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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批妄想兼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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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國際大都會，但繁華背後
卻潛藏着不少家庭問題，近日就連續
揭發多宗虐兒事件，其中屯門5歲女

童臨臨慘遭虐待致死，令整個社會震驚、痛心和難過。
事實上，臨臨被虐一案，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社署

的數字顯示，去年首9個月，本港已經有大約700宗虐
兒個案，反映虐兒情況十分嚴重。由於兒童不懂自衛及
求助，亦不敢向其他人透露被近親施虐。因此，筆者認
為若社區鄰里願意主動關心和提供援助，大家一旦發現
鄰舍經常傳出打罵聲，小朋友身體經常有瘀傷或情緒有
異，便應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向相關部門、團體甚至
是警方求助，定有助防止悲劇發生。
而在日前由民建聯舉辦的《保護孩子免受傷害》圓桌

會議上，有與會的心理治療專家就指出，受虐兒童往往
會受到創傷後遺症影響，假如處理不善，更會纏繞一
生，成為跨代問題，對整個社會和家庭有不良影響。因
此，我們建議政府推行新生嬰兒家庭探訪計劃，定期探
訪一些曾經吸毒、酗酒、有情緒問題的孕婦，以及單
親、再婚或早婚家庭等，希望盡早識別有問題家庭，及
時伸出援手。

促速完善通報機制
另一方面，學校是培育孩子成長的重要地方，也是預

防或介入懷疑虐兒個案的重要渠道。多宗嚴重虐兒事件
揭示了現行處理學生輟學的通報機制存在不少漏洞，我
們認為，當局必須檢視及完善現行機制，學生無故停
學，校方除了需向相關部門匯報外，亦有責任作出跟
進。
最後，由於當初資源不足，由2000/2001學年開始推
行的「一校一社工」政策只能惠及中學，我們認為現時
當局絕對有財力將政策推展至小學及幼稚園，並同步加
強前線社工的專業培訓，提高他們的警覺性。同時希望
當局也能多撥資源加強宣傳教育，從多方面減低虐兒個
案。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梁志祥

（小題為編者所加）

保護兒童 防止悲劇

抄，全部都係
抄！自稱「基於政
治現實」而唔認係
「獨」派中人嘅劉
頴匡，近日喺fb上
載招募義工隊嘅帖
文，但其中一幅圖
就同維他檸檬茶包
裝幾乎一模一樣，
唔細睇仲以為維他
支持佢！有「熱
青城」中人就批評
佢抄襲，話要告畀
維他奶知。不過，

有人就估佢就係想啲宣傳品因此而被DQ，到
時又可以扮「被迫害」，得咗！維他奶就當然
唔理你啲政圈爭拗啦，回覆網民時強調自己同
劉頴匡一啲關係都冇，研究緊有冇俾人侵犯版
權。

劉頴匡喺帖中話要「招募VLT成員」，VL即係佢英
文名，T就for Team，話自己「唯一可倚仗的只有所有
真誠捍衛『本土』的各位市民和朋友」，所以要招人加
入其團隊，一齊開設街站、向街坊宣傳，或是成為出設
團隊，協助製作宣傳品，定必要壯大「本土派」的聲音
云云。
選舉時招人就成日都有嘅，但佢帖中用嗰幅圖就同維

他奶其中一款檸檬茶嘅包裝幾乎一樣樣。一直最唔妥
「偽獨潮童」嘅「熱青城」中人「藍鳳凰」就截佢圖發
帖，話：「乜『獨』派『五層脂心腩」』圓咕碌（中大
學生幹事會幹事黃于喬）條仔劉頴匡抄得咁揚呀？」

網民鬧無恥 政敵援例狙擊
佢仲引述法例，話根據2014年版權條例6項版權豁

免，即「二次創作」修定豁免，只係包括戲仿、評論時
事、引用、教學、聯線服務提供者暫時複製版權作品同
聲音記錄的媒體轉換，「好明顯劉穎（頴）匡嘅宣傳
品，係抄襲，而唔屬於二創。」
「藍鳳凰」仲發起自己友email去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

