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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動民調助反對派配票 有線停發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民意研
究計劃在立法會選舉期間進行的滾動民調，有關結
果一直被各方批評可能誤導選民，有人更質疑該民
調是為反對派「告急」之用。贊助該民調、每天報
道有關結果的有線電視昨日宣佈，由於民研計劃將
本月 21 日至下月 1 日的民調數據，整合在反對派
「衛星組織」「民主動力」的「五千人民調」內，
用於政黨調整選舉策略，身為傳媒機構不宜參與
「政治操作」，故決定由昨日開始停止公佈有關的
民調結果。
「民主動力」此前要求港大民研在進行電話訪問
時，要同時提到候選人名單中排名第一及第二者，
民研計劃已然「屈服」，而事件有戲劇性發展：有

線新聞和有線電視新聞台昨日突然宣佈，由即日開
始不再公佈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立法會選舉滾動
民調數據」。

稱不宜聯政治組織贊助
有線解釋，他們在本周三得知由本月 21 日至下月
1日的民調數據，將會整合成「民主動力」的「五千
人民調」，及於下月 2 日，即選舉前兩天公佈結
果。「民主動力」則在其網頁宣傳稱，該 5,000 個有
效樣本的民調具指標性，方便政黨調整選舉策略，
以增加贏取議席機會。有線作為傳媒機構，不適宜
與政治組織共同贊助作選舉工程之用的民調，故決
定由昨日開始，不再公佈滾動民調的結果。

「民主動力」昨晚發出聲明，稱對有線的決定感
到「詫異」。
他們聲稱，港大民研早前公佈的滾動民調，除了3
間傳媒機構共同贊助之外，「民主動力」亦有贊
助，分別為提名期、每天更新之滾動民調及本月尾
至下月 1 日之大型民調。又稱有關數據屬於公開資
料，各參選成員及組織不分政見立場均能使用，並
不設政治審查，故不明白有線新聞為何如此介意報
道與該組織共同贊助的滾動民調，但稱會尊重傳媒
機構的決定云云。
「民動」召集人趙家賢為民主黨成員，其餘幾名
發起人均為今屆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包括工黨的
李卓人及張超雄，民主黨的何俊仁、劉慧卿，「街

工」的梁耀忠和報稱獨立的鄭家富等。

改調查方式疑作催票
有反對派中人私下透露，一般市民對港大民意研
究計劃「尚有少少尊重」，但是次他們受不了反對
派的壓力，在匆忙的情況下更改了調查方式，令人
譁然。而變動帶來極為嚴重的惡果，就是令外界質
疑數據是否屬實，是否為了「某團隊」催票，斷送
了作為學術機構的中立性和超然地位。
根據民調的初步數據，應「民動」變更後，在調
查時讀出排在候選人名單第二位者，僅對其中 5 張
「抬轎」名單較有利，其他反對派名單沒有任何得
益，但就打爛了港大民研的「招牌」。

游蕙禎無厘頭「青政」補鑊淪鬧劇
自己政綱寫乜都唔知 竟指港180 海里外有氣田

作為一名立法會選舉候選人，雖無必要
&1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總不能連自己的政

游 BB 政綱九唔搭八
Karen DizzyEggplant Chiu：我日日都排好多天然氣出黎
（嚟）啦！

綱都唔熟書吧？少年，你太年輕了，現實
中真係有候選人連自己的政綱都講唔清楚而被人恥笑，而

Deff Bri Wong：即係放屁發電？

其政綱建議的荒謬程度更挑戰人類智力下限。「青年新

邱譯誠：在香港開發磁能線（粗口諧音）生產基地。

政」九龍西候選人游蕙禎，在日前一個選舉論壇上稱要

Charlie Kok Li Yeung：全民退保又唔熟，自己理念又唔
熟，點樣爭取到「自決」又答唔到，入去議會點抗爭又答
唔到……大佬你係咪出黎（嚟）選架（㗎）？

「透過開發香港專屬經濟區內的天然氣」，但被對手質疑
時就噏唔出香港哪裡有天然氣田。「事發」後，「青政」
在 fb 指香港東南方 180 海里外有個氣田，網上即一片譏笑

