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咗討好激進派中人，民主黨班乳鴿可以去到幾盡？觀塘工廈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HA）負責人邀外國樂隊來港表演，但拒絕為表演者申領工作簽證，結果

被入境處控以涉聘黑工等被捕。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就發帖為對方出頭，煽動其支持者向入境處舉報

多個團體的活動聘用「懷疑非法勞工」，更點名5個內地以至法國演藝團體「有非本地人士進行收費

的表演活動」。有網民看不過眼，指有關單位都會為表演者申領工作簽證，其指控是試圖亂咁噏以轉

移視線。更批評他為求達政治目的，煽動其支持者濫用現有機制，加重入境處前線人員的負擔，浪費

公帑，而市民的服務也會受到影響，是名副其實的政棍。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鄭治祖

網民批玩政府害市民
Cheong Cheong Cheong：即係可以求×期
（其），亂咁up（噏）？ 唔理是非黑白，總
之舉報咗先？

Keith Wong：其實好多人都識法例，來港工
作會申請工作簽證，唔好咁無知以為人人都係
非法勞工啦！

Fu Wingai：點解要幫許生開非法音樂會賺
錢？而且無合理理據而明知虛報，又會否觸及
誤導公職人員？

Man Wong：一句政治行為就可以遮蓋你呢
啲幼稚行為嗎？未攪（搞）清楚就話人黑工，
衰咗就打句「抱歉」咁就無事？你要玩政府都
要真憑實據架（㗎），為反而反只會令市民覺
得你好無恥！

Sky Hoo：一句政治行為就了事，可見得你極
為幼稚。不用事實、不用証（證）明，用政治
手段玩弄市民，堂堂有合法身份証（證）都可
俾你去屈香港市民。還可以號稱政黨副主席，
可見得你（係）對人不對事的政棍！

Sze Plus：抽水姐（啫），不能太認真。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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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鴿熙煽濫舉報擾民
為「HA」出頭玩謝入境處 屈政府演藝活動「聘黑工」

網民批欲組「普本青」
Siulok Chan：真相大白，搏殺「熱
城」係投名狀，之後「普本青」結盟，
再奉黃碌×為盟主，大家鼓掌！

Karlaen Chan：好！「本民青」全面
回巢，上次瞓係（喺）度都羸（贏）嘅
黃核心今次羸（贏）曬（晒）啦！曾投
票比（畀）佢個（嗰）啲（包括我）選
民再被侮辱多次……

Glenn Ono：毓民老哥佢一路以來都在
部署退居幕後，要做網媒肥佬黎，不會
選了。

陳漢深：主人養狗，狗養狗！一家團聚
實在可喜可賀！望牠們於不久之將來能
安葬在一起。

Danny Lo：終於明白點解榮主要連
任，最後會輸都瞓係（喺）到（度）。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狗主「解凍」獨琦 欲「轉世」操控補選

黎明金句，所謂手心係肉，手背又係
肉，狗主同「熱狗」鬧得不可開交。身
為「熱狗」主席的立法會議員蟲泰（鄭
松泰）去咗邊？睇返佢喺呢次事件中，
屁都冇放過一個喎！專門狙擊「熱普
城」的fb專頁「芒向報」，近日就重發
蟲泰在立法會選舉時話過，狗主係佢
「啟蒙導師」嚟恥笑佢。
狗主與「熱狗」近日鬥得不可開交，

「芒向報」就發帖，回帶蟲泰去年8月講過
的說話：「『全民制憲運動』能夠推動到今
日呢個地步，係因為有『熱血時報』呢個新
媒體、有陳雲嘅『城邦論』、有黃毓民嘅
『政治能量』及『江湖地位』。如果你有少
少分析能力，你就應該知道要推動呢個運
動，冇黃毓民係唔會成事！『全民制憲』唔
單止係黃毓民嘅心願，更加係香港嘅最後機
會。」
網民揶揄道：「選舉前屎蟲泰表示『黃毓

民係我哋啟蒙導師』，雙黃分裂至今，屎蟲
泰未為『啟蒙導師』出過一句聲。」更標註
了「人走茶涼」、「（黃毓民）只係幫過我
嘅契弟」等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狗主（黃毓
民）在批評傻
根（陳云根）

