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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水抽到火水 反對派急潛水
借題玩抹黑「露底」即「龜縮」支吾拒應對

反對派議員「龜縮」回應林子健事件

隨着民主黨成員林子健涉嫌報假
案導致反對派「大炒車」，警方

facebook「香港警察」亦連環抽水，繼早前教市民
保留證據、唔好「跟車太貼」後，噚日又教大家
「戴好頭盔」，唔少網民瞬間「明白了」，笑言︰
「下次搵AV仁（民主黨何俊仁）去拍第二輯，解
釋頭盔嘅重要，應該幾有說服力。」

網民秒懂 讚有深度
「香港警察」噚日又推出「道路安全回帶系

列」，講到明「安全第一戴頭盔」，令大家即刻諗
起近日冇戴頭盔嘅反對派集體炒車「傷亡慘重」。
「Eric Choi」附和︰「要威就一定要識帶（戴）頭
盔，哈哈哈。」「Bevis Chan」亦欣賞警方幽默感
話︰「我真係好鐘（鍾）意道路安全回帶系列，太
有深度了。」「Benny Fok」就問︰「道路安全回
帶系列#4係咪唔好『頂包』？」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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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連環「神抽」
籲「戴好頭盔」

民主黨今次
因為創黨成員
林子健涉嫌捏

造被內地人員在鬧市擄走一事，民望
插水。有多名民主黨中人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透露，黨內仍有部分人相信林
子健的說法，領導層並下達「封口
令」，但難息民怨四起。他們透露，
有部分核心成員已提出大家要有謝罪
的準備，現時該黨亦開始有對策，在
應對林子健問題上，希望由警方出手
將他繩之以法，之後民主黨在藉此
「大義滅親」，重塑遵守法治的形
象；在向反對派盟友交代方面，除了
道歉之外，還計劃暫時在「一地兩
檢」上避風頭，以免對盟友反對「一
地兩檢」造成負面影響。

乳鴿聞林即「妖」 批「AV仁」盲撐
多名民主黨中人透露，事件不斷爆

出驚人的新信息，炸到黨友還未回過
神來。他們說，大家都對於是次被一
名「非黨核心」、「過氣人物」將民
主黨形象推落谷底感到意外。他們更
形容，林子健在黨內人緣欠佳，尤其
是年輕黨員，凡聞其名均報以一聲
「妖」，但林仍能在黨內擾攘，主要
獲「元老」垂青，有人更批評︰「不
明為何仁哥（何俊仁）這麼信他，信
到近乎盲目，而今次就是從這個環節
出事。」

高層下「封口令」避談「一地兩檢」
不過，今次林子健獲李柱銘及何俊

仁力撐，部分黨友仍然相信林子健的
說法，但亦有部分核心黨員已提出，
要有向公眾謝罪的準備，不過領導層
已下達「封口令」，希望迅速把事件
降溫。
他們直言，現時黨友只是「畀面」

李柱銘及何俊仁，強忍怒火。至於目
前該如何應對，多名民主黨中人形容

「只有硬食」，因為林為創黨黨員，若即時與他
劃清界線，會被批評「無義氣」，故最理想是由
警方出手，將林子健繩之以法，民主黨便可以藉
「大義滅親」之名，與林切割，重塑遵守法治的
形象。
此外，由於事發之初，其他反對派以林子健事
件與「一地兩檢」掛鈎，故今次亦「拖累」了其
他反對派政黨、令「一地兩檢」的討論處於劣
勢。民主黨中人透露，除了向盟友致歉，還計劃
暫時在「一地兩檢」上避風頭，以免對盟友反對
「一地兩檢」造成負面影響。

公信力大插水 傷害「無法癒合」
民主黨中人坦言，目前最擔心「天天爆料天天
新」，莫說派員參加立法會補選，目前地區已有
聲音，指支持者抱怨，質問「你哋咁樣點支持落
去」。另有黨員擔心，日後亦會不斷被外界質疑
「老作」，影響議員、民主黨的公信力。估計今
次所造成的傷害將「無法癒合」，需要更長時
間，才能恢復元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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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創黨成員林子健聲稱自己被操普通話人士在鬧市擄走，一眾近期力反「一地兩檢」的反對派議員隨即熱血沸騰、大做文章、上綱上

