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香 港
中箭（眾

志）」自從主席羅三七（羅冠
聰）同河童（黃之鋒）「中
箭」、做咗監躉後，變得無聲無
息，自中大貼「港獨」單張、教
大的「冷血標語」事件近日成為
社會焦點後，「中箭」就更加無
人理。呢個時候，「中箭」突然
話網站被黑客入侵，加入咗支持
人大釋法同反「港獨」內容喎！
有網民就質疑，唔知係咪因為曝
光率大減，所以自編自導自演。
「中箭」近日大搞反國民教育活
動，但人氣極低，主流傳媒反應冷
淡，就真係好似暴龍哥話齋，「真
係×佢都費×事！」不過，唔知係
咪「黑客」得閒得滯呢，竟然會去
「搞」呢個近排冇聲冇氣嘅反對派
組織。
昨日，「中箭」就喺fb發帖聲稱
其網頁被黑客入侵，導致網站停
運，「網站頁面被修改為愛國內
容」。
「中箭」又乘機賣小強，話過去

「經常受到有組織的黑客攻擊」，

更聲稱「去年人大強行釋法，取消
民選議員資格，剝奪逾十八萬選民
選舉權利，令香港步向三權合作的
威權體制。有關黑客杜撰香港眾志
成員支持釋法，實屬幼稚的民族主
義操作」。
「中箭」常委鄭家朗即刻發帖，

話「民主最重要是尊重每個人的意
見。如果你有其他意見，請你用道
理說服我，而不是封住我們的口不
讓我們說話。這件事上都讓大家看
見了你們的專制」喎。

自編自導 賊喊捉賊
不少網民就質疑「中箭」只是

爭取曝光率。「Billy Bong」恥笑
道：「真笑話！到而（）家眾
志要摺埋嘅時候先hack！係人都
知道係假嘢！」「Neo Lai」則
說：「自己友老屈似啲，應該都
係喜歡自己釘自己大髀這類低級
手段吧！」
「Roy Ho」揶揄道：「又自編

自導自演，無其他招呀？」「雪
峰之」也笑言：「眾志係（喺）
香港以（）家都冇乜影響

力……黑客一定好清楚眾志網站
內容~好大機會自己人做添~」
「Jay Lau」就直指：「又一次

賊喊捉賊事件！……什麼原因呢啲
時候要入侵你？仲係過哂（晒）氣
的撐䆁法？無嘢呀？」「Apple
Yuen」也說：「有乜須（需）要呢
個時間侵你？又會甘（咁）啱時間
嘅？……如果黑客真係攪（搞）
你，都攪（搞）哂（晒）所有『泛
民』啦！點解一直無事？聰明人會
分析，腦殘障的傻仔傻妹們才會不
以（加）思考去相信。」
另外，「中箭」支持者「Pok

Lap Kwok」在帖子留言道：「坦
白講，十分『幼稚』。改飽佢。
又如何？攻擊，而不是說服，只
是『理屈詞窮』，一種暴力傾
向。公開這種行為讓天下人恥
笑。」「Tracy Tsang」就回帶
2014年10月違法「佔中」期間一
單新聞，話有人因提供電腦程式
供他人下載以攻擊政府網站而被
捕的新聞，揶揄「佔中」者當年
就係咁樣，不用分得那麼細。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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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

