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星期六除咗係「光棍節」、「雙十一」，或者係有啲人堅持嘅Remem-

brance Day（和平紀念日）之外，仲係「熱狗」喉舌《熱血時報》5周年台

慶，佢哋當晚搞咗個「匯演」，全台總動員做吓馬騮戲娛賓咁啦。不如估吓號稱「萬人台」嘅

《熱時》，搞呢場「大騷」可以吸引到幾多人出席？打個半價，5,000個？兩折，2,000個？係

兩折之後再一折呀！有網民用「熱狗」影低嘅相點人頭，得出嚟嘅結果各有不同，大概係150個

到250個左右，但結論幾乎一樣，就係得咁少人科水畀「熱狗」使，距離「熱狗」滅亡之日不遠

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熱時》台慶 網民贈慶
Chow Ivan：另外嗰9,800人呢？

Jim Ng：每個主持點都有兩張免費飛啩，
咁當有30個主持，點都有60個（用）免
費飛入場啦，實際買嘅人最多百幾。

Kik Can：越數越少，你哋好衰㗎，等
陣扣返幾十個工作人員，咪百五
（人）？你哋好殘忍呀！

Sammie Chung：應該有五分四係成員
同家屬，所以兩公婆應該蝕到入肉。

李噝噝：有啲去咗廁所食飯同踎低隨地
大便的你都無計，加埋應該有一萬人！

Chris Ho Ho：×，仲有幾百（個）無
影相怕上鏡啫，又有幾十（個）去咗廁
所，最後又有幾十或者一百（個）臨時
有事、病咗，咪好似好少囉。

Whelan Chan：肯科水嘅死忠得返兩
百，「熱狗」滅亡之路不遠矣。

Lam ChiKit：古有斯巴達 300，今有
「熱狗」200。

Gary Ka Kit：200人，仲少過我哥結婚
擺酒。

Ling Siu：上次「MyRadio」台慶擺咗
成90圍，我當每枱坐10個人，都900
人啦，「熱狗」個場就算塞爆都無咁多
人，有咩可能會多得過「MyRadio」台
慶人數呀？

Calvin Chan：九展咁大點解要迫埋喺
一段，好心畀大家坐得舒服啲，一人用
幾個位都坐唔晒。

WK Kung：唔知表演者使唔使自己買飛
呢？

映月音符：期待下年睇「熱狗」（《熱
時》）6周年會喺美羅（《熱時》辦公
室）搞。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萬人台」台慶得200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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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是什麼地
方，大家都很清
楚，是供囚犯反

省、贖罪的地方，不是讓他們「歎世界」的
場所；是必須嚴格服從紀律的地方，不是自
由自在、無拘無束的場所。但對於黃之鋒這

類喜歡顛覆世間一切法規的破壞分子，監獄
的作用似乎也可以重新界定，他一時不滿懲
教所的餐單不可口，一時投訴懲教所的規則
不文明，還自命為囚犯請命的「人權代
表」。監禁自然遠不如自己家中舒適，但若
非如此又怎能令囚犯記住失去自由的痛苦，

從而改過自新。
黃之鋒保釋外出後不好好閉門思過，反而

到處發牢騷，控訴自己在懲教所遭到的「非
人待遇」。他近日炮轟懲教所對新到犯人要
「剝光豬」蹲下問話的安排是踐踏犯人尊
嚴。黃之鋒為何有此遭遇？這完完全全是他

自作自受，是他違反法律的代價。在懲處體
制之下，囚犯的部分自由和權利需要被剝
奪，這是他們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負責的後
果。全世界都是如此。對於黃之鋒的無理指
控，懲教署強調是按法例與規條執行職務。
眾所周知，香港的監獄制度完善，即使在

囚者仍獲得適當和合理待遇，且有恰當的投訴
機制，黃之鋒的控訴根本毫無合理性。黃之鋒
在坐牢前就自命「港人救星」，終日為港人
「爭取權益」；在監獄中，他又要求改善在囚
者待遇，意圖把「爭取權益」的戰場延伸至牢

