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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質疑事件犯駁
Kai Wing Wong：搞都唔搞個蛋散啦！

Wong Cody：條肥仔都唔知係咪自己得
罪啲咩嘢人……

Pug Love Lui：正常人第一時間應該抆番
（返）d（啲）釘出黎（嚟）啦，仲可以
忍住留番（返）黎（嚟）開記招？

Wilfred Chau：黨員受傷，不是應該第一
時間去醫院求診拔釘咩？為何還要show
畀人睇d（啲）釘？唔係做show，依D
（啲）係乜！

Connie Lee：疑點重重，點解唔係第一
時間先報警及驗傷！可能林子健大脾
（髀）肥膏較厚，所以度橋的人選擇幫他
釘大脾（髀）。

Wong Si Si：陳水扁連槍都出埋，有幾
奇啫？

Mamimieva Mimieva：好心啦，苦肉計
都咁錫身用釘書機釘下就算，做戲做全
套，應該用電棒同鐵釘廹（逼）真 D
（啲）。

徐志輝：如果大脾（髀）插住把刀出來開
記招，就真係拍爛手掌！

資料來源：網上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林子健話
被「綁」真
相未明，反

對派乘機借此事抹黑「一地兩檢」
安排。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昨日批
評，反對派反高鐵反上腦，「什麼
『跨境執法』、『割地』等臆測、
恐嚇無所不用其極，看樣子跟着更
荒謬的『被擄走』、『被禁錮』等
無稽之談將陸續有來。」

反對派趕緊胡扯煽恐
在林子健舉行記者會後，《蘋果
日報》即時發文，題目係《鬧市被
擄 距西九割地口岸僅1公里》 。
由反對派組成的「一地兩檢關注
組」就發表聲明，將是次事件與
「銅鑼灣書店事件」撈埋嚟講，稱
「『一地兩檢』尚未落實，情況已
如此嚴重，一旦『中國公安』可以
進入西九站執法，不知香港又會再
發生什麼駭人聽聞的打壓和迫
害……」
公民黨其後發表的聲明，也聲稱

「現無『一地兩檢』，港人倘若受
內地人員跨境執法所害，尚可報警
驗傷；他日政府一意孤行落實推行
『一地兩檢』，割讓西九成為內地
一部分，行大陸（內地）法律，市
中心頓成邊界，內地人員可更『便
捷』、更肆無忌憚地任意妄為。失
去邊境與《基本法》這道香港與大
陸（內地）惡治的最後防線，香港
無險可守」云云。

吳秋北批「反到上腦」質疑自演
吳秋北在fb發帖，批評反對派已

「反高鐵反上腦」，更質疑道：
「人們有合理懷疑他們將來一個自
編自導自演，令市民『被相信』他
們的鬼話！」
網民「Jason Sun Chiang」批評
道：「話離高鐵一公里都被捉（逆
向思考，即係無論係邊，對方都可

以捉你，高鐵有無『一地兩檢』，要捉你，無
論你身處何地一樣容易，所以高鐵被捉理論根
本就白痴理論，傻人先信。」
「Simon Cheung」也認為事件可疑：「鬧

市當街拉人？一早網上有片有畫瘋傳啦！」
「Danny Ng」亦質疑道：「這時候呢單新聞
的客觀效果不是令香港人反對『一地兩檢』，
而會令人覺得民主派這個時候咁啱會被人擄
走，會不會是為了要反對『一地兩檢』而自編
自導自演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林子健離奇「被擄」疑點多
稱鬧市遭迷暈「毆打」打釘 獲釋竟不報警不立即求醫

林子健在記者會
中稱，「綁匪」在

車上給他「聞一啲嘢」，他就失去知
覺。一般而言，不法分子經常使用的是
學名三氯甲烷的哥羅芳，在香港屬第四
類危險品，可釋放出令人暈厥有毒氣
體。不過，和電影中的描述不同，哥羅
芳事實上不會令人「一嗅即暈」。

焗聞哥羅芳須約5分鐘致暈
醫學實踐證明，要吸收麻醉藥物，最

快的是經由血液，口服次之，吸入就更
費勁了。大家經常在電影中看到，歹徒
要綁架時，只要將沾上哥羅芳的手帕捂
住對象的口鼻，對方就會「即刻」不省
人事，且很久都不會醒來。
不過，這是一種誤導：原來人一旦聞

到哥羅芳，需要約5分鐘後才會有化學
反應而暈倒，且只是短暫時間內失去知
覺。不過，哥羅芳會影響中樞神經系
統，若吸入過量可致中毒死亡。
根據香港發生過的多宗案件，亦證明

哥羅芳並不會令人「一聞即暈」。2009
年，一名舞台佈景男技工利用染有哥羅
芳的毛巾，尾隨15歲中四女生返家，
並在大廈走廊意圖迷暈非禮，但女生竭
力掙扎，令該男子驚慌逃走。
2012年，一中年色魔帶備沾有懷疑
哥羅芳的布塊，用迷暈布掩住一名歸家
的16歲少女，但少女未有暈倒且奮力
反抗。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案件事主是
在被暴力壓制的前提下而受害，並非
「一聞即暈」。
事實上，那是否有其他「一聞即暈」