Chan Kanam：寫得落政綱即係一早掌握相關資料，點解
可以少少都答唔出，到底有無認真準備？我都好想說服到
自己含（淚）投（票）㗎……

之聲，指該處屬於內地珠海市管轄，批評「青政」的說法
反映他們毫無常識，有人更揶揄「青政」是在「宣佈自己
的九段線，並加入南海爭奪戰」。

政」得到「本土民主前線」發
「青言人「獨琦」（梁天琦）的

「加持」，獲得對方支持，在九龍西參選
的游 BB 在民意調查中支持度已超過「熱
普城」的「教主」黃毓民，「熱狗」當然
不時伺機攻擊對方，但游 BB 自己根本
「唔熟書」，經常自己攞箭嚟中。
在近日一個選舉論壇上，排在民主黨
黃碧雲名單的袁海文，多次質問游 BB 政
綱中聲稱「透過開發香港專屬經濟區內
的天然氣」來「自給自足」的說法，而
游 BB 答唔出香港哪裡有天然氣田，被嘲
弄天馬行空，參選最重要實事求是。

學者澄清屬珠海萬山群島
瘀咗，但唔認肯衰。「青政」事後在
fb 上 載 長 文 ， 解 釋 「 香 港 有 天 然 氣
田」，卻遠在香港東南方180海里外。他
們引用香港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曾經提
出的所謂的「次主權」理論，稱香港可
以所謂「次主權」，建立只適用於主權

■記者 羅旦

國的「專屬經濟區」，「對二百海里範
圍內天然資源的管理權以及收入的支配
權。」
不過，被「青政」提到的沈旭暉，就
在其 fb 專頁「國際學術台：瀛寰志略」
指出，「不少人忽視，香港海域南面其
實屬於廣東省珠海市，這些島嶼統稱
『萬山群島』，大英帝國與滿清簽定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時，因鞭長莫及
而放棄租借，現在成了『珠海萬山海洋
開發試驗區』，建有住宅、學校、發電
站。」

Tim Tim：根本是隨便湊合的、其他人代筆、自己也沒有
研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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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Lam：可能佢地（哋）會「佔領」萬山群島……
王典皓：「青政」宣佈自己的九段線，並加入南海爭奪戰
了。
Tony Fong：又×多鑊，疊埋心水投「教主」（黃毓民）
好過。
■沈旭暉在 fb 解釋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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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羅政治學苑」的「教
主」黃毓民今屆競逐連任九龍
西議席，受到多路夾擊，包括
「小麗民主教室」的劉小麗
等，令毓民選情「危危乎」，
故其支持者不惜在網上大打輿論戰，激發連番罵
戰。激進「本土派」支持者仇思達（神駒）近日
自封「小麗刺客」，接連狙擊劉小麗。綽號「美
國隊長」的容偉業「護花」反擊，指仇思達等為
求「打倒異己，提升自己」，「做人的道義都沒
有，做狗唔係這樣做的！」他更向導致旺角暴亂
的「本土民主前線」開火，批評對方只是為拉票
才搞事。
參選九龍西的劉小麗連日在其facebook 專頁為
自己造勢，包括發佈聲稱在選舉論壇上所謂「完
美 KO」對手的短片，令其支持度直線上升，加
上一直「靠樣」吸引不少「粉絲」的「青年新
政」游蕙禎，令兩人入局的機會「叮噹馬頭」，
競逐連任的黃毓民選情一直落後，出現落敗危
機，令九龍西的反對派陣營內鬥得極為燦爛。
一直支持「教主」的仇思達近日在其 facebook
專頁接連出帖狙擊劉小麗，聲稱劉小麗在旺暴前
號召小販到旺角，其後在旺暴發生時，稱有人發

佈她呼籲小販繼續到旺角是「謠言」，此舉證明
她試圖與「旺暴義士」割席。

批劉指游蕙禎「靠樣」吸票
他又「翻舊賬」稱劉小麗在去年區議會選舉期
間，曾說過「當性賀（荷）爾蒙或愛情荷爾蒙分
秘（泌）嘅時候，大腦有超過50%Ram係處於癱
瘓狀態」，批評劉小麗「暗示投票給游蕙禎的
人，都是『受到荷爾蒙欺騙』」，「好明顯係純
粹妒忌同心理不平衡，夾硬老屈選民」，要求她
向全體選民道歉。
同是激進「本土派」支持者之一的中大學生
會幹事黃于喬，也在 facebook 炮轟劉小麗「侮
辱游蕙禎、侮辱選民、侮辱女性、侮辱民
主」，更指劉小麗是「衣冠禽獸『泛民』」，
「彷（恍）如大大聲咁講『你係女人，你玩政
治，你就要因外表而被輿論』，絕對係打壓女
性參與政治嘅加害者。」
仇思達其後再「出招」，貼圖稱劉小麗以自己
的選舉編號貼在黃毓民的宣傳海報上，批評她誤
導選民，「你咁叫做民主？你真係好可恥」，並
再次要求她向選民道歉。但劉小麗的支持者眼見
激進「本土派」瘋狂針對，也蜂擁而至出來「護