線，其中民主黨元老級人馬李柱銘和何俊仁，在林子健不欲搞大件事的情況下，勸說他召開記者會，林卓廷更是隨即負責張羅安排，向傳媒發

出緊急採訪通知。一眾反對派亦蠢蠢欲動，對林子健的片面之辭照單全收，並「入數」內地「強力部門」，再推展至特區政府近期向社會大眾

努力解說的「一地兩檢」安排，希望藉此擊沉「一地兩檢」、無所不用其極地向香港市民抹黑內地形象。

事到如今，閉路電視片段反映他安全離開自己聲稱被「擄走」的位置，更有證據顯示他自行由旺角乘小巴到西貢，種種跡象指向林子健憑空

捏造記招上所述劇情，終被警方以涉嫌提供虛假資料誤導警務人員罪名而拘捕。警方昨晚正式落案檢控林子健，案件今日提堂。

一眾事前夾份、夾計造出「國安在香港鬧市擄走港人虐打」這台大戲的反對派，在事件逆轉後大多紛紛潛水，勸說、陪同林子健開記招的，

不是不評論，就是死撐要等待警方完成調查，但之前卻寧願不報案也要先開記招嚇嚇香港市民；22名有份聯署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竟有一半

完全沒有作出任何回應，進一步將林子健推向風口浪尖後，就自顧自「龜縮」；其他回應了的，都是推說日後再講，變相講完等於無講，甚至

有人還可「大義凜然」稱，警方調查未有結果前「不宜評論」，似乎完全忘記自己曾在facebook散播令人恐慌的資訊、大擺姿態約見官員。

反對派嘗試逃避自己的責任，但他們終須為自己前言與後語的矛盾，向公眾作出交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鄭治祖

其他

公民黨

工黨

民主黨
■李柱銘
前言︰認為事件應該公開，說服林子健召開記招。
後語︰不回應事件
■何俊仁
前言︰認為事件應該公開，說服林子健召開記招。
後語︰未有回覆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但事發後曾
稱對林子健短時間內由投訴人變成疑犯感到驚訝，
認為外界不應一口咬定閉路電視片段中戴口罩及鴨
嘴帽的男子就是林子健。
■林卓廷
前言︰陪同林子健開記招，並三番四次就事件發
言，稱有關情況「令到香港市民好擔心，究竟香港
巿民仲係咪享有一個免於恐懼、免於被脅迫嘅自
由」、「香港人必定要群起發聲抗議，否則這種跨
境擄人虐待只會越來越多，情節越來越嚴重」。
後語︰當日言論是基於當時掌握的資料，加上彼
此已相識了十多年，黨內元老亦選擇信任，故信
任林子健的陳述屬實。
■黃碧雲
前言︰陪同林子健開記招，並在fb發帖稱︰「抗議
強力部門越境犯案！香港不再香港？有『一國』，
無『兩制』了嗎？！」
後語︰回覆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時稱「現時開會
中」，數小時後再致電，已轉駁至留言信箱。她日
前向傳媒指，待警方調查，再研究發生什麼事。
■胡志偉
前言︰在facebook轉載帖文稱︰「強烈譴責疑似
強力部門的禁錮、虐打和恐嚇行為，並重申絕不容
許任何形式的跨境執法。」
後語︰未有回覆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但日前代表
民主黨稱，該黨會在事件水落石出、司法程序完結
後，向公眾作出全面交代。
■許智峯
前言︰於facebook轉載帖文稱︰「強烈譴責疑似
強力部門的禁錮、虐打和恐嚇行為，並重申絕不容
許任何形式的跨境執法。」
後語︰無回應，民主黨須親自向林子健了解事件的
來龍去脈，才能下定論。
■涂謹申
前言︰在facebook轉載林子健記招新聞。
後語︰電話轉駁至留言信箱，未有回覆。
■尹兆堅、鄺俊宇
前言︰聯署約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後語︰電話轉駁至留言信箱，未有回覆。