房。他這麼做，不過是通過誇大其辭來吸引目
光，以增強自身「光環」，撈取政治資本。
香港社會已經被黃之鋒之流搞得烏煙瘴

氣，不少人是非不分、顛倒黑白，但他們並
不在乎，因為渾水才好摸魚。所以，黃之鋒
更不會在乎監獄中的規矩，鬧得天下大亂才
最符合他們的本性和利益。香港是法治社
會，需要依法辦事，有規有矩，監獄尤其如
此，不是黃之鋒為所欲為的場所。看來，數
月的監禁生涯並未令黃之鋒學會尊重規則，
似乎仍須繼續更新改造。

黃之鋒未懂尊重規則，須繼續改造
趙興偉

黃羅周8月被判入獄 法理充分彰顯法治精神

律政司依法提出刑期覆核
2014年9月，黃之鋒、羅冠聰、周永
康在特區政府總部東翼空地前參與非法
集會，並非法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
還作出了擾亂秩序行為、侮辱性或挑撥
性行為。2016年8月東區裁判法院裁定
3人的上述罪名成立，分別判處周永康
3星期監禁，緩刑1年、羅冠聰120小時
社會服務令、黃之鋒80小時社會服務
令。對此，律政司認為該判決忽略3人
罪行的嚴重性，向高等法院上訴庭申請
覆核刑期，要求改判即時入獄。

高院裁定黃羅周罪行嚴重 需即時入獄

今年8月17日，高等法院上訴庭作出
裁定，將3人的社會服務令及緩刑改判
為即時監禁，黃之鋒為6個月，羅冠聰
為8個月，周永康為7個月。法官在判
詞中指出，根據《公安條例》第十八
條，3人所涉的非法集結罪最高可判3
年監禁。以控罪的性質、犯案手法和3
名被告的態度，社會服務令和緩刑令都
是違反判刑原則和極為不足的判刑，絕
不能反映控罪的嚴重性。法庭考慮到案
情、動機等因素，認為必須向以行使集
會名義漠視法紀的行為給予阻嚇。判詞
還指出，假以自由行使權利為名，而實
質是破壞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的行為，

會導致社會陷入混亂狀態，對社會的進
步和發展有嚴重的負面影響，也令其他
人士無法行使其應有的權利和自由。如
該情況未能有效制止，則自由、法治都
是空談。

各界認同律政司提出覆核及上訴庭裁決
律政司提出刑期覆核以及上訴庭的

判決，得到了許多香港法律界人士和
主流社會的高度認同，許多法律界人
士指出黃羅周3人並非「政治犯」，他
們是打着爭取「自由、民主」的旗
號，實際上是嚴重破壞公眾秩序的刑
事犯，判處其入獄是彰顯法治精神和

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前律政司司長
梁愛詩表示，政府如覺得判刑不能反
映罪行的嚴重性，可申請刑期覆核及
要求法院制定量刑指引，就一些暴力
案件制定量刑指引並非新鮮事，如十
多年前扑頭行劫十分嚴重，最後上訴
庭決定以判監8年為量刑起點。律政司
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說，原審法庭
的判刑明顯有誤，因此律政司在無可
奈何下只能上訴，而上訴庭的判決亦
支持了律政司的觀點。
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譚允芝表示，上

訴庭的判刑理據相當充分，她批評反
對派說法過激，指「政治犯」通常是因
意見與執政者相左，明明無罪卻被蒙上
不相干的罪名，但黃、羅、周等人事前
已知道他們作出的是違法行為。大律師
公會主席林定國表示，市民有權利上
訴，亦要接受律政司有權利要求法庭解
決法律問題。大律師公會前主席湯家驊
表示，法官判詞已說明有五大原因需要
上訴，若律政司不提出刑期覆核，才
是不負責任。香港律師會會長蘇紹聰
表示，律政司是否提出覆核申請是建

基於法理根據，若認為下級法院犯了
法律錯誤，以及判刑明顯不足這兩項
條件下，就應該作出覆核申請。根據
上訴庭法官判詞的內容，說明律政司
申請覆核刑期「不可以說是不合理和
不合法」。律師會前會長劉漢銓也
說，若律政司上訴無理，上訴庭也不
會加刑及改判即時入獄。
從法庭的判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黃