法會議員何君堯連日狙擊「佔中三

丑」之一、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

廷，發起網上聯署要求辭退他，短

時間內已得到超過8萬網民支持。

香港大學教師及職員會日前發表聲

明，聲言戴耀廷有否違反大學規

定，是大學的內部調查事宜，並譴

責何君堯「侵害院校自主」，又要

求對方不要再狙擊那些「鼓勵」討

論「香港獨立」者。香港各界人士

指出，戴耀廷策劃違法「佔領」，

並非單純的「學術問題」，又指

「港獨」違法違憲，為人師者宣

「獨」並非學術討論，而是要荼毒

年輕一代。他們要求香港大學應正

視社會的聲音，盡快給予公眾合理

的交代。

各界批港大教職會盲撐戴妖
策動違法「佔中」非關「學術」促解僱免荼毒青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香
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主辦、和富社會
企業及基本法青年大使聯盟等機構協
辦、高等教育院校基本法推廣資助計劃
贊助的「第十九屆基本法多面體—全
港大專生辯論賽總決賽暨頒獎典禮」昨
日舉行。主禮嘉賓、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在致辭時表示，基本法是香港的憲制性
文件，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落實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與香港政治架
構及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都息息相關，
故每個香港市民都應該認識和恪守香港
基本法。

港大基本法辯論賽摘冠
今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大專生辯
論賽」有16支辯論隊參賽，包括12支大
專院校辯論隊及4支大專公開聯隊。賽事
分初賽、準決賽和總決賽三階段進行。
經過3個月的激烈對戰，香港大學最終在
昨日總決賽中力壓香港理工大學一舉奪
魁，成為今屆賽事冠軍。
楊潤雄在致辭時表示，每個香港市民

都應該認識和恪守香港基本法，身為未
來香港社會棟樑的大專學生，更需要理
解香港基本法對香港社會各方面發展的
重要性，並在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體
現香港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利和履行的義
務。
他並感謝主辦單位基推會，表揚它

在多年來致力於香港基本法的推廣宣
傳工作，通過舉行大專生、中學生及
小學生基本法辯論賽，不僅能加強學
生的思辨能力及說話技巧，也讓他們
能以理性角度思考探討基本法，全面
認識香港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利和履行
的義務，並期望基推會繼續為宣傳香
港基本法的工作而努力，為國家和香
港的發展作出貢獻。
基推會副主席何鏡煒表示，舉辦這個

活動的目的在於鼓勵大專生積極主動學習、認識
香港基本法，提高大專生及市民大眾的公民意
識，讓他們明白基本法與他們息息相關，加強市
民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的
信心。

嘩！「熱狗」膜拜嘅
「皇后」殘獸胃（陳秀
慧）做 facebook直播

呀！直播抄佛經呀！洗滌心靈呀！《熱血時
報》平時號稱「萬人台」，「好多人收聽收
睇」，咁有深度嘅直播，大家估吓有幾多人
睇？2,000個？200個？打個一折，廿個！
乜咁失威呀獸胃姐？定係《熱時》一向喺
Livestream玩篤數玩到出神入化，一去到
fb就打回原形？「無敵神駒」仇思達就攞呢
樣嘢嚟寸《熱時》由「萬人台」跌到落「廿
人台」，但「熱狗」就用臭蟲論駁返轉頭，
踢爆「狗主」黃毓民個fb直播收睇人數都係
咁上下。話時話，你兩班友鬥多定鬥少先？

「殘獸胃」獻醜字 40留言全係狗友
神駒近日喺fb上載咗一幅截圖，可以見

到殘獸胃個抄經直播得廿個人睇，仲寸寸貢
話《熱時》呢個「萬人台」現形，慘變「廿
人台」，叫佢哋唔好再篤數，腳踏實地咁
話。
睇返殘獸胃段直播，全長一粒鐘鬆啲，都

係影住佢用枝新筆（唔知係咪用「熱狗」啲
課金買呢？）抄經，當中佢老公狗達（黃洋

達）不時播埋啲膠歌煩住佢，而留言得40
零個，全部都係「熱狗」自己友圍威喂，好
似《熱時》主持、喺國泰做空姐嘅Joey
Tse就連留咗幾個！
不過，嗰廿個人可能要減返幾個。明寸

