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琦認「廢」「熱狗」照咬
聲稱缺堅實理論基礎要讀書 網民恥笑「唔怕死怕坐監」

搞到香港亂一亂、搶咗大量同一陣營嘅反對派支持者，

係咪之後認衰仔就冇事、反對派就會放過你？「本土民主

前線」發言人獨琦（梁天琦）繼於前日播出的電視台訪問

中自認懦弱後，昨日播出的訪問進一步認自己「好廢」，坦承自己「好多

時候都係得個噏字」，所以要去讀書喎。除咗一眾網民鬧爆大話獨琦煽人

去死、自己就去讀書之外，「熱普城」中人亦大力追打落水狗，包括立法

會選舉時不獲獨琦站台嘅「熱血公民」鄭錦滿就大晒自己面對幾多官司都

「頂硬上」，亦有人揶揄曾經話要「置生死於度外」嘅獨琦謂︰「『時代

革命家』兼哈佛碩士生梁天琦︰我唔怕死，但我怕坐監。」 ■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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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鬧爆「大話琦」
Benjamin Liu︰人無信而不立，梁天琦把自己以前說過的：「抗爭無底
線」，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都全部推翻了。

Leung Wing Kit︰呢D（啲）×街真係× up（噏）當秘笈。

Anna Chan︰既然玩唔起，一早就唔好出來選，而家搞成咁先話唔玩，去
哈佛讀書。

Jay Ben︰着草就着草啦！

Louis Ho︰有學識有智慧就唔需要你，抗爭需要唔同角色，政棍左膠有
「眾志」、「泛民」，我地（哋）需要勇氣。

Hang Jai︰叫人衝，自己又唔衝，搞到D（啲）示威者衝完要坐監，一句
懦弱就想當冇事發生？

Albert Ng︰×你老母啦，當日又話只有勇武是出路，死×街收皮啦，信
你班死×街而走出來勇武的後生仔（被拉個（嗰）班）就真係冇將來喇，
畀（俾）你班×街害×死呀。

Chun Ka Chan︰佢當初搵梁游兩人代佢出選已經錯曬（晒），明知兩人
無料仲推佢上前，太魯莽。

Cyril Tam︰當初好崇拜佢果（嗰）套「抗爭無底線」嘅理念嘅人，睇到
佢依（）段龜縮片，唔知有咩感覺？

Wing Cheung︰點解記者唔覺得奇怪？！之前梁天琦在他自己的節目中
承認，無建國方略，連「本民前」未來的方向也不知道。現在梁天琦那
（哪）裡來自己的政治主張去研究及宣揚？

Iris Liu︰說時天花亂墜，行事起來不見蹤影，希望年輕人要看清，不要被
人利用，否則哭不回來。

Wong John︰唔走得，仲有官司，喺監內讀。出黎（嚟）行。要還㗎。

《now新聞台》昨日繼續播出獨琦訪
問，一開頭特寫獨琦最近最多

時間都用嚟同貓玩，梁天琦仲話「見貓好過見
人」。其後獨琦就在訪問中sell悲情，稱自己
「唔想出街，唔想俾人認得，會疑神疑鬼，會
好多陰謀論去諗，精神壓力幾大。」
獨琦又話，今年冇得選立法會選舉，對自
己嚟講係「大打擊」。話鋒一轉，佢就將自
己幫「青山新症（青年新政）」站台、忘恩
負義無理曾幫自己站台嘅「熱普城」嘅舉
動，簡單概括為︰「選舉係政治利益嘅分
配，難免會有衝突、好多是非，我係好討厭
啲嘢。」

死撐「勇武」未到盡頭
對於自己突然唔勇武，反而走去讀書，佢
就咁解釋︰「我覺得自己仲係好廢，好多時

候得個噏字，冇真係好堅實嘅理論基礎喺背
後，所以先會去讀書。」不過，佢繼續死撐
「勇武抗爭」未去到盡頭，相信將來再有大
型抗爭行動，「勇武抗爭」仍然係需要嘅，
而自己讀書期間，會將政治主張透過研究同
寫文去宣揚。
獨琦既然認晒衰仔，「熱普城」當然係

「此仇不報，更待何時？」其中「超音鼠」
鄭錦滿昨日就喺facebook上寫晒自己嘅「抗
爭史」，揶揄唔想坐監嘅獨琦，一嘢抽乾維
港水謂︰「兩年前，亞皆老街清場時被捕，
孭住法庭保釋同禁足令，釋放當晚即落旺角
繼續行動，之後仲去金鐘參與包圍政總，平
安夜又返落旺角搞事，結果被捕還柙，獄中
過聖誕新年。往後一直有警察及法庭保釋在
身，『光復』行動期間，每次都幾乎再被
捕，但係都繼續出嚟。『佔領』、『抗