公司話有人侵權。「廢除雙重國籍行動」fb專頁更發起
話：「可以email問下維他奶集團與劉穎（頴）匡合作搞
『港獨』背後嘅理念。」
「Nome Li」批評道：「學校功課就話抄，出到黎（嚟）

社會做野（嘢）可唔可以唔好咁hea咁無恥！」「Lee
Sonny」指，「係咪可以告人，侵犯人哋版權嗰啲㗎？」
「Mak Stephen」就話：「維他國際絕對可以告佢。」
「Patrizio Wolf」則突破盲腸：「就佢當二次創作，

但選管會應該唔比（畀）咁出街，然之後佢又話會政治
打壓有（又）dq（DQ）又盛咁樣囉！」

維他奶撇清關係研涉侵權
維他奶方面就唔理政圈爭拗嘅，但真係有網民走去問佢

係咪支持劉頴匡喎。有網上圖片就顯示，維他奶回應時強
調自己同劉頴匡一啲關係都冇，「我們正研究有關行為是
否涉嫌侵犯公司知識產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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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隊友戇橋「爆響口」直認蟲炎瀆誓有「過」
&1��

《西遊記》帶
給我們的啟示是：
有一個豬一樣的隊

友，可以送團隊上西天。公民黨黨魁戇
橋（楊岳橋）再獻新猷，就係喺講DQ
問題時突然說溜嘴，就係話政府應該
畀曾經被DQ者「改過自新」喎！唔
少網民就揶揄，話反對派唔係講過DQ
唔公義嘅咩，做咩突然又認被DQ者
確係有過呀，唔通食咗誠實豆沙包？
有人覺得反對派班友為咗議席朝秦暮
楚是常識吧！有人更加話即係DQ蟲
炎（姚松炎）做得啱，而且一路都冇認
過錯，唔爭在補選都DQ埋佢，呢鋪蟲
炎真係多得戇橋唔少！
戇橋此前講過「坐監令人生更精

彩」，即刻俾人寸爆點解佢自己唔去
精彩一番。正當蟲炎仲擔驚受怕，今
次補選冇得入閘，日日都話自己被所
謂「無理DQ」來賣小強之際，戇橋
近日就喺接受電台訪問，講到有消息
指蟲炎都可能會被DQ時，就質疑話
「點解唔俾（畀）曾經宣誓無效嘅人
『改過自新』」咁話喎。
民建聯東區支部fb專頁就轉發呢段
新聞，仲發帖揶揄：「既然你都認為
姚松炎係自己有『過』導致被法院
DQ，咁點解你地（哋）班人仲反
DQ？」帖子仲標註咗「飯（泛）民
都覺姚教授有錯」、「點解要屈（馮

檢）基」等等。

民記諷「食咗誠實豆沙包」
民建聯fb專頁就分享咗呢張帖，仲

形容戇橋係「食咗誠實豆沙包」：
「係囉，既然有『過』點解仲反DQ
呢？」帖子仲標註咗「自爆」、「係
咪AY都睇唔過眼」等。
民建聯各地區支部，同主席李慧

琼、立法會議員梁志祥等都分享咗呢
個帖。民建聯北區區議員賴心更抵死
留言道：「反對派個龍門已經進化到
有轆，以後唔使搬，輕輕力推就得！
遲D（啲）可能改用搖（遙）控，仲
慳力！」