的同時，也炮打「熱狗」前頭目
狗達（黃洋達），但狗達一直默
不作聲扮大方，實質大搞小動
作，包括在「熱狗」的網台節目
中，打上「有人恐嚇唔去報警？
老而不死垃×圾」等語句批評狗
主。狗達太太「皇后」陳秀慧就
在fb話當時未審查所以出錯喎，
結果俾「襯家」踢爆，這些字幕
要由工作人員打字入電腦，「你
想寫『陳秀慧正臭×』佢地
（哋）一定唔會幫你出。」
「熱狗」的網台節目直播中，

會將「課金」的支持者名字及留
言，以及「課金」金額顯示在熒
幕下方，稱之為「光環」。近
日，有節目就出現「有人恐嚇唔
去報警？老而不死垃×圾」等語
句，擺明針對狗主此前在自己節
目聲稱收到恐嚇信，更將矛頭直

指狗達的支持者，叫狗達「交
人」。
「皇后」在事發後發帖，扮

晒和事佬咁話：「尋晚『即時
課金光環系統』未經審查，現
在我地（哋）會處理。一人少
句，希望大家幫忙。」不過，
佢就將直播中有鬧狗主句子的
畫面全部截圖上載，唔通驚睇
到嘅人唔夠多？

「法國佬」揭人手輸入
曾經在違法「佔領」期間涉嫌

衝擊立法會大樓而一度被捕，之
後與狗達反咗面的前「熱狗」
成員、「法國佬」張珈衍就發帖
踢爆：「以我所知，『歡樂滿光
環』係要工作人員打字入電腦，
而且唔係咩字咩句子都可以入。
舉例：例如你課咗$500然後你想
寫『陳秀慧正臭×』佢地（哋）
一定唔會幫你出。」他並標註
「毓民係唔會××錯人」。

狗主網台節目總監Marco To-
scanini也在fb數臭「皇后」，稱
狗達及太太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
中落敗，狗主在選舉後一次飯局
中安慰兩人，但「該大乞婦人
（「皇后」）（話）：（選輸）
我地（哋）無乜所謂架（㗎）！
在場有人即時感到嘩（譁）然及
極度反感，2012年該場選舉，黃
生資助以百萬元計。……選輸無
所謂2016（年）又去選？」
他續數道，有一年年宵，在

「熱普城」的攤位中，狗主的
「普羅政治學苑」的書放在左
邊，「敗血（熱狗）」的書放在
右邊，「傳媒大乞婦人站在中
間。有客人問，（普羅）呢啲書
賣幾多錢？她答：我唔知喎，睇
（「熱狗」）呢啲（書）啦。」
咁究竟誰是誰非？唓，我哋呢

啲「港豬」點會在乎？咪由佢哋
打生打死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狗咬狗」蟲泰潛水
網民玩回帶恥笑「光環」辱狗主「皇后」卸責被踢爆

狗主（黃毓民）此前將「城邦派國師」傻
根（陳云根）從自己的網台中掃地出門，近
日其網台更宣佈，他們將被指在立法會選舉

期間「抹黑熱普城」的「反骨仔」──「本民前」發言人獨琦
（梁天琦）及偉哥仰（黃台仰）等此前在該台的節目，開放予
聽眾重溫。「熱城」狠批狗主是試圖在該兩個組織搵「轉世靈
童」，參加可能舉行的立法會補選，重振其敗選後愈趨低落的
政治影響力。傻根也開腔稱，倘狗主支持「港獨派」參選，
「就變成為過去陷害『制憲救港聯盟』的一群賣港賊抬轎。」