爭』、選舉，每樣都鬥生鬥死，而且失敗收
場。我心理質素好差，差不多已經搾乾搾
淨，體無完膚。我淆底，想過離開，但我仲
喺度。」

「國師」狠批敗德敗行港恥
之前已判咗獨琦「死刑」嘅「國師」陳雲當
然都要出post，「論梁天琦之敗德敗行」，強
調獨琦保薦咗「青症雙邪」游蕙禎同梁頌恆出
嚟，之後又撇清關係，係「香港之恥」。
親「熱狗」facebook專頁「仇幼聯」就翻獨

琦舊賬，指獨琦今年2月仲話爭取民主要用血
汗，自己已置生死於度外，大半年後就話自己
怕收監，揶揄︰「香港人一於繼續靠梁天琦
『時代革命』，前景一片光明呀。」網民「姜
維」絕核表示︰「『時代革命家』兼哈佛碩士
生梁天琦︰我唔怕死，但我怕坐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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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力撐「阿公」
Benjamin Ng︰敢做敢認既（嘅）人，絕對岩（啱）過敢做
唔敢認既（嘅）偽鴨脷州（洲）鄉音居民。知錯能改既（嘅）人，
一定好過死不悔改既（嘅）人好多好多，絕對唔會係少少。

Leung Peter︰阿公（蘇永康）！我佩服你有膽識挑戰果
（嗰）班口講民主自由，但就阻止人地（哋）發表果（個）人
意見嘅「本土」廢物！

Herny Lee︰蘇永康先生：你無做錯！最少實話實說，說出心
中話，好過些公民黨、「泛民」議員，滿口胡言，顛例（倒）
事（是）非黑白，口不對心！

Cecilia Wong︰欣賞他一句可以反叛，但不能叛國！要識分
莊閒！你可以唔認同父母所講，但都唔可以唔認父母！

Andre Ip︰（梁頌恆）撘（搭）的士個（嗰）吓（下）又真
係好×肉酸！

David Chan Chi-Man︰蘇永康寸梁天恆（梁天琦+梁頌恆）
寸得好喎，我撐！

Mill Chan︰俾（畀）我會話唔好生梁天鋒（梁天琦+梁頌恆+
黃之鋒）出嚟！三大白痴仔！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甘瑜

雖然獨琦（梁天琦）話自己要去哈佛大學讀書，唔
會參選，不過，「本土民主前線」近日動作多多，不
時去「發跡地」如新界東擺「街站」，昨日又去旺角
擺檔，親「熱狗」facebook專頁「仇幼聯」就問︰
「梁天琦又話『本民前』唔参加補選，你信唔信？」
該專頁又抵死表示︰「建議大家如有路過，不妨問佢
哋點睇梁天琦承認怕死，話自己懦弱唔想收監，所以
龜縮唔上前線。」不少網民都留言加以揶揄。「Pat-
rick Jones」就話︰「寧為玉碎呀，快× d（啲）去
革命啦……仲講宣誓out（過時）×晒啦！」「陳少
樂」則謂︰「佢實無得選，但仲係想再次借屍還魂，
所以街站點少得呢？」 文：甘瑜 圖：網上圖片

邊個會想生個小朋友，
變到好似「青症雙邪」游

蕙禎同梁頌恆咁？明明一句直白事實，
歌手蘇永康（阿公）日前講咗出嚟之
後，一眾激進「本土派」同「獨派」支
持者嘅玻璃心碎到一地都係，隨即對蘇
永康群起而攻之。梁頌恆更小學雞反
擊，攞返蘇永康曾經吸毒嘅舊聞嚟講。
不過，「食鹽多過你食飯」嘅蘇永康並
無因此退縮，指梁頌恆早前圍堵中聯
辦，但最後光速搭的士走人嘅「英雄事
跡」，直言︰「我錯就會認，打就企
定，唔會學人哋咁，帶隊去西環，跟手
搭的士走。」言論擲地有聲，一眾網民
都大力讚好。
蘇永康早前向傳媒宣佈自己家中將添新
成員，被傳媒追問對子女有何期望時，他
直言不希望子女「背祖忘宗、分裂國
家」，不想生個如游梁般的小朋友出來。
梁頌恆知道後當然反擊，曲線稱自己︰
「雖然我無吸毒，但令媽咪終日憂心忡
忡，未能與她分擔家裡的重擔，實在心中
有愧。」希望藉醜化蘇永康去轉移視線。
一眾梁頌恆支持者亦隨即附和，說「吸毒
者特別愛國」云云，又在網上惡搞蘇永