「城邦派國師」傻根（陳云根）嘅漫畫《老
瘋子》作者Jojo Wu，今次連《熱時》句口
號都玩埋，留言話「熱血製造，廿人頻
道」，神駒就覆返話得嗰廿條友收睇，「一
架（新型19座）小巴連司機，啱啱好裝得
晒」，寸《熱時》只係「小巴台」，唔好扮
波音747咁話。
Jojo其後同另外3個「益友」都利申返當

時有份睇殘獸胃搞緊乜，最後計出得返16個
「熱狗」睇直播，只係啱啱好坐滿一架16座
小巴。「Castor Ho」就好抵死咁話，再係
咁落去，「小巴台」隨時變「的士台」！

夜麻麻抄佛經「益友」嘲博贖罪
殘獸胃夜麻麻抄佛經，有「益友」就覺得

佢想贖罪，不過佢罪孽深得滯點洗都無用，
好似「Sze Hang Lee」話人在做、天在
看，「條八婆抄幾多次經，都無法洗去兩公
婆欺師滅祖（即係同狗主擘面）罪孽。」

「Billy Ho」就話，殘獸胃喺直播話鬧人同
做壞事會損功德，抄經可以積功德，言下之
意「即係佢抄多啲經就可以做多啲衰嘢」。
「Edwin Chihung Li」仲惡搞佢抄嗰篇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觀自在殘獸，夜
麻麻行深顛倒夢想，無智，亦無德，照見五
毛皆空，facebook得兩両友，波羅揭諦，菠
蘿雞揭諦……」
《熱時》有次凌晨直播有隻蜘蛛郁嚟郁

去，Livestream顯示有成6,000人睇，俾班

「益友」「譽」為篤數經典。「Sam
Kam」拎返呢單嘢嚟鞭屍：「嘩，堂堂蝗后
（殘獸胃）親自出馬做直播，都係得廿個人
睇咋，佢哋個『萬人台』乜唔係播蜘蛛播蟑
螂都閒閒地有幾千人睇㗎咩？」

「狗」粉挖數還拖 live一擔擔
俾人踩祠堂，「熱狗」仲唔還拖？「三國

人物」之一「簡雍」摷返狗主個網台節目嘅
fb直播人數，發現都係得嗰27個人睇，笑神

駒又出回力鏢整親佢主人，「陳秀慧抄經少
人睇有×出奇？仇十一（神駒）好似執到寶
咁，榮主（狗主）做正式節目講歷史少人
睇，重（仲）要篤數！你證明佢無篤數，咪
開嚟見我囉！」
「Lee Sandy」亦都寸神駒出帖前應該問

過主人先，「一個私人戶口仲有忽然 live
（直播），都同你個固定時間嘅×台
（《MyRadio》）節目差唔多人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何君堯於上月26日致函港大校委會主席
李國章，批評戴耀廷身為法律系副教

授卻提出「違法達義」，要求港大將之革
職，其後他再推出網上聯署，短時間內收到
超過8萬網民支持，包括1,729名法律界人
士及8,808名教育界人士。
香港大學教師及職員會日前就此發表聲
明，聲稱戴耀廷「沒有試圖擺脫違法造成的後
果」。他有否違反大學規定，是大學的內部調

查事宜，而大學已進行正當的程序，調查涉嫌
違例的教職員，何君堯發起的網上聯署行動，
已「侵害了院校自主」，為了「維護院校自主
權」，「外人不應干預大學事務」，又以「學
術自由及院校自主」為名，要求何君堯不要繼
續狙擊那些鼓勵討論「港獨」者。

盧文端：8萬簽名反映民意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平統

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直言，戴耀廷屢次鼓吹
他人犯法，根本沒有資格做教師。何君堯發
起的聯署已有超過8萬名網民支持，說明了
這是民意的體現，希望港大盡快處理這個問
題，「戴耀廷根本無資格做教師，身為法律
系副教授居然誤人子弟，鼓吹學生犯法『佔
中』，成何體統！」
他強調，「港獨」問題並非學術討論，倘不

