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蟲泰辱國旗違法 下周三議DQ
建制派齊譴責 反對派包庇難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煽「獨」的「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蟲

泰），在10月19日的會議上離開座位，將不在席的建制派議員擺放在枱面的國

旗及區旗倒轉擺放，公然侮辱國旗及區旗。立法會已決定於下周三全體會議上討

論九龍東議員謝偉俊提出的譴責鄭松泰的動議，及要求根據香港基本法第七十九

條取消鄭松泰的議員資格。多名建制派議員認為，鄭松泰在議會的舉動涉嫌違反

國旗法，其言行更已違反了宣誓時的誓詞內容，必須受到譴責，惟基於其他反對

派議員勢必護短，相信動議獲三分二議員通過的可能性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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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嘲零價值 浪費刀片郵票
William Chan：他已沒有什麼價值了，你
想有人去做一些沒價值沒作用的事情嗎？

Wai Yuen Tsang：老實講你仲有咩價值要
恐嚇你？……你都以（已）經廢人1個，一
D（啲）都唔合邏輯！個人覺得浪費左
（咗）塊刀片！

Wai Ying Chan：好心啦，你隻畜牲，市民
先唔會破費買刀片和郵票寄俾（畀）你，
咪喺度做戲！

Long Ming Kwan：唔肯報警，無私顯見
私，呢條友仔身有屎。

Benjamin Leung：（封信）個「幾」字係
繁體字黎（嚟）架（㗎）！呢個「几」先
啱呀！做戲點解永遠唔做足全套？

Dede Chung：自編自導自演！千祈咪報
警，拉你報假案！

Wailin ChungLee：他潛水幾天又出來製造
新聞，為求見報。

姚文生：佢都仍未算瘋得好利（厲）害，
台灣「前總統」阿扁直情安排槍手開槍射
佢，然後扮成俾人槍擊搏（博）同情都做
得出。

Chung Sunny：當日旺角、西環，你地
（哋）咪講過不自由無（毋）寧死、要
「勇武抗爭」，一把刀片仔濕濕碎喇，都
未夠你地（哋）d（啲）磚頭勁！……西環
九秒九上的士，你系（係）香港暴徒紀錄
跑得最快嗰位，又使乜担（擔）心有人會
追到你！

Juno Lee：你的信用、人格都已經破產，
那恐嚇信是真也好假也好，從根本上你都
無法再取信任何人並從中割（獲）取政治
利益了。對自己最有幫助的是躲起來，不
要再提醒世人你的存在了！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 羅旦

鄭松泰在10月19日會議上，將多名建制派議員座位
前的國旗及區旗倒轉擺放，其後更公然拒絕服從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退席命令。謝偉俊認為鄭公開侮辱
國旗及區旗已涉嫌違法，屬嚴重的行為不檢，更可能違
反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規定及其誓言，故動議要
求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譴責鄭松泰當日所為，及宣告
其喪失議員資格。

李慧琼蔣麗芸挺動議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 七 ）條，倘立法會議員行為
不檢或違反誓言而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
通過譴責，立法會主席可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
格。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明支持謝偉俊的動議。她指出，
反對派議員的行為愈來愈激進，例如最近強搶官員的文
件以至此前的投擲玻璃杯等，很多市民都有意見，立法
會必須正視有關問題。目前，立法會未有規則去處理這
類激進行為，只能引用基本法第七十九（七）條去處理。
在事發時率先衝入會議廳阻止鄭松泰行為的民建聯議

員蔣麗芸支持有關動議。她指出，每名議員的座位均放
置了私人物品，鄭松泰卻隨意走到其他議員座位，更伸
手搞亂他人的物品，行為不檢，又強調議員倘有不滿，
應通過文明的途徑去表達，如向立法會主席投訴、提出
動議辯論等。

林健鋒：護議會尊嚴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國旗及區旗在法律上有重
要位置，鄭松泰公然在莊嚴的立法會議事廳倒插國旗及
區旗，不尊重國家及香港特區，行為極為不檢，有違他
參選立法會選舉及宣誓時的承諾。他認為譴責是合適的
做法，有助維護議會的尊嚴。