羅周3人被判6到8個月的刑期，並非
因為他們的政治主張，而是他們的行為
觸犯了法律，對社會秩序造成了嚴重的
影響。正如法官的判詞所指出的那樣，
他們干犯的罪行，最高可以判處3年刑
期，而實際判處6到8個月刑期，已經
考慮到具體案情、犯罪動機等等諸多的
因素，是法治精神的體現。反對派聲稱
黃羅周3人是「政治犯」、律政司提出
的司法覆核是「政治檢控」、法庭判決
是「政治審判」等等荒謬說法，顯然是
對香港司法制度的極大傷害。因此，相
信終審法院在審理黃羅周3人的上訴
時，一定會按照香港的法律和司法制
度，作出公正的最終裁決。

日前，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3人就今年8月高等法院上訴庭判處其監禁6個月到8個月的刑

期，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案件將在明年1月聆訊。回顧律政司對黃羅周三人刑期的司法覆核以及今

年8月高等法院上訴庭所作出的判決，社會大眾就可以看到，律政司是鑒於黃羅周三人在2014年9

月參與及煽動他人參與非法集會罪行嚴重，因而依法提出刑期覆核。高院上訴庭是根據《公安條

例》第十八條等相關法例，以控罪的性質、犯案手法和3名被告的態度，強調必須向以行使集會名義

漠視法紀的行為給予阻嚇性刑罰。上述判決得到了法律界人士和主流社會的高度認同，認為法理依

據充分，量刑適當，充分彰顯了香港的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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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評論選情
擬豁免選舉例規管

網民譏「熱狗」等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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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專頁「熱狗惡報」寸「熱
狗」得把口，匿埋屋企都唔買飛
支持《熱時》。 fb圖片

■網民寸《熱時》當晚上演一場
《無人到》。 fb圖片

唔知要笑佢哋定讚佢哋有自知之
明啦，《熱時》當晚租嘅九龍

灣國際展貿中心嗰個場，最多都只係
容納600人，但最弊係到上星期四開
騷前兩日，啲飛都去唔晒，於是上星
期六班花生友喺網上掃完貨之後，就
𥄫 吓《熱時》台慶有幾多人去做餘興
節目嘞。

「皇后」被摷「黑歷史」
黐開狗主（黃毓民）嘅「無敵神

駒」仇思達，通常會喺星期六晚11點
左右做直播，但當晚佢就推前到9點
半就會吓班「益友」，即係同《熱
時》打吓對台賀吓佢台「罄」咁話。
神駒仲摷返「皇后」殘獸胃（陳秀
慧）嘅一段「黑歷史」出嚟：上年7
月、狗主仲未同「熱狗」反面之前，
殘獸胃打過電話上去神駒個直播，仲
猛咁擦神駒鞋，喺度話「哎呀，我好
開心呀！竟然可以打電話過嚟」、
「我第一次打電話過嚟，好高興呀可
以phone in（接通電話），因為神駒
好多人聽呀！」
正當成班「熱狗」亢奮到不停喺
facebook 打卡時，冷不提防班「益
友」用佢哋嘅大合照嚟「點算法定
人數」。其中「JoJo Wu」認真到用
上兩個版本嘅合照，先用係狗達
（黃洋達）同蟲泰（鄭松泰）嘅自
拍，再用更加反映到實況嘅全景
相，仲用埋小畫家圈人頭，結果幅
自拍就有185人左右，全景相扣埋工
作人員、攝影師同表演嘉賓就有215
人左右。神駒當然笑到黐咗線啦，
「『益友』用紅圈計數，原來『熱
狗』（《熱時》）台慶得嗰200人，
真係笑×死人！」

黐開「熱狗」嘅網上遊魂「藍鳳
凰」，當晚就上載咗幾幅睇落好墟冚
嘅相，話出席人數明顯多過狗主個網
台「MyRadio」台慶幾倍，「睇怕黃
毓民應該激到爆血管」。不過，自稱
熟悉心理學、人稱「Sam理專家」嘅
「Sam Yiu Tong Wong」就同佢計
數，話「MyRadio」台慶擺咗90圍，
「每圍當10人就起碼900人，如果
『熱狗』（《熱時》）台慶個會場
『話』仲多人，已超過個場可容納人
數，即係可能已經違反消防條例，隨
時須要負上法律責任。作大定犯法，
是但認一樣嘞。」唔知係咪咁，「藍
鳳凰」之後摺埋咗個帖文。

