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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軒」終現形
政界促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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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9日（星期五）
▶陳家珮出示區諾軒
唱「獨歌」侮辱新來
港者的證據。
資料圖片

▼陳家珮出示區諾軒
於 2016 年 11 月 2 日
抗議人大釋法示威集
會中焚燒基本法的照
片。
資料圖片

代表反對派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的區諾軒終難掩「獨相」：他在選舉論壇上被質問曾
在 2016 年公然焚燒基本法時，竟聲言在「有需要時」會再度焚燒香港基本法，更被揭發
他曾在一活動上唱歧視新來港人士的歌曲，挑動社會矛盾。多名政界人士指出，區諾軒鼓

吹「港獨」的證據已經十分足夠，其言行明顯違反了選舉相關法例的規定，以至有「發假誓」之嫌，選舉主
任應立即履行職責，盡速處理，以維護香港公平、公正的選舉制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涉發假誓有證有據 選舉主任不該
「拍拍手不理」
繼早前被新民黨候選人陳家珮公開揭發
他曾經公然焚燒基本法，更鼓吹包括

「港獨」選項的「自決」。區諾軒再被揭
發曾經在一活動上公然唱「獨」歌，當中
更有「誓殺滅蝗蟲」等具煽動性及歧視、
侮辱新來港人士等歌詞。

陳勇：選舉主任應採行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區諾軒鼓
吹「港獨」的證據陸續被揭，且「一件比
一件激」，言行均違反了他在報名參加立
法會選舉時簽署的承諾書的要求，即要擁
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要求。
他續說，根據表面證據，區諾軒涉及
「發假誓」，而既然已經「有證有據」，
選舉主任應該立即採取行動，「就像有賊
正在銀行開槍打劫，在場的警察應該即刻
將之拘捕。」

陳健波：煽「獨」不能無視
立法會保險界議員陳健波強調，選舉主
任有責任檢視整個選舉過程在公平、公
開、公正及合法的情況下進行，不能說已
批准某個候選人入閘，就「拍拍手不
理」，對候選人高調鼓吹「港獨」視而不

見。既然已經有這麼多證據被揭，選舉主
任必須盡速處理，不應再迴避，更不能以
臨近投票日作為不處理的藉口。

葛珮帆：
「獨歌」顯政治取向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無論區
諾軒如何砌詞狡辯，都不能否認他公開焚
燒基本法、不擁護基本法的事實，而他大
唱包含極煽動性的歌詞的「獨」派歌曲，
更反映出其政治取向，即拒絕承認中國對
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拒絕融入國家發展的
大局，更排斥中國文化。
她質疑，區諾軒口中「自決」的定義，是
試圖借所謂「民主自決」去挑戰國家對香港
的全面管治權，用「公投」等方式企圖改變
香港憲制地位，影響「一國兩制」的前途，
極具欺騙性，對香港的貽害更甚於明目張膽
地播「獨」，香港市民必須警惕。

何啟明：事態嚴重應即調查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強調，市民對立
法會議員的要求十分高，而身為立法會議員
必須有高尚的情操，不是一個只精於砌詞狡
辯，為取得選舉入場券就不惜發假誓、欺騙
選舉主任和廣大選民者可以擔任的。由於事
態嚴重，選舉主任應立即展開調查，確保今
次的選舉在合法、合理的情況下舉行。

「激進事件簿」
揭劣跡斑斑
代表反對派參選的區諾軒接連
被揭發撐「獨」、不尊重基本法
的證據，均選擇逃避回應，只試
圖將焦點轉移到他人「抹黑」上。陳家珮就在fb發佈
了「區諾軒激進事件簿」，以事實證明區諾軒自學
生時代起一直都是激進分子，卻刻意隱瞞。
陳家珮在 fb 發佈了區諾軒的「激進事件簿」
(見圖)。她表示，相信大家陸續收到各候選人的
政綱。區諾軒在其單張上講述他的參政時序，但
她發現，時序內對「重大事件」有遺漏，所以特
意製作了一個「更全面的版本」。帖子的圖片，
就詳列了區諾軒歷年的「事蹟」。（見表）
陳家珮強調，身為從政者，必須對自己的言行負責
任。區諾軒由學生時代，一直都是激進分子，參與
「左翼運動」，焚燒基本法，提出「港獨」是選項
等，卻刻意隱瞞選民，對自己的立場左閃右避，實在
不能接受。「香港需要走出不斷內耗的困局，希望選
民能夠支持一個真正理性務實的候選人。」

