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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多「龜縮」漠視冷血言論
或「深潛」無影或歪理連篇 網民政界批「為票忘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主力培養教育

人才的教育大學，竟出

現「恭喜」教育局副局

長蔡若蓮喪子的侮辱事

件，在社會紛紛譴責的

情況下，絕大多數反對

派都「深潛」到無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追

問多名反對派議員，了

解他們的取態，但大部

分議員拒絕回覆，僅得

黃碧雲回應，但未有譴

責有關言論，反說學術

及言論自由對大學極之

重要。多名政界人士批

評反對派為拉攏支持者

歡心，是非不分，歪理

連篇，有違道德操守，

令人感到憤怒。

是次大學校園內出現冷血言論，社會各界均
予以嚴厲譴責。不過反對派除了教育界立

法會議員葉建源曾發聲叫激進分子停止作出涼
薄言論之外，其他大多沒有出聲。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逐一致電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但未獲回覆，僅得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
碧雲稱，學術及言論自由，對大學來講極之重
要，絕對不能被「剝削」，認為外界要給校方
及學生會去調查張貼者是否違反了民主牆的規
則、違反了哪一條款。
她稱，民主牆是學生會的地方，學生應該學
習如何管理，而外界不宜任意「闖入」校園施

壓，又稱不同意「以政見入罪」云云。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未有回應查詢，但昨日則

在 facebook發帖，先稱「恭喜事件」品味拙
劣、欠缺風度、態度涼薄。
不過，他話鋒一轉，卻批評校方、政府「高
調介入」，是違反了「公平比例」的原則，認
為應讓學生「在辯論擂台上以言論互搏」，
「校方和政府卻以猶如狙擊槍的公權力，在圍
繩外向他們開槍──這正是孔子話齋的『不教
而殺謂之虐』」云云。

網民：係咪話一句做錯好難呢

對於楊岳橋這番辯解，網民「Joe Chin」亦
忍不住直斥︰「係咪真係話一句同學做錯左
（咗）好難呢？……不要再煽動社會啦，這不
會令你多左（咗）票，更只會令我覺得你不分
黑白！」

陳勇：反對派邏輯令人憤怒
對於反對派或潛水或歪理連篇，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批評，當日「港
獨」分子公然在各大小中學門外宣揚「港獨」
信息，反對派為何不批評「港獨」干預校政？
現又抬出學術自由，禁止外界對冷血事件的評

論，按反對派的邏輯，即他們犯法也可以理直
氣壯，如此歪理連篇，令人感到憤怒。
發起簽名要求教大正視侮辱事件的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陳恒鑌批評，有多名反對派議員本身
亦為人師表，但為了維護本身政治利益，可以
歪理連篇，有違道德操守。
另一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反對派
「龜縮」不排除是密謀如何將責任推向政治對
手一方，以求脫身。
他又指，反對派如此花心思，主因是該批激
進年輕人，屬反對派的「最佳打手」，日後好
利用，故不能得罪。

■「Fat Tsoi」昨日在fb發帖對蔡若蓮喪子之痛冷嘲熱諷，極為冷血。 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繼教
大民主牆被張貼惡毒標語，侮辱經歷喪
子之痛的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後，城大
民主牆上周五深夜再有一名身穿印有
「香港獨立」字眼黑T恤的青年張貼類
似冷血標語，並被拍下過程。有網民揭
發涉事者疑為城大公共行政學系副學士
舊生蔡佩強（肥菜），他去年曾因在
facebook上留言恐嚇選舉主任，被警方以
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拘捕，又曾在2013年
在新民黨實習搞事，狙擊該黨主席葉劉
淑儀，被葉太批評他已遭反對派洗腦。
蔡佩強昨於 fb未有否認事件，更囂張
謂：「快×點拘捕我，我都想知自己犯
邊條法例。」

粗口橫飛囂張促警拘捕
網絡流傳的片段中可見，一名穿着印
有「香港獨立」字眼黑T恤的青年，在
城大民主牆上貼上兩張各寫有「恭喜蔡
若蓮××之喜」、約A4大小的紙張，另
一名少女則協助遞上紙張。過程中，他
們狀甚輕佻，一邊說笑一邊研究在民主
牆的不同位置張貼。