■楊岳橋
前言︰將事件與「一地兩檢」拉上關係，稱「𠵱 家一個香港
人喺香港境內俾人咁樣笠法，咁政府有乜說話可以講？」，
認為特區政府在查清事件前，不應推動「一地兩檢」。
後語︰認同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日前所言，現待警方查到水落
石出為止，暫時不作任何回應。
■陳淑莊
前言︰聲言林子健遭禁錮襲擊事件恐怖，又認為「一地兩
檢」落實後，內地人員在港執法會更「猖狂」。
後語︰當日的回應主要基於當時所掌握的資料，連日來事件
不斷變化，現待警方的調查結果，不宜再作出任何評論。
■譚文豪
前言︰聲稱林子健疑似被「國安」捉走事件，令港人更擔心
「一地兩檢」的安排。
後語︰電話轉駁至留言信箱，未有回覆。
■郭榮鏗
前言︰在facebook轉載林子健記者會新聞，稱「沒有『一
地兩檢』尚且如此，將來西九內地管轄區會變成怎樣？我不
敢想像。」
後語︰電話轉駁至留言信箱，未有回覆。
■郭家麒
前言︰聯署約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後語︰由於事件正在調查中，無人能夠在沒有全盤的資料
下，可以就事件始末作出評論。當日反對派議員是基於當事
人的狀況、傷勢及此時形勢等，作出「最適當的回應」，由
於事件不斷發展中，現不會作出任何評論。

■李卓人
前言︰陪同林子健開記招，聲稱有關事件
「明顯是要嚇怕香港人」，港人面對暴力絕
不應低頭。
後語︰電話留言信箱指自己離港，本月20日
早上才返。
■張超雄
前言︰在facebook轉載林子健記招新聞，並
稱︰「有冇搞錯！」
後語︰電話轉駁至留言信箱，未有回覆。

■「人民力量」陳志全
前言︰在facebook貼出「人民
力量」強烈譴責「內地人員疑跨
境禁錮凌虐香港市民」聲明。
後語︰未有回覆香港文匯報記者
查詢，但事發後曾稱，警方應盡
快調查並全面交代案件詳情，不
應「擠牙膏式」交代案件資料。
■李國麟
前言︰聯署約見保安局局長李家
超。
後語︰當初都是跟大隊，一眾反
對派議員認為情況嚴峻，必須有
所行動，於是發出聯署，屬於集
體行動，現待警方調查結果，一

眾反對派議員再坐下來研究對
策。
■「香港本土」毛孟靜
前言︰在facebook轉載林子健
記招新聞，並加上「光天化
日」、「由旺角擄至西貢」的標
籤。
後語︰電話轉駁至留言信箱，未
有回覆。
■「街工」梁耀忠、「自決派」
朱凱廸
前言︰聯署約見保安局局長李家
超。
後語︰電話轉駁至留言信箱，未
有回覆。

■黃碧雲陪同林子健開記招，並在fb發帖稱︰「抗議
強力部門越境犯案！香港不再香港？有『一國』，無『兩
制』了嗎？！」但事後龜縮拒回應事件。 fb截圖

■陳志全在記者會後，貼出「譴責」聲明，
但事後拒正面回應。 fb截圖

■楊岳橋早前
曾 在 fb 發
帖，將事件拉
上「一地兩
檢」混談，但
自「老作」事
件東窗事發
後，拒作回
應。 fb截圖

■陳淑莊曾借事件與「一地兩檢」扯上關係，恐嚇港
人。圖為她早前發起反對「一地兩檢」的活動。

fb截圖

■警方fb再「靚抽」，回帶「道路安全」，呼籲
「安全第一戴頭盔」，獲網民力讚有深度。fb截圖

■林子健（左
二 ） 在 李 柱
銘 ， （ 左
一）、何俊仁
（右一）及林
卓廷（右二）
陪同下，召開
記者會，聲稱
被 「 擄 走 虐
打」。

4人

「專業議政」
■梁繼昌
前言︰聯署約見保安局局長李
家超，在facebook轉載林子
健記招新聞。
後語︰當日發起簽署，主要是
基於當時所掌握，有限度、表
面的資料，認為有必要作出聯
署，但由於事件發生變化，沒
有被誤導的感覺，一切的評論
須待掌握更多的公開資料及法
庭的裁決。

■莫乃光、邵家臻
前言︰聯署約見保安局局長李
家超。
後語︰電話轉駁至留言信箱，
未有回覆。
■葉建源
前言︰聯署約見保安局局長李
家超。
後語︰事件仍在發展當中，暫
時未有任何回應，但仍然希望
與李家超會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