康，翻出佢陳年舊聞等等。
對於上述行為，蘇永康則冇驚過，日

前接受傳媒訪問時坦然表示︰「我唔覺
意踩親佢哋嘅偶像啊（吖）嘛，佢哋有
佢哋嘅憤怒我理解嘅，但希望佢地終於
有一日會明白，香港係需要和諧。」

吸毒舊事直認不諱
被問及有無後悔發表「生仔論」而引

起風波，蘇永康直言自己做人「從不後
悔」，「我一生人做嘢冇後悔過，我
做人頂天立地，我錯就會認，打就企
定，唔會學人哋咁，帶隊去西環，跟手
搭的士走，我就唔會咁做嘅。」對於有
人重提自己舊事，他直認不諱，並指自
己當年在香港和台灣沒有引渡法例的情
況下，自行回去承擔責任。他又說，後
來有年申請外國簽證時，也被要求驗
身，以證明自己無再涉毒，他亦順從去
驗，最後亦成功取得簽證。
蘇永康坦蕩蕩嘅表態，贏得唔少網民

嘅支持，認為蘇永康講得啱。網民又反
擊梁頌恆至今仍然「賴口音」不肯為自
己辱國播「獨」言行認錯，認為蘇永康
表達自己意見並無問題。 ■記者 甘瑜

「阿公」反擊「小學恆」「我唔會搭的士走」

「 本 民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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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作 多

■■有網民對比獨琦現照和舊照有網民對比獨琦現照和舊照，，發發
現梁天琦現梁天琦「「抗爭後抗爭後」」變得變得「「肥肥白肥肥白
白白」。」。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甘瑜

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與台灣當局領導人
蔡英文通電話，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中
國外交部已就此向美國有關方面提出嚴正
交涉。特朗普此舉馬上招來美國國內的諸
多批評，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將這次通電批
評為「愚蠢的電話」，有損中美關係大
局。而蔡英文在其中更充分暴露了其所謂
兩岸三項原則——「溝通、不挑釁、沒有
意外」——的虛偽本質和欺騙性。稍有常
識的人都能一下子看穿，蔡英文的電話秀
只是台灣當局自導自演、自欺欺人的一齣
鬧劇，目的是借美國總統新舊交替之機，
想渾水摸魚，利用美國外交政策調整之
機，企圖干擾中美關係發展的大局。但台
灣當局的這些「小動作」，根本改變不了
一個中國的事實，只會徒增兩岸關係的不
確定性，讓台灣越來越邊緣化，也讓其美
國的支持者愈益尷尬，到頭來搬起石頭砸
自己的腳。

電話事件後，特朗普專門在推特上表
示，是蔡英文主動致電向他表示祝賀。
有傳媒分析稱，蔡英文是想鑽特朗普欠
缺從政經驗的空子，故伎重施耍起了小
聰明，更圖謀將此當成自己外交突破的
「政績」。觀察家注意到，蔡氏在島內
的聲望已經出現「死亡交叉」，對其兩
岸政策的不滿意度已經達到47.8%，滿意
度只有41.2%，蔡英文正是利用特朗普作
自己的救命稻草。面對自身領導和權威
的雙重危機，蔡英文鋌而走險，希望通
過與特朗普的一通電話大肆吹噓，想撈
回一些政治資本，但這只是一廂情願，
只會是南柯夢一場。

從歷史和現實來看，台灣當局的這些
「小動作」根本改變不了中美關係穩定
發展的大局。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

的政治基礎，早已寫入中美三個公報，
歷屆美國政府非常清楚中國政府在台灣
問題上的底線，相當了解觸碰這條底線
可能帶來的後果。這就是為什麼特蔡通
電話後，白宮馬上出來澄清將繼續「信
守一個中國政策」。人們注意到，中美
關係在美國總統換屆之時產生波動並不
鮮見。美國新當選總統在競選期間和就
任之初發表一些不恰當的言論，早已有
之。如2001 年小布什就曾發表過「不惜
一切代價協防台灣」的論調。但歷任美
國總統上任後，在認識到「台獨」的破
壞性影響後，就立刻面對現實，努力遏
制「台獨」分裂勢力。特別是現在的中
國國際地位早已今非昔比，中美關係和
實力對比亦有了很大的轉變，相信任何
一個理性的美國領導人，均不可能犧牲
中美關係大局來配合台灣當局的「小動
作」，為了區區十幾億的美台軍火貿
易，而損害幾千億的中美貿易全局。

自「5．20」上任以來，蔡英文當局拒
絕承認「九二共識」，致使兩岸經貿、
政治往來大倒退，給島內民眾帶來巨大
的傷害。表面上，蔡英文連番發表所謂
「不挑釁」的說法，又在英國《經濟學
人》發表文章，宣稱「希望讓台灣再次
成為亞洲猛虎」云云，意圖安撫島內民
眾的不滿。但實際上，蔡英文執迷不
悟，拒絕回到一個中國、「九二共識」
的正軌，反而繼續「小動作」不斷，在
兩岸之間增加不確定因素，使得台灣自
身的環境越來越惡劣，越來越邊緣化。
蔡英文處心積累企圖突破國際社會普遍
承認的一個中國框架，其所作所為戳破
了她的謊言，其圖謀注定會自嘗苦果並
以失敗告終。