梁志祥：盲撐有前科
民建聯議員梁志祥指出，事發時多家電視台都正在直

播，全港市民都看到鄭松泰肆意侮辱國旗、區旗的行
為，必須公開譴責。不過，其他反對派議員此前有盲撐
「青症雙邪」梁頌恆及游蕙禎的前科，他估計反對派議
員是次同樣會傾巢而出，千方百計、歪理盡出地繼續護
短，故他對動議能否通過不敢有厚望。

郭偉強：立會須果斷
工聯會議員郭偉強指出，基本法第七十九（七）條

的門檻極高，故立法會並無啟動過，但鄭松泰公然侮
辱國旗及區旗，激起市民強烈不滿。同時，鄭松泰在
宣誓時已表明會擁護香港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現在卻表裡不一，立法會必須果
斷回應。

姚思榮：壞榜樣須懲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強調，身為立法會議員，鄭
松泰受誓詞的規限，必須奉公守法，惟對方借議員身份
去公然違法，絕非無心之失，而其言行樹立了一個壞榜
樣，必須受到應有的懲罰。
其他反對派議員暫時均冷待有關譴責動議。民主黨議

員黃碧雲稱，該黨黨團未詳細討論有關問題，但稱議員
有權「表達意見」，「輕易」褫奪立法會議員身份會令
人有「扼殺言論自由」之感。
公民黨議員陳淑莊亦稱，該黨暫未討論有關動議，但

她認為任何人都有言論及行為自由，同時也要對自己的
言行負責。
「專業議政」議員葉建源聲言，他不贊同鄭松泰的行
為，但是否需要動用基本法第七十九（七）條去褫奪一
名民選議員的資格，實有商榷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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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民主前線」發言
人獨琦（梁天琦），在其
「Plan B」「青症雙邪」梁
頌恆及游蕙禎的宣誓風波
期間一直「潛水」，近期

卻頻頻上水。獨琦前晚在其網台節目上聲
稱，在宣誓風波期間，他判斷自己未能動員
到比「佔領」更大型的抗爭，故選擇無出
聲，沒有帶領「起義」。但又以「台獨」為
例，聲言倘因一兩次「打壓」就判定「港
獨」失敗，就未免「太天真」。不少網民批
評，梁天琦在試圖「扮衰仔博同情」的同
時，企圖效法鼓吹「台獨」者的經驗「東山
再起」，繼續煽人衝、自己鬆，「跟你玩個D
（嗰啲）俾你玩死，個個都要坐（監）。安
家費都冇。慘過入黑社會。」

獨琦前晚和「本民前」另一發言人偉哥仰
（黃台仰）在他們營運的網台節目上，繼續
為自己在宣誓風波期間潛水解畫。他稱，釋
法的是中央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
下的「行政決定」，地位等同「8．31」決
定，故倘要推翻今次人大釋法，就需要動員
更大型的抗爭示威。

他聲稱，「兩年前，我們有幾多人走出來
『佔領』，『佔領』了幾耐？79日！都未能
夠半分動搖到這個權力機關下的決定。到今
日，同樣的『行政命令』，『國家機器』全
面開動，……所以就是說一定要比上次『佔
領』運動蘊（醞）釀得更加大的抗爭示威，
才有一絲可能動搖到釋法這個決定。」

稱無力護「雙邪」不如潛水
獨琦戴頭盔稱，他潛水是因為自己判斷難

以動員像兩年前的「佔領」，以至更大型的
抗爭，去「對抗」今次的釋法，故選擇無出
聲、無回來帶領「起義」，「我可以在溫書
時錄一些片去叫大家抗爭，可以講話不應
blame the victim（責備受害者），應該團結對
抗釋法，但我就是揹住3條charges（控罪）的
保釋難處，不能夠企到去最前線，那我自己
就不想這樣去做。」