&

「敢做唔敢認」 枉為人師
帖中還標註了「男人大丈夫」、「敢做唔敢
認」、「仲話會再燒基本法」、「為人師表卻不
懂尊師重道」等。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何啟明都分享了陳
家珮的帖子，並發文道：「如果鬥爭成為贏家，
香港真係好難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中學：
在校長室外大喊校長「收皮」
2009年11月6日：
送鐘（終）予中大校長劉遵義
2010年：
成立「左翼廿一」推動階級鬥爭
2012年6月：
與民主黨另外三人申請政助職位
2016年5月21日：
稱「港獨」是選項
2016年11月2日：
在中聯辦外焚燒基本法
2017年9月20日：退出民主黨

■市民遞交
請願信要求
DQ區諾軒。
香港文匯報
記者文森 攝

簽聲明後話
「燒法」 市民批無誠信
言如有需要，「會再做呢啲行為，我唔介
意再做一次（燒基本法）。」
這番不負責任的言論令人譁然，令不少
市民大感不滿。8名南區市民昨日自發到港
島東區民政事務處，並手持「區諾軒」、
「發假誓」，「無誠信」及「DQ」字樣的
標語，高呼區諾軒發假誓、無誠信、要被
DQ 等，並向職員遞交請願信，要求選舉
主任取消區諾軒的參選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曾被揭發公
然焚燒基本法、代表反對派參加立法會港
島區補選的區諾軒，前晚在補選論壇聲言
自己或會再一次焚燒基本法，引起了公
憤。8名南區市民昨日自發到港島東區民政
事務處請願，要求選舉主任取消區諾軒的
參選資格。他們指，區諾軒在參選時已簽
署了擁護基本法的聲明，現在卻聲言會再
燒，實有違誠信，有發假誓之嫌，根本沒
有資格參選立法會，要求DQ區諾軒。
區諾軒此前已不斷鼓吹包括「港獨」在
內的「自決」，更被另一參選人新民黨陳
家珮揭發曾公然焚燒基本法，被質疑根本
不符合需要擁護基本法的參選資格。在前
晚舉行的港島區補選論壇上，區諾軒更聲

言行離譜 應失資格
市民代表司徒振良表示，他們一班朋友
看過前晚的補選論壇後，均感覺區諾軒所
言實在太離譜。事實上，香港的法治一直
良好，皆因有基本法令港人的生活獲得保

「獨相」
藏不住 選民要看清
立法會補選戰即將
&2
揭幕，「周庭 PLAN
B」區諾軒暴露出支
持「港獨」的真相，證明其長期以來
「扮溫和泛民」，只是為了食兩家茶
禮，企圖吸盡傳統「泛民」及「自決
派」的票。既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
邊有咁着數。區諾軒出蠱惑，黐「港
獨」，敢做不敢認，中間溫和選民一定
要看清他的真面目，用選票教訓他。
周庭被 DQ，區諾軒「冷手執個熱煎
堆」，代周庭出征，有望進身立法會，
「香港眾志」一班人由主角淪為抬轎。
坊間意見均指，區諾軒的知名度不及周

庭，吸票力成疑。但區也有其強項，就
是區諾軒表面上算是「泛民」內較具親
和力，出身民主黨，又與「自決派」關
係友好，能左右逢源吸收兩邊選票。
以往區諾軒寂寂無聞，但並不表示無
野心，其實他處心積慮，一方面即使退
出民主黨，但仍與民主黨的少壯派保持
交情，共用同一辦事處；另一方面，與
激進派漸行漸近，包括鼓吹「內部自
決」；近期更被揭發曾焚燒基本法，日
前在論壇上又肆無忌憚地聲稱，「有需
要會再燒基本法。」
周庭因為鼓吹包括「港獨」為選項的「自
決」而被DQ，區諾軒的主張、言行與「眾

障，如要銷毀基本法，港人的生活哪還有
保障可言。
他續說，參選人在參選前早已簽署聲明擁
護基本法，但區諾軒竟聲言或會再次焚燒基
本法，此舉實有違誠信，更有發假誓之嫌，
根本沒有資格參選立法會及成為議員的資
格，要求選舉主任取消區諾軒的參選資格。
另一名市民關耀榮認為，區諾軒與同被
取消參選資格的「香港眾志」周庭一樣，
都是反對基本法、鼓吹「港獨」者，所得
待遇理應相同，就是取消其參選立法會的
資格。
他們又公開要求區諾軒於 24 小時內就其
會再次焚燒基本法的言論作出澄清。如果沒
有合理解釋，他們將考慮採取進一步行動。