蔡英文搞小動作必嘗苦果
日前，香港高等法院及其上訴庭，依照全國人大常

委會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針對梁頌恆、游
蕙禎案件分別作出裁決，確定梁游二人的宣誓無效、
無權重新宣誓並喪失議員資格，其上訴也被駁回。同
時，法庭還確認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權威性及法
律效力，強調基本法在香港的法制中具有至高無上的
地位，人大釋法等同於基本法的具體條文等。這些裁
決從司法層面上有效落實了人大常委會有關釋法的原
則，為全面貫徹落實基本法，從法律上遏止及依法懲
處「港獨」行為，阻止「港獨」分子進入特區管治架
構，樹立了良好的判例，起到了實質執行的作用。同
時，法庭也釐清了若干重大法律問題，駁斥了某些所
謂「法律權威」故意曲解基本法的謬論。從一定意義
上說，這是特區政府正確運用法律手段，打贏了一場
遏止「港獨」的莊嚴法律戰。

近一段時間，「港獨」思潮在香港社會頗為猖獗，
少數企圖混入立法會的「港獨」分子，更公然在莊嚴
的立法會宣誓儀式上辱國播「獨」，激起廣大市民的
強烈憤慨。特區政府順應民意，提出司法覆核，全國
人大常委會也主動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進行解釋，
明確了該條文的法律精神及具體涵義。香港高等法院
及其上訴庭，對梁、游案件依法進行了審理和裁決。
法官在判詞中指出，要把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在基本
法的整體規定中來理解，要放在香港特區制度體系中
來把握，進而得出與本次釋法精神一致的裁決結果，
即判處梁、游二人的宣誓無效並不能再安排宣誓，其
議員資格相應被取消。有關法官還指出，議員就職宣
誓是對香港特區和公眾有深遠影響的事情，相關人員
如果沒有正確宣誓，就無權就職。這些判詞從司法層
面上落實了人大常委會釋法的精神，實現了裁決結果
與釋法原則的一致性，向公眾解釋了依照基本法正確
宣誓，確保其愛國愛港立場，是對治港者的基本要
求，也是「一國兩制」的原則底線，為從法律上全面
遏止「港獨」，提供了具體的法律依據和案例。這也
是從另一個層面來引證了人大釋法的必要性和及時
性，讓法庭對有關案件的審理做到有理可據、有法可

依、有規可循。
有關判詞強調了人大釋法及基本法在香港法制中具

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
所作出的解釋在香港特區具有約束力並構成特區制度
的一部分」、「法律包括本次釋法，釋法內容是香港
法律的一部分」。過去，有些傾向反對派的所謂「法
律權威人士」，故意曲解基本法，抗拒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釋法，妄稱什麼「人大釋法破壞香港的司法獨
立、人大釋法等同修法、法庭不該干預立法會內部運
作」云云。此次法庭的裁決，駁斥了這些謬論，澄清
一些法律上的大是大非問題。有關法官更在判詞中，
明確指出香港的司法機構並沒有任何權力去質疑及審
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同時也批評了所謂「人大
釋法即修法」的言論，指出上訴方(指梁、游一方)在
沒有理據支持的前提下，僅根據普通法的思維定勢去
揣測、指責成文法體系的做法，是「既傲慢又無
知」。

需要指出的是，有關判詞指出：「《釋法》解釋基
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從起初的真正意思，其生效日期為
1997年7月1日，故適用於所有案件。」這段重要的
判詞既回應了本案直接使用全國人大釋法內容的正當
性，又確立了司法效力溯及至基本法生效之時的原
則，解決了香港立法會議員宣誓同類案適用釋法可能
存在的障礙，意味着法庭今後對類似案件的審理，包
括對之前所發生的涉嫌無效宣誓行為，如受到法律挑
戰，也需要按照此次人大釋法的法律原則進行裁決。

有關判詞還指出：法院是基本法的守護神，法庭會
嚴格按照基本法來審理案件和作出裁決，這是非常值
得肯定的。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提到必須在就職時
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有關人員，就
包括了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香港的司法機
構也是根據基本法第四章第四節而設立。因此，法院
履行基本法賦予的神聖職責，守護基本法這個香港的
最高法律，定能維護香港的法治精神，讓香港社會在
法治的軌道上順暢運行，確保「一國兩制」的持續成
功落實以及社會的繁榮穩定。

依法遏止「港獨 」保證「一國兩制」實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