的化學藥品嗎？似乎沒有了，如果有的
話將會是醫學界一大突破。最常要令人
「失去知覺」的，是在醫院做手術時。
醫院使用的麻醉劑普遍含有的乙醚，而
在開刀前為病人全身麻醉時，病人需要
吸麻醉氣體最少5分鐘才會昏睡過去。

老鼠頭浸乙醚 都捱到6分鐘
乙醚經常被用於動物實驗。不過，要

弄暈一隻白老鼠，要先將牠頭部放入裝
有浸濕乙醚棉球的廣口瓶內，在4分鐘
到6分鐘後才會達到麻醉狀態。而要有
較長的麻醉時間，還亦在牠們的鼻部放
棉花或紗布，不時滴加乙醚以免突然醒
來。藥物作用的量和作用對象的體重是
相關聯的。如一隻白老鼠尚需要吸入乙
醚4分鐘到6分鐘才能進入昏迷狀態，
則比小老鼠大了上百倍的人，更不可能
吸一口就昏迷。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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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林子健是
誰？」對於一般市民嚟
講，真係唔知佢係乜

水。不過，原來佢都搞過唔少嘢，最「經
典」係聯同一班示威者去一間超級市場扮賣
嘢，然後在收銀處畀毫子，又在付款後要求
取消交易等惡意刁難無辜的收銀員，更造成
「癱瘓」。同時，在民主黨爆出的「真兄
弟」內鬥事件中，林子健更擔當了「二五
仔」的角色。
2011年4月，林子健聯同一批示威者發動

所謂「癱瘓地產霸權一小時」行動，一行十
多人到黃埔一所由大型地產發展商經營的超
級市場「購物」，隨後推着裝滿貨品的購物

車在收銀處「攪局」，一時要求店員分單結
賬，一時又假裝向收銀員查詢，癱瘓超市正
常的付款程序，結果全店收銀處均出現長長
的人龍，部分顧客一度鼓譟。有示威者更辱
罵在場的超市經理，並囂張挑釁到場了解情
況的警員。
林子健在與該批示威者在上演「大龍鳳」

後，更一邊吃消夜，一邊談感受。一名參與
行動的女大學生邊笑邊說︰「無乜感受，不
過就好爽囉。」另一名則和應道︰「見到啲
中產咁嬲，好開心、好爽。」其間更有人豎
起中指，興奮地面對鏡頭。有關片段在互聯
網瘋傳，被網民鬧爆。
不過，對政界而言，林子健的「代表

作」，就是「真兄弟」事件：2005年，民主
黨中的「改革派」及「主流派」內訌。當
時，包括范國威、陳竟明在內的、年紀較輕
「改革派」因不滿由李永達、楊森、司徒華
等老臣子為首的「主流派」包攬黨內權力，
希望透過奪權與改革，讓黨內更加民主。

「真兄弟」內訌 林做無間道
林子健在去年接受傳媒訪問時爆料稱，司

徒華等當時懷疑「改革派」「被滲透」，林
子健年紀輕，容易和「改革派」混熟，且他
是司徒華的同鄉、其外公更是司徒華的舊相
識，故被派到「改革派」陣營當「無間
道」，暗中調查「改革派」是否「被滲

透」。
林子健直認，自己當年向司徒華供料、司

徒華再交徐漢光執筆，以「真兄弟」為名撰
寫網誌，通過「連續劇」的方式洩露大量民
主黨的內部電郵及內訌內容，更直指當時
「改革派」的陸耀文、黃俊偉和陳竟明是
「中共特務」，令民主黨大受打擊。最後，
「改革派」范國威等人於2010年出走民主
黨，另立「新民主同盟」。
林子健事後被部分人視為「反骨仔」，更

於2014年患上抑鬱症，兩年後更公佈患上
甲狀腺癌，痊癒後獲得多位黨內「元老」支
持，同年參選民主黨副主席，惟最終失敗。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巢內洩密「二五鴿」癱超市玩謝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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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而我不知道林子健是誰，個個出
名過佢嘅都冇人搞，點解要搞佢？