志」、周庭如出一轍。區諾軒能夠成為「周
庭PLAN B」，原因大家心知肚明，「眾志」
一度想讓區諾軒空降九龍西，也不讓份屬老
牌溫和「泛民」的馮檢基出選。選舉進入衝
刺時刻，周庭不惜「犧牲色相」、「除衫」
為區諾軒打氣（在社交網站上載穿泳衣的選
舉宣傳片）。區諾軒是什麼貨色，是溫
和「泛民」，還是「自決派」，畫公仔不用
畫出腸。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早前表
示，「自決」違反基本法，是「港獨」
另一種表述，只是變換了用詞，兩者本
質一樣。港島區、民主黨的選民大多數
支持中間溫和路線，對「自決」、「港
獨」有什麼後果，不會不清楚。區諾軒
扮溫和，呃選票，當港島區、民主黨的
選民傻子嗎？
■楊正剛

KOL齊「回帶」數臭「小器軒」
做立法會議員可以有
自己的堅持，但亦應當
有包容不同意見的心
胸。要求反對派中人有此質素無疑係緣木求
魚，但好似區諾軒咁小器過「方丈」嘅就真
係罕見。區諾軒冷手執個熱煎堆，俾「眾
志」欽點「代女」參選後，扮晒好民主好開
明咁，但有唔少見過佢副真正嘴臉嘅
KOL，近日就紛紛回帶，叫大家認清楚呢
個人有幾咁小器，人格幾咁低下。
原名葉鍵濠的商業電台節目主持健吾近排出
咗幾個posts，回帶去年同區諾軒嘅私人恩怨：
話說舊年10月，健吾出咗post笑工黨東區區議
員麥德正掛嘅反「一地兩檢」橫額，唔及建制
派掛嘅關注急症室加價：「同樣係banner，而
（）家嘅人，會在乎邊張？法治定係急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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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價？……哈哈。點解香港反對派會輸，其實
係（喺）呢啲細眉細眼位就睇到。」
麥德正喺公海回應唔奇吖，但估唔到區諾軒
會加把嘴，更加語帶挑釁：「健×，憑咩講咩
反對派輸姐（啫）。……做媒體人做到你周街
得罪人，番（返）去玩單機啦。發神經。」
嘩，你睇吓區諾軒副嘴臉，當然引起網上
口水戰啦，包括由健吾自己 、「得罪講
句」，及中大講師劉正經營嘅「無神論者的
巴別塔」fb 專頁都鬧爆區諾軒，區諾軒就好
囂咁反擊：「回應我你就光明正大啦，走去
用個匿名page，做咩姐（啫）你。……做電
台主持做到你咁偷偷摸摸，健吾！」

被嘲「小器 無實力 不知大勢」
健吾就喺近日出嘅 post 講返呢單恩怨，

■左右圖：區諾軒加把嘴挑釁
引發網上口水戰。 網上截圖
話：「如果那個人本身小器，無實力，也不
知大勢，就會覺得，媒體人『得罪人』是有
問題的。……做政客，最忌無端端對有節有
理的人說『發神經』。因為這三隻字，可以
原原本本像鏡子反映一樣，反彈到他身上。
港島區再出周庭水，最後彈出黎（嚟），
係會周圍話媒體人發神經的政工作者。港島
區選民，我真係恭喜你呀。」
回帶再回帶，網民「Kian Lee」在另一專
頁就借機講另一宗恩怨：「區諾軒教人搞媒

體，咁有無人教佢上網唔好亂講嘢？」原
來，2015年區議會選舉時，民主黨「乳鴿」
的ＷhatsApp群組的對話外洩，被揭發當時還
是民主黨員的區諾軒，不但笑「青年新政」，
在談到對方在旺角砵蘭街派選舉單張時，更嘲
弄對方是在「派發免費一樓一指南」。
「香港焦土力量」也回帶了該段「歷史」：
「我就乜都唔知，淨係記得個（嗰）陣區諾軒
見青年新政選九龍西，就係咁笑×人地（哋）
輸硬，仲建議游蕙禎企街派叫雞指南先有機會

贏咁喎。佢咁貼地，咁關心香港色情事業，好
人好事，一定要大力宣揚。」

隱瞞「激」歷史 參選後扮「乖仔」
區諾軒以前咁「激」，但一報名參選就扮
「乖仔」，唔敢講自己一直鼓吹包括「港
獨」在內的「自決」，燒過基本法又一度唔
肯認，試圖扮「改過」，信唔信得過，相信
大家都會自行判斷嘅！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