聊天室萬幾人 幾百人買飛
當時少人到連「熱狗」都有微言。

有份製作節目《大香港早晨》嘅梁湘
傑，當時就喺fb度呻「萬幾人喺chat-

room（網上聊天室），得嗰幾百人買
飛」。
狙擊「熱狗」不遺餘力嘅fb專頁
「香港癲佬力量」，就「通緝」三個
富貴「熱狗」：畀錢貼老公「葉政
淳」嘅「天蓬元帥」Peggy Yip、聽傻
根（陳云根）老點賣樓嘅「水晶姥
姥」李婉文、揸住幾層樓收租嘅「霍
由佳」鍾雪兒，寸《熱時》點解唔搵
三個富婆上台捐錢，「起碼都揼返過
百萬課金啦！整個支票捐贈儀式，大
家都開心呀！」
去到噚日，神駒仲未肯放過「熱

狗」，拎咗幅《熱時》台慶前拜神嘅
相，同殘獸胃晒一大碟海鮮拼盤出嚟
嘅相做對比：「『熱狗』判監當日，
兩公婆就叫到成枱海鮮『食清淡
啲』；『熱狗』（《熱時》）台慶，
兩公婆就買得嗰兩盒燒肉，等班傻仔
食得清淡啲，真係縮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為撈
取政治本錢，常將立法會功能界別妖魔化，甚
至當這是「原罪」，凡功能界別議員做什麼都
是錯、都是「無料到」。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
健波昨日就「開咪」反駁，批評部分地區直選
議員只懂搞事，毫無建樹。
陳健波昨日在facebook上載短片，批評反對

派愛用「零票議員」標籤自動當選的功能界別
議員，覺得自己地區直選出身，得票比功能界
別議員多便沾沾自喜，自我感覺良好，覺得自
己有代表性，但無論直選還是功能界別，都有
人做得好、做得差，有很多直選議員都是「交
白卷」，只懂「搞搞震」，「這類議員想必令
投他一票的選民一殼眼淚。」
他續指，單以「出身」來標籤議員的好壞相
當幼稚，又提到社民連於2009年曾經入稟高
等法院，指功能界別的公司票和團體票違反香
港基本法，最終敗訴收場。當時法官指功能界
別制度的設立，目的是讓重要的社會階層有代
表進入立法會，從而維持香港穩定與繁榮，並
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若沒有功能組別的
話，商界與業界的意見就難以進入議會，社會
容易走向民粹，最終社會都要付出代價。
陳健波認為，直選與功能組別均需要改進，

而香港基本法已寫明「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
標」，但兩年前反對派否決了政改方案，令市
民不能一人一票選特首，「大眾都心知肚明是
誰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昨日開始就
在網上發佈選舉廣告、選舉調查及投票時間諮詢公眾，
建議制訂針對性豁免，保障網民發表意見不致誤墮法
網。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希望可令網民安心。
特區政府昨日發表《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

件》，主要就在互聯網發佈選舉廣告的規管、選舉調查
的規管及投票時間蒐集公眾意見，再研究跟進工作。諮
詢為時一個半月，下月29日截止。
對於在網上發佈選舉廣告的規管而言，政府建議制

訂針對性的豁免，以保障候選人及其選舉開支代理人
的第三者，作為網民純粹發表意見時，不會誤墮法
網。
聶德權昨日出席活動前表示，過去由於有人擔心在

社交媒體和互聯網純粹發表意見時，當中可能牽涉一
些微不足道的開支如上網費、電費等，根據現時的選
舉法例，如果構成選舉廣告的話，有機會負上刑責，
所以為了釋除疑慮，建議制訂豁免，做法主要是讓網
民安心。
對於選舉調查，聶德權指有意見認為在投票結束前發
佈調查結果不太合適，應該有不准發佈結果的冷靜期，
另指選民有自由作選擇和決定，希望能夠多聽公眾意
見。至於投票時間，他指現時投票時間為時15小時，
於晚上10時30分結束，影響場地交還時間，也令選舉
人員、候選人等疲累，希望公眾討論投票時間需否適度
縮短。
被問到有否信心達至跨黨派共識，他說修例要經立法

會通過，會與不同黨派溝通，然後作合適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