2.要「綁」佢，點解唔趁佢夜晚返
（屋）企時綁，而要喺光天白日鬧
市之中，驚冇人報警？

3.堂堂一個大男人，俾人圍竟然唔
識掙扎，唔識高聲呼救？何況當時
佢喺鬧市噃？

4.日光日白喺鬧市被人推上車，竟
然冇人見到？冇人報警？

5.俾人夾（挾）上車先嚟嗌同掙扎
係咩玩法？

6.話車上一聞「一啲嘢」自己就失
去知覺，咩嘢咁神奇呢？如果係用
哥羅芳，咁大個人冇可能即暈嗰
（㗎）噃！

7.點解唔拖佢去後巷或者喺車度打
佢一身，而要節外生枝，要帶佢去
舞（冇）雷公咁遠嘅西貢？佢中途
醒咗點算？遇到警察點算？

8.話畀你聽係邊個同因為咩原因
打你真係好唔專業囉！

9.截到的士，點解唔一車直去將
軍澳醫院？唔痛嘅咩？

10.點解凌晨1點俾人「虐打」完
成身傷唔即刻去醫院同報警，而
係等10個小時後開個幾小時記者
會，再然後先至去醫院同報警？

11.「好攰所以返屋企先？」喂阿
哥，你俾人打完成身痛又驚到震
點會返屋企先？

12.行事針對腿部，手法比較似
香港黑社會的手段。

13.其傷口狀況不似已經過10多
小時。

14.他返家後就洗澡及洗衣服，
是否自己要「毀滅證據」？

綜合網民提出「擄人案」疑點

資料來源：綜合網民質疑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民主黨昨晨11時舉行記者會，林子健
在李柱銘、何俊仁、林卓廷及李卓人

等人陪同下會見傳媒。林子健向傳媒展示
自己身上，包括大腿處被人用釘書機釘了
二十多口釘，呈十字的形狀，腹部亦有傷
痕。

聲稱砵蘭街被挾上車去西貢
他聲稱，自己前日下午4時多到油麻地
砵蘭街一間球衣店購物，離開後朝油麻地
港鐵站方向行走時，有兩名健碩高大、戴
口罩、操普通話者夾着他，並強行把他拉
上一輛客貨車：「上了車之後有掙扎，我
說你什麼事，我開始叫喊，有個人一打就
打我的太陽穴，……嗅了（一些東西）之
後的反應是暈了。」
林子健續稱，他被人「用硬物打醒」，
發現自己手腳被綁，雙眼被蒙，躺在地
上，被綁在一張疑似床上，身上只剩內
褲。由於他聽到蟬叫聲，相信自己在鄉郊。
他聲稱，毆打他的人問他很多問題，夾

雜很多粗口，包括問他是否認識劉曉波的
遺孀劉霞，問他為何要如此多事，然後他
再被弄暈，醒來時發現自己身在一海灘
上，已穿回衣服。當時是凌晨1時多，他
找到一條小路離開，步行十多分鐘後截到
的士回家，途中看到路牌才得知自己當時
位於西貢。
被問到為何沒報警及求醫，林子健辯
稱，因為很累、精神不好，所以先回家並
聯絡民主黨，又透露自己當時已經洗澡及
清洗了有關衣服。林子健之後在民主黨成
員陪同下，到瑪麗醫院驗傷並報警。

重案搜證無果 街坊路人唔知
警方接報後交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跟
進。十多名重案組探員昨日下午4時許抵
達油麻地砵蘭街，部分探員到林子健案發
前曾光顧的一間球衣專買店調查。其他探
員則分別往附近店舖調查，並查看有關的
閉路電視，了解有否攝得可疑人或車輛的
片段，又到附近咸美頓街公園，向街坊及
途人查問有否曾目睹事發經過，但初步未
有重大發現。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會見傳媒時表示，警方
十分重視案件，林子健的指控十分嚴重，市
民不應輕易下判斷，但強調不容許任何香港
以外部門在香港執法，惟林子健未有即時報
警，涉案人可能已逃去或毀滅證據。

何俊仁認事件令他「摸不着頭腦」
何俊仁在記者會上也承認對事件摸不着

頭腦。不少網民認為林子健的說法疑點重
重，包括「綁匪」日光日白下「擄人」竟
無人知，林子健「獲釋」後沒有求醫及報
警，而是回家，待10多小時才開記者會，
之後才求醫報警。有人形容「施虐者」模
式及手法似黑社會而非執法人員，「似係
佢得罪人俾古惑仔搞。」
有人更質疑他「自編自導自演」。

「Gary Kwok」指出：「（林身上的）釘
口似記招前一至五分鐘前釘上，如受傷了
一天後釘口會轉瘀青及微腫，微微的泛紅
正是白細胞受外物入侵的即時反噬反應和
針灸扎針後兩三分鐘的反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杜法祖）反對派又再製造「白色恐

怖」？民主黨成員林子健昨日聲稱，他前日前「光天化日」之下，在油

麻地鬧市被多名操普通話者「擄走」，被迷暈帶到西貢一密室「毆

打」，更用釘書機在他大腿上釘上「十」字。但他昨日凌晨1時「獲

釋」後並非報警或求醫，到事隔10小時後始開記者招待會後才到醫

院。西九龍重案組跟進，警方初步查看閉路電視，但只見林子健當時在

附近出現，未見有其他可疑人。由於林子健的說法疑點重重，綜合而言

最少有14項（見表）。有網民認為或涉私人恩怨，有網民更質疑有人

自編自導自演。

■重案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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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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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健開記招秀「被打釘」，被質疑其
傷口狀況不似已經過10多小時。

■吳秋北批評反對派煽動恐慌。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