網民批反對派無可能改「過」
網民「Chi Wai Hsu」直指：「佢

（蟲炎）自己都唔認為自己有過，又
何來叫改過自身（新）呢？」
「Chun Kau Chiu」也道：「改過自
身（新）都要用時間啦，E（呢）頭
DQ果（嗰）頭又再選果（嗰）D
（ 啲 ） 叫 牆 頭 草 ， 信 唔 過 架
（㗎）！」「Steven Yau」則坦言：
「狼來了一百次你重（仲）信唔信，
歷史証（證）明，犯民（「泛民」）
只會變本加厲，無可能改過自新。」
不嬲都睇阿「關鍵一席」唔順眼嘅
激進派，當然出帖寸埋戇橋一份。

「墳場新聞」嘅「青永屍」就話：
「政治立場有得『改過自新』的？不
過『泛民』都有機會改政治立場的，
他們人人就像他們討厭的基哥一樣配
合執政當局，朝可以事秦、晚可以事
楚。」
「Cho Ho Kai」也道：「咁佢係咪

覺得姚係錯嘅，政府DQ姚做得啱
呀？咁佢之前又話警告政府又盛，洗
（使）唔洗（使）出黎（嚟）澄清同
道歉啊？」「Fandy Law」更稱：
「嗱，完全無骨氣的人版（辦），為
了做議員，可以將以前認為對的變成
錯。」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戇橋又成
為出賣蟲炎
的 關 鍵 一
角。

fb截圖

砌詞狙擊校董「下莊」盲撐禍首

■構圖抄，用色抄，連3個大字都抄埋，冇
創意又侵權，唔知佢想博乜？ fb截圖

■維他奶指正研究有關行
為是否涉嫌侵犯公司知識
產權。 fb截圖

「科大行動」在 fb宣稱上周五是
「香港開埠177周年」，留言

稱「喺呢個普天同慶嘅大日子，我哋
要將呢份喜悅share畀身邊每一個人！
一同為『香港民族』而自豪」，並製
作一款fb專用「特效框」讓「信徒」
換上。有關訊息獲多個激進組織或團
體轉載，其中fb專頁「香港國」刻意
美化「開埠歷史」，聲稱這是「創造
『香港』呢個都市奇蹟。」

至於「香港民族陣綫」除轉載有關
訊息外，更舉辦街站稱要傳播開埠歷
史的「真相」，揚言要給它擺脫「喪
權辱國」的負面觀感云云。

何漢權：幼稚無邏輯
對於有關組織聲言「慶祝香港開

埠」，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強調，
當日英國強佔香港島，「對侵略一方
還是被侵略一方都是毫不光彩的，看

不見有何值得慶祝的地方。」至於所
謂「香港民族」更加可笑，「歷史所
見香港從來跟國家是密不可分，他們
口中的這個『民族』從何而來？」何
漢權直指這類妄想根本不切實際，只
顯得相當幼稚。

網民「呼籲」快去英國
「科大行動」帖文一出即引來網民狠

批，其中眼利網民「David Xi 」看穿活

動的播「獨」底蘊，呼籲有關人等快去
英國，「如果唔走就唔好再廢話！」
「Frankie Lam」質問他們「你哋自己可
以出來社會獨立未……日日發白日夢，
喊幾句口號就可以『獨立』～天真到白
痴（癡）地步！」「俞培彤」則揶揄這
群烏合之眾「準備好抗爭到底，準備好
流盡寶貴的血，準備好非死不可嗎？還
是躲在 facebook面具下吶喊三兩聲，打
打機，明天再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社會大眾反對