他不斷重申自己「有3條控罪在身」，來為
自己的「懦弱」開脫，「如果有人揹住好多
條擔保、保釋仲去衝到最前線，我是敬重
的。但這是我心裡的陰暗面，是我懦弱的一
面。我亦都不介意跟大家講，因為我不是超
人。」

不過，自認「我怕死我懦弱」、要「讀多
啲書」的獨琦，事實上「『獨』心不死」，
繼續煽動他人「搞革命」。他在節目上聲
稱，台灣的歷史對目前香港的情況「很值得
參考」，「台灣『美麗島事件』後，都要經
歷7年沉寂，經過沉動（重）的打擊後，都不
是會沒有『民主』運動、『獨立』運動。我
們是將『獨立』思想、支持『獨立』的人散
播至各行各業，這樣才是會有化學作用，然
後才會有更多的可能性。」

借「台獨」叫人勿棄「獨心」
獨琦又稱，如果現在只是因面對「打

壓」、一時間的沉寂、沒有動員機會，就判
定「港獨」為失敗，未免「太早」，「年初
一那件事（旺角暴亂）去到現在一年都未
夠，只是八九個月的事，如果（上世紀）77
年的『中壢事件』後，9個月後仍然沒有大型
抗爭就此判定失敗，那台灣當時的『民主』
運動就會玩完了。擺在香港都是一樣，如果
香港要一步到位，一次的衝擊、一次的示威
就可以逼到『中共』倒台，向香港人讓步的
話，未免就是太天真了。」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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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John：你收夠水，一句唔玩就走人。
自已（己）驚坐監。跟你玩個D（嗰啲）俾
你玩死，個個都要坐。安家費都冇。慘過入
黑社會。

陳少樂：即係講×到明，早前所講，只係為
咗呃飯食啦，賤人！坐緊監果啲真係揼春
喇！

Sky Esp：一時無底線，一時有底線。你估
我地（哋）個個都可以一有事就去外國讀書
呀？

Vincent Cheng：由當初上街撐你，到宜
（）家討厭你，有冇反省過？

Angus Yip：說好的「時代革命」呢？做唔
到，當初就唔好欺騙支持者。

Kee Shun：你說過，如果日後不再是你當初
的你，就把你拉下來，今天是時侯（候）喇！
並不是你不能完全（成）甚（什）麼大成就大
事，而是你那不知恥的理由理論！你現在還隔
空說甚（什）麼不要絕望，你就是絕望。

Eunice Mo：當日言之鑿鑿，正氣凛然，話

販民（反對派）變質欺騙香港人咁多年，話
有一日佢如果變質就拉佢落黎（嚟）！估唔
到不到半年佢就變質了，保鮮期咁短，仲厚
面皮出來獻世。

Neo Choi：你無能你廢諗唔到plan就早講
啦，「攞晒光環」推個「plan b」出黎
（嚟）攪（搞）到「本土派」個名臭晒先出
黎（嚟）講埋啲咁不負責任嘅野（嘢），
我×你啦！

李瑞欣：係（喺）人眼中佢某程度係代表
「本土派」，佢咁講同臨死前插多幾刀有咩
分別？

Fish Leung：只能講，大難臨頭各自飛，推
「plan b」果（嗰）時又話理念相同，又話
梁游有自主權，你當初作為推薦人唔係有責
任睇住佢地（哋）？你話「plan b」當選會
分一半資源比（畀）你地（哋）！

David Chang：你以為佢咁樣講，會無哂
（晒）人支持？少年，你太年輕了。去
Google search下乜嘢叫「弱者的道德」。
明顯係有計算過的。

網民鬧呃盡支持者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鄭治祖

「青症雙邪」自被DQ後仍然不甘
寂寞。「雙邪」中的梁頌恆昨日在其
facebook聲稱前日接獲一封由立法會
轉交的信件，其中有一封「刀片恐嚇
信」（上圖），但又稱自己不會報警。

不少網民質疑有人已失去議員資格，更有可能因公費
以至被追薪而破產，已經「毫無價值」，不會有人無
聊地浪費自己的金錢去寄刀片信，「個人覺得浪費左
（咗）塊刀片」，懷疑有人自編自導自演博同情。