有網民發現，涉事男子疑是 facebook
名稱為「Fat Tsoi」的蔡佩強（肥菜）。
蔡昨日在fb發帖對蔡若蓮喪子之痛冷嘲
熱諷，極為冷血。他其後轉載有網民將
他起底的報道，並無否認事件，又發文
稱：「響一個痴×線年代做一個正常人
已經困難，仲想要求我哋對一班×家剷
講尊重講道德？行×開啦你班生番學人
講仁義禮智，你哋埋沒良知咋。」文中
夾雜不少粗言穢語，更囂張稱「想知自
己犯邊條法例」，要求警方盡快拘捕
他，毫無羞恥悔過之心。

網民批「冇人性」「無家教」
大批網民批評有關言論惡毒，網民

「Edmond Go」道：「呢D（啲）人真
係無家教」。「Ringo Fong」稱：「玩
大了」 。「陳自强」亦批評：「 冇人
性」。
「Fat Tsoi」在 facebook上自稱為「關
注廢青權益大聯盟」召集人。據悉，他
在 2013年就讀城大公共行政學系副學
士，並曾以實習學生身份加入新民黨搞
事，其後在聚餐時自揭底細狙擊新民黨

主席葉劉淑儀，被葉劉批評他已遭反對
派洗腦。去年7月30日他涉嫌在網上留
言恐嚇選舉主任，在fb發帖稱「掟磚頭
又好，掟石頭又好，掟炸彈都好，都已
經有哂（晒）心理準備。……有冇心理
準備為革命而死？Come on James，
有。」因涉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
取用電腦」被捕。
城大專上學院發言人回應指，據記錄

有一名名為蔡佩強的學生曾在2012年就
讀公共行政學系副學士課程，但該學生
當年未完成課程已離開學院。
發言人續指，若有現任學生公開發表

不當言論，校方會遵照有關學生行為守
則採取紀律聆訊。

城大強烈譴責侮辱行為
城大發言人則強烈譴責相關侮辱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繼教育大
學及城市大學出現惡毒
標語後，再有冷血分子
取笑近日喪子的教育局
副局長蔡若蓮。昨日網
上出現模擬蔡若蓮及其
長子墮樓的遊戲，大批
「港獨」分子旋即在網
上廣傳，更赫見有以香
港 專 業 教 育 學 院
（IVE）青衣分校為名
的facebook專頁分享。
有職訓局理事批評，此
舉會損害IVE聲譽。
該遊戲要求參與者

用滑鼠點擊，令蔡若
蓮及其長子從所住大
廈天台墮樓，以令
「涼薄指數」上升及
樓價下降，其間更播
出蔡若蓮、前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的言論及落井下石的歌曲。
不時撰文為「港獨」張目的

「無待堂堂主」盧斯達，昨日在
其管理的多個fb專頁分享遊戲，
並「曲線」道：「有IT狗（對資
訊科技從業員的謔稱）製作了取
笑蔡若蓮的網頁遊戲，香港政府
係咪要譴責並要求GitHub（遊戲
上載的平台）封網？」
涼薄網民留言「關心」其住所

的樓價，如「Lapchun Au」聲稱
「 ×你，一路射一路樓價跌，咁
唔 老 黎 （ 嚟 ） 」 ， 「Lionel
Chan」就謂「 ×跌極啲樓價都
咁×高」。「Peter Wong」更狂
言「好好玩」，是近期遊戲界
「大作」。
在分享遊戲的 fb戶口及專頁

中，更赫見名為「IVE TY 政改
關注組」的專頁，當中的「IVE
TY」是職訓局及坊間對IVE青衣

分校的常用簡稱，但未能確定專
頁管理員是否該校的在讀學生。
職訓局理事會成員楊文銳認

為，蔡若蓮喪子是不幸事件，不
論是什麼院校的學生、甚至是否
學生，都不應在別人傷口上灑
鹽，除了尊重他人外也要自重，
批評專頁分享此遊戲會損害IVE
聲譽。他又指，雖然專頁管理員
不是遊戲設計者，但未有阻止不
當行為並在網上分享也不正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因應教育大學「民主
牆」事件，有前教育學院時代的畢業生向校長張仁良撰
公開信，指回想昔日正名前，以至在教院風波後的陰影
下，教院人都能展示不卑不亢的為人特質，和「為人師
表、行為世範」的教育使命；然而在變為「教大」短短
兩年間，學生除了緊貼社會政治步伐外，更變得比政客
更冷血、更無情，完全看不見未來教師應有的行為，也
看不見一間大學應有的品質。
教大努力爭取正名十多年始得成功，如今卻出現貼大