「港獨」立場清晰，惟少數激進組織總愛「圍爐

取暖」，在網上瘋言瘋語尋求安慰。自稱是非牟

利學生組織的「科大行動」上周五（26日）發

起所謂「慶祝香港開埠177年」活動，以此為名

散播所謂「香港民族」的錯誤訊息，借此分化特

區與國家的關係，此舉更獲「香港民族陣綫」等

播「獨」組織支持。有教育界人士直指所謂「香

港民族」、「慶祝開埠」根本毫無邏輯可言，行

為幼稚。

浸大學生會會長劉子頎日前糾眾
「佔領」校內語文中心8小時兼粗口辱
師，事後卻堅稱是「對話」而非威
嚇；校董王凱峰則力證受害女教職員
事後曾哭訴受到威嚇及侮辱，故與港
大教職員會等多個組織發起聯署，以
「集氣」維護老師尊嚴。事件中「盲
撐」滋事學生的浸大學生會候選內閣
「漣翊」一直對劉子頎粗口辱師部分
隻字不提，昨日突以「粗口校董」為
題在fb發文攻擊王凱峰，為滋事學生
出頭的取態明顯。
與反對派關係密切的王凱峰早前與
劉子頎一同出席電台節目，透露曾向
「佔領」事件的受害女教職員了解事
件，對方重提事件時禁不住落淚，並
感受到威嚇及侮辱。
為了讓一眾教職員討回尊嚴，王凱
峰與多位教職員發起聯署，支持受滋
擾的教職員能從痛苦的回憶中走出
來。

雙重標準鬧爆粗
王凱峰雖然多次強調發起行動無意批

評學生，但恐怕已經與滋事學生的陣營
結下樑子。「漣翊」候選幹事長黃雅文
昨日在fb發表「粗口校董王凱峰，建制
工賊反民主」帖文，事緣去年校內外判
工人爭取遣散費的行動中，學生會與王
凱峰就特惠金的發放方案有分歧，王
被指行事作風「極有目的性」、「有
着打壓、針對學生的企圖以達至他的
政治目的」。帖文大肆批鬥王凱峰，
稱他曾「爆粗指責學生『×up』」，
不過針對「佔領」語文中心當日劉子頎
大罵老師「唔×回應」，「漣翊」從未
就此作過指責，明顯地雙重標準。
黃雅文又翻舊賬批評王凱峰「支持
葉劉（淑儀）『薯片』（曾俊華）做
特首，曾撰民（文）反佔中提名人大
代表」。文中批評王凱峰「多次忽視
特首候選人的反民主政綱，力撐建制
派特首候選人」，彷彿支持葉劉淑儀
或曾俊華的都是「罪人」，實情卻是
抹殺他人支持心儀人選參與的自由權
利，非我族類即予以抹黑。

亂砌「罪項」反「佔」有「罪」？
至於提及王凱峰「撰文反佔中」的
「罪名」則是顛倒黑白，文中稱王凱
峰「曾公開撰文指『佔中』導致社會
道德退步……指青年因朋輩壓力而參
與社會運動，和吸毒、加入黑社會的
選擇無異，完全枉為一個教育工作者
應有的教育理念」。
香港文匯報翻查資料，王凱峰當日

文章只是點出違法「佔中」已衝擊了
香港人對守法的底線，好意提醒學生

勿因朋輩壓力而一窩蜂決定參與違法
行為，而這在浸大學生眼中竟也成了
「罪狀」之一，理據之「充分」程度
可想而知。
「漣翊」是浸大學生會第五十一屆
幹事會候選內閣，過往曾多次在fb上
對「佔領」語文中心事件表示關注，
包括發文聲援涉事學生，揚言「校方
打壓學生聲音」、「不滿校方收窄學
生會權力」云云，卻未見批評滋事者
在8小時「佔領」期間的粗暴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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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行動」以「慶祝香港開
埠177周年」為名，散播所謂
「香港民族」的錯誤訊息。

「科大行動」fb圖片

■■「「香港民族陣綫香港民族陣綫」」
舉辦街站活動舉辦街站活動。。
香港民族陣綫香港民族陣綫fbfb圖片圖片

■■黃雅文在黃雅文在fbfb發帖攻擊王凱峰發帖攻擊王凱峰。。
「「漣翊漣翊」」fbfb圖片圖片

■■帖中所列帖中所列「「罪證罪證」」是一張沒頭沒尾的是一張沒頭沒尾的
WhatsAppWhatsApp截圖截圖。。 「「漣翊漣翊」」fbfb圖片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