繁簡體字混雜錯漏百出
梁頌恆在其fb上聲稱接獲一封刀片信。根據他上載

的圖片所見，信封上地址一欄僅得「立法會」及「梁
頌恆先生收」幾個字，信中稱呼梁為「反共分子」，
自稱為「地下黨××戰士」，字跡潦草，內文為：
「叫你老（母）煮一餐好吃給你吃，否則沒有幾日
命。那（哪）個反共必定剎（殺）死它，非死不可！
你一定要報警！」

梁頌恆在帖中「要求」，「下次寫恐嚇信可以寫得
清晰一點，亦唔好寫『殘體字』，否則被恐嚇者會睇
唔明你係（喺）度恐嚇什麼的。當然，如果你問我擔唔
擔心，我可以好肯定咁答你：唔擔心……就假嘅。」
本來這封信針對的是他，但他就突然「很孝順」地
稱，「連月以嚟我同屋企人受盡各種滋擾，最令我唔
安樂嘅，唔係自己受罪，而係擔心連累到至親。……
恐嚇的話請繼續來找我，不要牽涉我的家人。」

借「七警案」抽水拒報警
他又借近日進入控辯雙方結案陳詞階段的「七警

案」抽水，「至於要唔要報警？That is the question.
只不過，見到呢排警方忙於質疑自己嘅認人能力同研
究點樣話條電視片段有被剪接，我就無謂再去打攪
（搞）佢哋啦。」

不少網民質疑，信中的簡體字錯漏百出，例如
「剎」字並非「殺」的簡體，而梁頌恆已經由議員淪
為「已完」，應不會有人特意破費花錢買刀片、買信
封、買郵票去恐嚇他，加上他拒絕報警，懷疑有人自
編自導自演，更將自己屋企人擺上枱博同情。

■記者 羅旦

梁頌恆「收」刀片信 被質疑扮嘢博同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
症雙邪」的梁頌恆在立法會宣誓就任
時，以英文「支那」等詞辱國辱華，更
聲言這是「鴨脷洲口音」，激起了全港
市民的憤怒。所謂「過街老鼠」，「梁
已完」去到哪裡都會受到市民的「熱情
招待」。近日他在街上被多名市民圍住
指罵，以「鴨脷洲口音」「親切」招
呼，有人更向他高叫「回水」。

笠頭避認出似過街老鼠
近日網上廣傳一段名為「鴨脷洲口音

的『娘仲痕』在海怡半島被街坊臭駡」
的40秒短片。短片所見，梁頌恆在街頭身穿灰色連帽
外套，及以帽蓋頭（上圖）。多名中年男女途人向梁
頌恆高呼「正走狗」，其間有人爆粗罵他「你以為好
型呀」，又有人指他「無議員做啦」，然後齊齊拍

手。多名中年女士則圍住他大罵「回
水」等，促他向立法會還款93萬元。
梁頌恆在被罵期間一直按手機，未有

反應。大批網民在短片留言，狠批梁頌
恆是「過街老鼠」、「漢奸走狗下
埸」、「報應不爽」等。梁頌恆在回應
傳媒查詢時承認，事件大約在兩星期前
發生，又以「狗仔」形容片中指罵他的
中年人士，聲稱現時外出時，一旦被
「狗仔」跟到，通常都會「被騷擾」。
今次已非梁頌恆首次在街上被途人指

罵，10月底爆發宣誓風波後不久，網上
也曾流傳他在街頭被罵的片段。當時有

人邊拍片邊大罵梁是「賤人」、「走狗」、「雜
種」，梁頌恆更一度拿手機反拍對方，雙方互罵數
句，梁最終轉身離開，但不忘舉起中指做出粗口手
勢。

被「鴨脷洲口音」圍罵促回水

■梁天琦和黃台仰繼續為自己在宣誓風波期
間潛水解畫。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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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松泰倒放國旗和區旗鄭松泰倒放國旗和區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