主」，有人聲稱實情是黃毓民一方先以自己的海
報，遮蓋劉小麗的海報，更炮轟黃毓民支持者的
做法無恥。
「美國隊長」容偉業就發帖稱，在旺暴發生
前，「小麗搞撐小販行動的起初，這個原意係想
讓啲小販有煮熟食生意來維持新計，但是有人後
來同小販管理隊有衝突，引致『黑警』介
入，……『本民前』在這個時候來搞『選舉工
程』遊行，就作大台去號召所有抗爭者去衝擊
『黑警』的長盾陣，當時有前線的人中了警棍和
胡椒（噴霧），回（迴）避出亞皆老街宜（而）
開始的。……其實大家可以想像到『勇武本土
派』係點樣騎劫當日的和平活動演變成為一個政
客的拉票活動，利用素人作工具呢！」

容反批仇甘當「教主」走狗
他在另一帖文中更稱「一眾網上『本土』喉舌
繼續將香港黑心化，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並點名指仇思達是「偽本土『仇恨屍坦』，去做
黃老邪（黃毓民）打手狙擊小麗」，目的是「打
倒異己，提升自己」，「你做人的道義都沒有，
做狗唔係這樣做的！」
■記者 鄭治祖

九龍西候選名單：
九龍東候選名單：
蔣麗芸、梁美芬、狄志遠、黃碧雲、毛孟靜、譚國僑、黃毓民、吳文遠、 柯創盛、黃國健、胡志偉、陳澤滔、胡穗珊、譚香文、
劉小麗、朱韶洪、何志光、李泳漢、林依麗、關新偉、游蕙禎
譚文豪、謝偉俊、呂永基、譚得志、黃洋達、高達斌

Fui Hung Shek：×，投「青政」真係嘥氣，不如全數投
「熱普城」毓民九西七萬票取兩席好×過！
製表：羅旦

龍門達快必論壇爆武鬥

「神駒」追殺小麗 「美國隊長」護花
&

Junly Nick Park：就算有油田都關你叉事咩，第一句已經
講左（咗）屬於珠海，叫姓游既（嘅）用腦諗野（嘢）啦！
Kenny Bo：喂老細，南海水域嚟架（㗎）喇喎？你問咗
解放軍未先？

被嘲要「發動南海爭奪戰」
不少網民恥笑「青政」毫無常識，有
人更揶揄道：「一班連中聯辦都行唔近
既（嘅）勇士準備帶領我地（哋）游水
去攻佔萬山群島，擴大生存空間。」不
少「熱狗」更乘機發帖，稱「青政」根
本就不夠格，選民應投票予「教主」云
云，擺明借機大抽其水。

Benny Tsang：但立法會選舉九龍西候選人游蕙禎話呢度
（香港南面海域）蘊藏油氣田，香港「獨立」之後有權開
發嚟用喎~

■黃洋達與譚得志
在論壇上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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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電視台連續數日在九龍城一學校舉辦
選舉論壇，「人民力量」及「熱血公民」
這對仇家，繼大前晚在校外扎馬惹來警察
驅趕後，前晚更將戰火蔓延至錄影棚。黃
洋達（龍門達）上屆在九龍東敗選後出走
「人力」另組「熱血公民」，今屆再參選惹來「人力」譚得
志（快必）狙擊。兩人前晚在論壇上由鏡頭前口角到鏡頭
後，龍門達當眾問候快必娘親，快必隨即有所動作，懷疑打
到龍門達面部，有護主「熱狗」衝向快必欲還拖被制止。
有出席論壇者爆料指，龍門達及快必在鏡頭後埋身爭執。
短片顯示，龍門達一言「我使×推你」，快必一語「係咪要
打交」。在場主持及工作人員勸阻不果，龍門達得戚地加多
一句：「打你就梗啦，×你老母。」快必迅即被辣着，右手
伸向龍門達左臉有所動作，旁邊的一個「熱狗」衝向快必企
圖還拖，混亂間快必似被絆了一下，手上的文件散落一地。
快必撿回文件時，龍門達趨前贈慶道：「譚得志，郁咗手
你都推我唔郁」，之後在半推半就下離開，快必則叫嚷道：
「罰企啦你！」
■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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