依法處理好，將成為危害「一國兩制」及香港
繁榮穩定的毒瘤，任何人都應堅決反對「港
獨」，並批評香港大學教師及職員會要求何君
堯不要繼續狙擊那些鼓勵討論「港獨」者非常
無理，是在繼續縱容戴耀廷等人搞亂香港。

盧瑞安：「佔禍」超校內問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國旅行社榮譽
董事長盧瑞安批評，香港大學教師及職員會
是搞不清楚問題所在：戴耀廷過去策劃的違
法「佔領」行動，已不再是單純的學術問
題，而是影響了整個香港社會，及荼毒了年
輕一代，「他搞的違法『佔中』，已超越了
大學內部問題，這是很不妥當的地方。」
他強調，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鼓吹「港獨」只會將香港推至萬劫不復之地。

該會要求何君堯不要繼續狙擊鼓吹「港獨」者
的用意何在，「『港獨』是不對的，何君堯反
對『港獨』沒有錯嘛，為何香港大學教師及職
員會是袒護這些破壞香港穩定的人？」

陳勇批偏頗欠公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表

示，戴耀廷是涉嫌犯法者，而其薪酬是用納稅
人的錢來支付的，任何人不論在道德上、法律
上都有責任齊聲譴責。他批評有關聲明內容非
常偏頗、有欠公允，是再一次包庇「獨犯」，

「任何人都不能躲在大學象牙塔內，以學術自
主、院校自主為藉口逃避責任。」

何啟明：勿再包庇涉罪者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批評，戴耀廷過

往濫用大學教授蠱毒年輕人，而他是公眾人
物，有必要為其言行負責，而何君堯早前發
起的聯署短時間內已有超過8萬名網民支
持。他促請該會不應再包庇涉嫌違法的教職
員，香港大學也應正視社會的聲音，盡快給
予公眾合理的交代。

發霉「中箭」遇「黑客」？ 網民寸博曝光「自釘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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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
黨成員林子健上月報稱於光天化日
下，在旺角街頭遭操普通話男子「擄
走」，其間遭迷暈及毆打，並在其大
腿上以釘書機打上多個「十字架」形
狀，但警方經調查後未見林子健遭人
擄走，更以涉嫌誤導警務人員拘捕
他。此則「笑聞 」震驚了全港市民，
不少網民都乘機「抽水」，恥笑吓民
主黨的智慧。

facebook 群組「港獨不代表我」日
前分享了網民「Jackson Kwan」的帖
子，指自己手上有 3 個「殺傷力極
大」的釘書機，要從日本帶回香港，
故有3個問題急需民主黨解答，包括
此釘書機可否過香港海關；此「武
器」是否林子健所講的「大殺傷力武
器」，又稱他現在好怕會被「有勢力
人士釘十字大脾（髀）」，仲問民主
黨的人去晒邊。

花生友籲食魚柳包「定驚」
有網民就笑指毋須害怕，學林子健食

返個魚柳包就可以「定驚」。
「Pipi Lau」笑說：「睇到新武器我

都好驚、我要去食返個定驚魚柳包
先。」
「Maize Hang」也稱：「吾（唔）怕
架（㗎）釘完『十字大脾（髀）』 去食
魚柳包就冇事架（㗎）喇。」

網民回帶寸鴿黨 笑問釘機能否運港

■「中箭」聲稱網站被黑客入侵，加入支持人大釋法同反「港
獨」內容。但不少網民質疑是自編自導自演。 fb截圖

■神駒踢
爆殘獸胃
直播抄經
得廿個人
睇。

fb截圖
■「簡雍」摷返狗主個網台節目嘅fb直播人數，發現都係得嗰27
個人睇。 fb截圖

■網民發帖
抽水，問民
主黨手上的
釘書機是否
「大殺傷力
武器」。

fb截圖

■盧文端 資料圖片 ■盧瑞安 資料圖片 ■陳勇 資料圖片 ■何啟明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