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現男拔「播獨」學會 校方劃清界線

「獨黨」搞細路 狂洗學童腦
陳浩天上水校外落「獨」家長團體批行為不能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

仲綺）「港獨」魔爪正悄悄

伸延向小學生。本港現時已

有數十所中學被學生或校外

人士以學校名義播「獨」成

立煽動「港獨」的所謂「本

土關注組」。縱使不少學校

已盡力排拒違法違憲主張在

校蔓延，但外間政團仍然死

心不息要向年輕學子灌輸偏

頗政治理念，更變本加厲的

是，連年僅10歲上下的小學

生亦不放過。「香港民族

黨」昨日在上水區針對放學

的學生派發「港獨」宣傳

品，該「民族黨」一方面聲

稱「以中學生為對象」，一

方 面 卻 公 然 向 小 學 生 播

「獨」，行為令人髮指。有

家 長 團 體 狠 批 不 能 接 受

「獨」黨向小學生埋手，直

言小學生面對複雜政治議題

未能充分分辨是與非，此舉

根本是要誤導他們「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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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是搞激攞着數，又何
必分得那樣細？「熱狗（熱血
公民）」副主席超音鼠（鄭錦
滿），在立法會選舉落敗後，
不斷在 facebook 發帖文狂轟

「本土民主前線」兩名發言人獨琦（梁天琦）及偉
哥仰（黃台仰）。不過，所謂「剃人頭者人亦剃其
頭」，有疑似「本民前」中人近日在fb發帖，回帶
批評超音鼠經常掛在口邊的諸如「佔『鐘』時主導
『拆大台』」等全是謊言，而其為人為求上位不擇
手段，見高拜見低踩，更將「成班戰友擺上枱」。
「熱狗」自選舉後開始「清算」，在選舉中未有

支持超音鼠及其他「熱普城」參選者的「本民前」
更是首要目標。疑為「本民前」成員的「Joy
Kwan」近日在fb發帖大爆「內幕」，力數超音鼠
的臭史。他在帖文中稱，他們一班「高登仔」在前
年違法「佔領」期間認識了超音鼠，「一開初嘅時
候本身都有一齊行動，滿仔一開始就已經好雄心壯
志咁鍾意扮個大佬款，點大家做野（嘢）。」

上位不擇手段 擺「戰友」上枱
後來，他們轉到「旺角佔領區」，「佢果（嗰）

陣時好鍾意周圍去搵唔同政黨密斟，仲同人講自己
係快必（『人民力量』的譚得志）師弟，同我地
（哋）講話同快必傾好左（咗），會出40個人幫
手十字路口跌銀仔，叫我地（哋）吹雞，但事先完
全冇同我地（哋）傾過，咁我地（哋）緊（梗）係
唔睬佢啦！起（喺）果（嗰）陣時開始，我地
（哋）已經覺得滿仔呢個人唔係咁得，為求上位不
擇手段，擺晒成班戰友上檯（枱）。」

「本民前」拒絕超音鼠加入
「Joy Kwan」續稱，「到後來，佢（超音鼠）

就上左（咗）金鐘大台講野（嘢），佢之後就好似

睇我地（哋）唔起咁，……到佔領完左（咗）之
後，一月左右『本土民主前線』正式成立，亦都開
始左（咗）一連串嘅行動，各區嘅『光復行動』有
賴一眾抗爭者同『義士』嘅出力參與，都叫做略有
成果。起（喺）果（嗰）陣時滿仔已經痴（黐）返
埋黎（嚟），成日暗示想加入我地（哋），一貫佢
見高拜見低踩嘅性格。」
其後，「滿仔亦都正式向我地（哋）提出想加
入。咁大件事我地（哋）當然要開會決定啦，咁經

過討論之後，其實大家都睇得出滿仔佢係鍾意周圍
痴（黐）同攞光環叮叮叮（好記得果次開會我第一
次聽到佢『超音鼠』呢個外號，心諗真係一絕），
權衡過利弊之後係全體一致否決佢加入。」

做咗「熱狗」反面唔認人
「Joy Kwan」稱，「咁滿仔佢見我地（哋）唔

收佢，就自己用四眼哥哥個牌頭做左（咗）一排素
人，後尾就加入左（咗）『熱血公民』做熱狗。好
笑嘅係，入到熱狗之後佢又開始反面唔認人，疏遠
返我地（哋），真係滿仔心海底針，有冇人摸得
透？……其實呢個人仲有好多人格問題，為求上位
不擇手段將成班戰友擺上檯（枱），個人淨係識得
靠痴（黐）×衝×做攞光環，見高拜見低踩，冇料
扮四條，要講真係講到口乾都講唔晒！」

