉軚簽梁天琦昨日突轉軚簽
署確認書署確認書。。 朱朗文朱朗文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