指昔日「小人」迫害「被消失」
「熱狗」支持者此前猜測狗主將傻根掃地出門，是要與立法
會選舉後鬧「青年新政」及「本土民主前線」最狠的傻根，以
及「熱狗」前頭目狗達（黃洋達）劃清界線，以便搵「轉世靈
童」。狗主旗下網台MyRadio（MR）的節目總監Marco To-
scanini，前晚深夜就在fb不點名暗示，獨琦、偉哥仰此前在該
台做節目，就是被傻根等「小人」迫走的，就連節目重溫也因
此而「被消失」，並公佈在踢走該些「小人」後，該批節目重
溫將全面回復公開。
「云粉」「霍由佳」即發帖稱：「補選近了！ 梁天琦同黃
台仰全面進場！」「簡雍」也在帖中稱：「嘩！終於露出哂
（晒）狐狸尾巴，當日榮主（黃毓民）話西瓜琦（梁天琦）同
黃瓦全（黃台仰）係賤人、判佢地（哋）死刑；今日榮主單方
面同陳雲反面就急不及待將梁黃二人既（嘅）節目重播重出，
榮主靠攏『偽港獨』都唔好做到咁出面丫（吖）！好樣衰喎！
我而（𠵱 ）家就等榮主請返西瓜琦同黃瓦全做節目，『本民青
症』賣（埋）台撈埋一齊擊殺，好方便呀！」
「Miho Yamamoto」則發帖稱，「而（𠵱 ）家再睇番
（返），與其話係死唔認錯就導致今次事件，不如話係有預
謀，用來為補選鋪路。佢估到我哋嘅反應，預左（咗）我哋
狠×，就用呢個為借口去開戰，從而投向『本民青』一方……
以前嘅黃毓民淪落到至（至此），痛心疾首。」

云粉指欲當「網上肥佬黎」
「Glenn Ono」也稱：「全盤推理，是毓民已另有出路，新
財源足以彌補其損失有餘。而且想退居幕後操盤的部處（署）
罷了。要退而不休，保持影響力，壟斷大老闆代理之位，而不
被識破。手下當然清一色黃毛小子，就最好不過。唔通留一隻
自己無本事操控，又有機會識穿其（奸）計的老狐狸咩？狗主
要做網上肥佬黎。」

傻根斥為陷害盟友者抬轎
傻根也在自己的fb和應道，「出賣『制憲救港聯盟』的賣港

賊，原來是聯盟中人的朋友，現在仍是。我明白過來了。……
錢途無限。發啦。」他其後再發長文，稱「最需要參加補選的
是毓民老哥，不是『青年新政』之流的禍國殃民『偽港獨
派』。……毓民如果自己不參選，改為支持『港獨派』參選，
就變成為過去陷害『制憲救港聯盟』的一群賣港賊抬轎，他個
人不能取得立法會議席，還會自滅政治道德，可以埋單收檔」
云云。
Marco Toscanini就發帖還拖，「真小人『國師』建『小人
國』，偽君子佛口現蛇蝎心。」狗主其後則在MR的fb專頁
中，分享了「Ruth Tsang」的帖子作為回應。帖中稱狗主「直
斥的意思是正面喝止和糾正，純粹直斥其事（非），不是為私
鬥、意義跟他們不同。『教主』（黃毓民）不是損人顏面、裝
腔作勢、趕盡殺絕和為保自己面子的人。別人現在的作風只暴
露了其實他們根本在整個『本土運動』中沒有完全覺悟的心態
或目的不純，跟『教主』十多廿年前已豁出去跟在（有）權在
（有）勢的搏鬥截然不同。」云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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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民主黨副主席
亂抽水，「老屈」5個演藝團體聘用「懷疑非法
勞工」。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批評，反對派為求私
利而濫用政府資源，浪費公帑，更騷擾入境處人
員的工作，將影響真正需要服務的市民，做法極
為幼稚、無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就
是法治精神，所有人，無論膚色、國籍及種族均
須守法。事實上，此前已有不少人因未有申請合
法的工作簽證來港表演而違法。
他支持執法機構應嚴格執法，並批評羅健熙發

起的所謂「舉報」行動是濫用機制，「只准自己

違法，不許他人執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強調，違法行為當然

要舉報，但羅健熙煽動其支持者濫用舉報的，不
少是康文署主辦的活動，表演者更包括香港人，
其目的十分明顯，就是濫用投訴機制製造事端，
浪費公共資源，更騷擾入境處人員工作，只會影
響其他使用入境處服務的市民。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指，所有人來港工作

都必須申請工作簽證，有外國樂手懷疑未申請工
作簽證、涉嫌違反逗留條件而被捕，不應與其他
事件相提並論。倘法例有不清晰的地方，應要求
入境處澄清，而非鼓吹其他人胡亂舉報，浪費入
境處的資源去應付。