網民批超音鼠同黃台仰齊×街
此帖一出，即在「本民前」以至其他反對派中人

的圈子中廣傳。網民「Lee Tsz On Bruce」就留言
道，「四眼選舉後擘面爆勇話黃台仰幾×街「本民
前」前身綠營幾污穢如何如何……咦～咪住先……
咁條四眼自己又何嘗唔×街何嘗唔污穢何嘗唔契弟
呢？年幾兩年前（超音鼠）一早知道黃台仰同「本
民前」咁×街咁多衰嘢一句都唔講？高登有人講扮
睇唔到？仲要捧佢仲要一齊做節目仲要互相吹奏
（捧）？……咁為抗爭者著（着）想點解唔一早踢
爆佢？有過咁多次示威、行動你唔驚有抗爭者比
（畀）人出賣？」
他狠批道：「當日仲攬頭攬頸稱兄道弟扮he-

he？係咪即係圍威喂果（嗰）陣就幫手臭屎密冚？
無利用價值反面喇就監生徒手挖屎出嚟抹？……如
果事實黃台仰係×街，鄭錦滿就係曾經同佢圍威喂
包庇佢嘅×家產，如果黃台仰×街唔係屬實嘅鄭錦
滿就係假×八婆搞屎棍。」 ■記者 羅旦

Jim TP：嗱！佢勇唔勇武我就唔知啦，
因為我未喺前線撞過佢。不過有個事實
就真係要講，拆大台就肯×定唔多關佢
事，……至於點解會拆大台歸功於佢？
哈，領功嘅野（嘢）真係要好×厚臉皮
先做到。

Keunor Mugregor：關佢（超音鼠）×
事咩，班素人話拆大台，佢食住個勢係
（喺）高登開post之後上講左（咗）句
野（嘢）炸（咋）！

Jason Yim：壇野（嘢）邊個有份，有份
參與既（嘅），發起既（嘅）人都有眼

見，事實係有班素人先攻大台，佢（超
音鼠）第日先上去演講。

Joy Kwan：前線冇影，完左（咗）行動
就走出黎（嚟）收割光環。

Rita Kwan：我仲以為擺戰友上枱係d
（啲）×人濕×左膠先做，原來滿仔也
是高手喔！

Hati Li：做咩唔講埋佢想入本民前就日日
著（着）白膠Tee向外界試水溫，想入熱
狗就餐餐食熱狗？仲要拖埋佢個EX食。

Terry Wu：大埔反辱警罪，（「本民

前」）衝左（咗）出馬路，與狗（警
員）對峙期間，佢第二排，箍住佢前面
嘅人係咁向前推，直頭撞左（咗）埋便
衣度。

Titi Toudou：其實佢唔日日出d（啲）抹
黑po都冇咁×憎佢，又要講到九唔搭
八，成個八婆咁！

Neo Tsui：一個人連抹黑人既（嘅）能
力都無，又真係幾×可憐，但係又做左
（咗）副主席，點搞丫（吖）？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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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鼠被剃頭「本民前」數臭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數十所
中學近月被騎劫校名，在網上遭人以學校
名義成立以「本土」為名，但內裡卻在宣
揚「港獨」的所謂「關注組」。至前日網
上又出現疑似由拔萃男書院學生成立的
「拔萃男書院國是學會」，其創會宣言更
直言「使香港獨立的呼聲在此地成燎原之
勢，為本土論述於中學學界傳播開拓康莊
大道」。不過校方隨即發聲明指學校的學
會編制內並沒有「拔萃男書院國是學
會」，與該組織劃清界線。
「拔萃男書院國是學會」的fb專頁「創會

宣言」寫道，「正當教育局明言校園禁獨，
箝制莘莘學子的思想、言論自由，吾輩偏要

冒天下之大不韙，煽風點火，使香港獨立的
呼聲在此地成燎原之勢，為本土論述於中學
學界傳播開拓康莊大道」，似同樣是「換湯
不換藥」的「本土關注組」。該「學會」昨
日再發表「澄清」，指「學會」由男拔現任
學生組成，立場和意見與校方無關，並不代
表校方立場，而他們亦樂意就「其他問題」
與校方溝通。

校方：設公民教育組聽心聲
男拔校方昨則強調，該校的學會編制內並
沒有「拔萃男書院國是學會」組織。其聲明
又指，學生關心社會時事值得欣賞，學校向
來都鼓勵學生積極討論不同議題，校內公民

教育組多年來舉辦多個研討會、講座及辯
論，讓學生就不同議題進行理性的公開討
論，校方歡迎學生加入公民教育組，理解及
探討各種國際及本地議題，樂意聆聽學生的
心聲。

顏汶羽：學校有責任正確引導
對有網上「學會」以「國是」為名卻播

「獨」為實，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回應
時指，學校及老師有責任正確引導學生認
識國家，特別是提供全面及沒有誤差的資
訊，加強與國家交流，讓學生親身感受國
家的發展，正確評價國家，並為國家建言
立諫。

播「獨」源頭之一「香港民族黨」，近日疑不甘
在背後煽動及操控中學生「關注組」，接二連

三直接在全港多區設立街站，利用不同手法，有針
對地向身穿校服的中學生宣揚違法「港獨」。
昨日其召集人陳浩天再於上水區以學生為對象，

派發印有「香港獨立」等字眼的貼紙、傳單和文件
夾，企圖透過各方各面滲透「港獨」思想；「關注
組」fb專頁聲稱「以中學生為對象」，但又貼出陳
浩天連小孩子都不放過的圖片，圖中他向路經小學
生派發「港獨」傳單，公然利用孩子好奇心搞小學
生。