字報「恭喜」別人喪子的泯滅人性事件。教大前身的教
院2009年畢業生、現教大校友會幹事李曉迎昨向張仁
良撰公開信，指教院的培育是自己現時於教學中做一名
好老師的動力，即使當年尚未正名及面對教院風波後的
陰影，教院上下仍然展示出不卑不亢的特質，及「為人
師表、行為世範」的教育使命，即使他已畢業多年，亦
曾在其他大學修讀碩士和博士學位，「我仍然會認為我
的身份只有一個。」

「怎能想像將兒童交到無情之人手中」
公開信提到，曾聽聞教院在轉為大學的過程中進行了

多番改革，一些文化和傳統可能會失去，但從沒想過母
校在變為「教大」短短兩年間，學生不僅緊跟社會政治
步伐，更變得比政客更冷血、更無情。
他慨嘆說，作為一名普通的市民，「怎麼能想像，無

數的家庭要把成千上萬天真浪漫的兒童交到這些冷酷無
情之人的手中。你怎麼能想像，香港的未來將在這些貼
大字報人的手中成長？」
李曉迎強調，政治立場不同、年少輕狂高喊理想，自

己亦能理解，但卻不能理解要貼出如此大字報，向一名
忍受喪子之痛母親心上撒鹽的行為，又反問指「難道這
就是教院人要的教大嗎？難道這就是香港需要的教大
嗎？」更表明如果教大的畢業生只是這樣的水準，「我
寧可希望香港擁有的是香港教育學院！」

舊生憶教院特質
嘆升大後學生變質 黑心「毒遊」驚現網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教育大
學民主牆日前出現針對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的
標語，冷血程度令人髮指。教大校長張仁良事
發後勇於承擔責任，鄭重向蔡若蓮及其家人致
歉，卻引來一群「癲佬」針對，目標對準張仁
良兒子張蒲劍。「港獨」團體「香港癲佬力
量」昨日在facebook發文，放出張蒲劍多個社
交平台賬戶連結，明目張膽稱：「想聯絡張蒲
劍嘅同事，請造訪以下網址」，煽動網民滋擾
張蒲劍，行為可恥。
該團體昨日在facebook上載了張蒲劍多項資
料，包括其個人facebook及LinkedIn賬戶，又
稱他現於德國慕尼黑一間投資公司工作，列出
該公司名稱及聯絡方式，煽動網民造訪並「聯
絡」。縱然「香港癲佬力量」並未直言目的何
在，但企圖卻是明顯不過，結果激起其他網民
批評其起底行為可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近
日教大及城大民主牆被張貼惡毒標
語，向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落井下
石，社會各界對此痛心疾首。教育局
局長政治助理施俊輝昨日出席一獎學
金頒獎禮致辭時指，最近大學出現的
一些涼薄言論及網絡攻擊的言論，令
他反思到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並強調
品德比智慧更為重要，「如果冇品德
嘅人，就算學業成績再好，相信將來
難以有咩嘅成就。」
藝恆愛心行動獎學金計劃昨日舉行

頒獎禮，施俊輝出席活動致辭時坦
言，自己近日心情沉重，大會原本有邀請副局
長蔡若蓮出席活動，但最近其家人發生不幸事
件，她要處理家中事情而未能出席，代她向大
會致歉。
他續指，近日社會有很多不同言論，包括大

學學生會一些較涼薄的言論及網絡的攻擊言
論，都令他反思到教育工作相當重要。
他寄語同學要學懂知書識禮，而學懂待人處

事和有禮貌都十分重要，並強調品德比起智慧
更重要，「因為如果冇品德嘅人，就算學業成
績再好，相信將來難以有咩嘅成就，難以為社
會同國家作出一啲貢獻。」

張仁良兒子遭「癲佬」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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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恐嚇選舉主任 城大冷血男曝光

■施俊輝指最近大學出現的一些涼薄
言論及網絡攻擊的言論，令他反思到
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摯 攝

■「Fat Tsoi」在fb轉載有網民將他起底的報道，並無否認事件。 fb截圖

■「IVE TY政改關注組」專頁分享冒犯蔡若蓮及其長子的遊戲。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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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民主牆日前出現針對蔡若蓮喪子的標語。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