政界批「只准自己違法不許當局執法」

現在的確好流行小學雞嘢，包括斷
章取義、強詞奪理等等，但既然

都叫做香港反對派「第一大黨」的民
主黨，唔該畀少少水準得唔得？繼
「超級區議員」鄺俊宇唔知真心膠定
特登信晒HA講，入境處要外國樂手
「簽生死狀」喎，就即刻去信入境處
要人交代後，羅健熙前晚深夜也發
帖，借HA負責人涉嫌聘用非法勞工而
借題發揮。
他聲稱，自己要「坐言起行」，

「入境處咁鍾意執法，就齊齊SEND
個EMAIL俾（畀）入境處處長，提一
提佢有咩懷疑非法勞工罪行啦」，更
在帖子中點名5個演藝團體，稱自己懷
疑有關的表演者「並未持有有效工作
簽證而在本地從事能取得收入的活
動」，「要求」入境處「採取行動、
果斷執法，打擊懷疑非法勞工罪
行」，更列出「未來部分懷疑非法勞
工及其計劃犯罪的日期及地點」，以
便「執法」云云。

包括慶回歸法國藝術節項目

羅健熙列出的5項活動，包括由廣東
省文化廳、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
事務局主辦，並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策劃的舞劇《沙灣往事》；法國五月
藝術節的瑪莉安．莫婷、搖擺者舞蹈
團《中間》演出；香江藝術團舉辦的
慶祝香港回歸袓國20周年「情繫香
江—郭小青獨唱音樂會」；香港城市
室樂團舉行的麗徹．巴頓．派恩演
出；中國國家芭蕾舞交響樂團的《吉
賽爾》及「芭蕾盛會」。

指熱刺球員無證被網民秒殺
羅健熙並洋洋得意地在留言中稱：

「其實仲有（香港足球總會主辦的）
傑志對熱刺，不過我淆底被標籤為打
擊本地足球，所以冇喺原文度寫，大
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加埋入去……」網
民「Gab Tang」即時留言秒殺，「傑
志已為熱刺球員申請在港工作簽證，
正待入境署（處）審批。」
羅提到的「郭小青獨唱音樂會」，
有網民反駁郭小青根本是香港人，何
來「非法勞工」？郭小青在接受傳媒

訪問時也批評，羅在未查清楚就胡亂
發表失實言論，行為幼稚。同時被羅
點名的香港城市室樂團市場部經理陳
先生強調，該樂團和不少國際樂手合
作，一直跟足程序辦妥簽證，羅是
「拉埋嚟講」。至於法國五月藝術
節，更是法國駐港領事館主辦的活
動，又怎會違法唔做足相關手續？
羅健熙其後再發帖，死雞撐飯蓋稱
「大家都知我呢個係政治行為，係回
應入境署針對 Hidden Agenda 的舉
動」，更繼續煽動其支持者，稱「年
中有咁多不同活動，政府搞的有、建
制派搞的又有，或者唔關政治事既
（嘅）人搞的亦有，甚（什）麼粵
曲、京劇、舞蹈、法會、佈道會、五
月天音樂會等等等等，你要針對HA，
咪逐樣同你試。大型活動試唔到，咪
試下中小型活動；新嗰啲活動大家都
好小心申請番（返）晒，咪試下以前
啲已舉辦既（嘅）活動咁。」
不少網民狠批羅健熙身為民主黨副

主席，未搞清楚事實就亂噏，「為反
而反只會令市民覺得你好無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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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網民製圖揶揄整件事是狗主搞
鬼。 fb圖片

■羅健熙發帖點名5個內地以至法國演藝團
體，煽動其支持者濫用舉報機制。 fb截圖

■蟲泰的擦鞋說話被回帶恥笑狗主。fb圖片■「熱狗」節目顯示的「光環」字句，被踢爆是人手輸入。 fb截圖 ■狗主助手翻「皇后」舊賬。 fb截圖

你
－
睇
－
我
－
唔
－
到

■■MRMR的的YouTubeYouTube頻道已頻道已
可重溫梁黃二人昔日主持可重溫梁黃二人昔日主持
的節目的節目。。 YouTubeYouTube截圖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