陳容珍批誤導「獨」等於「自由」
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陳容珍直言，不能接受

「獨」黨向小學生發放「港獨」資訊。她批評，
「獨」黨的目的根本是要向小學生「洗腦」，因為
小學生年紀尚小，能夠分析資訊能力有限，「不懂
得分辨什麼是錯的訊息」；而「港獨」分子經常打
着所謂「自由」旗號，小學生或會因而被誤導「港
獨」等於「自由」，不能理解當中隱藏的訊息，不
懂得考慮後果，或會因此而受影響。
她強調，香港是中國一部分，而「港獨」絕不可
能，香港亦不能完全自給自足，故「完全唔知佢哋

（港獨分子）諗乜，佢哋（思想）好唔正常，會搞
到香港學生唔理性。」

冼儉偉：需訓練孩子如何解讀
津小議會主席冼儉偉則提到，現時學生難免接觸
到「港獨」議題，家長和學校都有責任與孩子一同
從多角度分析，例如支持或反對有何依據，從小訓
練他們的多角度思考能力；而就校外傳單，家長也
需要留意孩子如何解讀這些政治訊息。

教局：「獨」違憲違法 不應現校園
教育局發言人回覆時重申，香港基本法第一條申

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
部分」。當局已明確指出「港獨」並不符合香港特
區在基本法下的憲制及法律地位，任何「港獨」主
張或活動不應在校園出現；若學校發現學生未經校
方批准，以學校名稱成立的組織，如其目的以散播
或傳揚「港獨」主張或活動，學校應作適當跟進。
發言人又指，相信校長和教師會發揮教育專業，
作出適當的處理，而學校管理層近年在處理政治化
事件已有一定經驗，局方深信校長及老師將一如既
往發揮教育專業精神，確保學生可在安全、有秩序
及專業教學的環境下學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溫仲
綺）大專院校的
迎新營本為歡迎
新生以及助其適
應新環境而設，
但近年部分迎新
營卻意識愈來愈
大膽。日前網上
流傳一段疑似大
專生迎新活動短
片，眼見一名身
穿熱褲的女生
「腿張開」坐在
公共交通工具座
位上的手柄，兩
名男生蹲在前
面，從她的小腿
舔到大腿位置；
3名學生神情貌似輕鬆，而旁邊有學生拿着手機
拍攝，其他人更在旁「食花生」。涉事學生所屬
的院校指，該活動並非學生組織舉辦的迎新項
目，會詳細了解事情並作適當處理。

旁有花生友用手機拍攝
原先在「靚抽王Bull Shxt King」facebook專頁
中，上載了一張疑似大專生參加遊戲的相片，當中
兩名男生分別用舌頭舔着女生的腿部，稍後更上載
了一條為時約5秒的短片，一名身穿T恤和熱褲的
女生，坐在似是渡輪的座椅手柄上，兩條腿張開，
前面有兩名男生分別蹲在左右兩邊，從小腿開始舔

上女生的大腿，而3人神態輕鬆，「被舔」女生起初邊玩邊
笑，末段則微縮起身體及踢腿，狀似閃避；而旁邊未有參與
的人則「食花生」，更另有男生在旁用手機拍攝。

網民無眼睇：影衰大學生
影片在網上流傳後隨即受到網民熱議，網民Raymond
Tong：「女同學真係唔好再參加OCAMP（迎新營）了，
根本就係去比（俾）人抽水」；Luke Chan：「放蕩的大
學生，不知所謂」；柏柏：「不如 O camp 索性叫 Orgy
Camp 算啦！即係雜交營呀! 直接×野（嘢）算啦！玩乜×
遊戲，反正都係藉口……」；王子康：「交稅俾（畀）呢
啲人讀書……倒抽一口涼氣」；鍾佳彤：「變曬（晒）
質，無眼睇，影衰曬（晒）大學生個朵。」

理大專院：非學生組織辦迎新
有網民指，涉事者為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學生，該校

指，已了解有關網上流傳的片段，並知悉該項活動並非學
生組織舉辦的迎新活動項目，但院校會與有關學生聯絡，
以便詳細了解事情，並作出適當處理。
該校指，一直關注學生組織舉辦的各項迎新活動，事前

會為負責同學安排工作坊，內容除了程序設計、財務安
排、防止賄賂條例之外，亦會請同學在舉辦活動時，要注
意衛生情況以及尊重他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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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為「本民前」成
員近日在fb發帖力數
超音鼠的臭史。

網上圖片

■網上流傳疑似大專生在迎新
營中，參與意識不良的遊戲。

fb圖片

■疑似由男
拔學生成立
的「拔萃男
書院國是學
會 」 fb 專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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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浩 天
（恤衫者）
昨日於上水
區向小學生
派 發 「 港
獨」傳單。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