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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鴿又搶咪撞人
政界籲看清真面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2018年10月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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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小學雞又再大鬧議會。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中西區
區議員瘋鴿（許智峯），繼
之前在立法會強搶女 EO 手
機鬧至滿城風雨後，昨日在
中西區區議會財務委員會的
會議上，他再因「不滿」主
席裁決，接連搶咪、撞人，
令會議兩度停頓。有政界人 ▲有網民製圖回帶多名民主黨人的劣
士譴責其行為，並批評瘋鴿 行。
已經多次在議會作出擾亂秩
序的暴力行為，橫行霸道，
動搖市民對他的信任，冀廣
大市民看清楚他的真面目。

▶有網民製圖揶揄許智峯涉及多宗搶手
機、搶咪及偷電事件。

中西區區議會財務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在談
到中區街坊福利會申請撥款的項目時，瘋鴿

聲稱委員會主席李志恒的外甥女曾於 2011 年代表
福利會參選，故李志恒應該避席。李志恒反指許
智峯曾要求街坊會要懸掛其宣傳橫額，有利益衝
突，及後禁止許發言並進行投票。

不滿被指涉利益衝突發難
瘋鴿不服主席裁決，即衝上前按着李志恒的咪
高峰。從中西區區議員陳學鋒的短片可見，當時
李志恒已清楚向許智峯解釋自己無須避席的原
因，指其外甥女當年是以個人名義參選，街坊會
亦沒有支持過她，並要求許智峯回到座位。
不過，瘋鴿繼續按着其咪高峰，即使很多在席
議員都指出許智峯的行為不民主、多次擾亂議會
秩序，但他依然不讓李志恒發言，聲稱要「抗
議」，最終主席宣佈會議暫停5分鐘。

阻主席發言 累陳學鋒跌倒
至會議恢復後，瘋鴿再度趨向李志恒，並借勢
迫近安坐的陳學鋒，更伸手試圖推開陳學鋒，陳
學鋒即時質問︰「你想點啊？」瘋鴿非但未有收
斂，更得寸進尺，進一步衝向陳學鋒，最終自己
跌倒，連帶陳學鋒亦被殃及跌倒。瘋鴿即惡人先
告狀稱對方是「小學雞」，陳學鋒不滿反問︰
「邊個小學雞啊？」會議又再因此暫停。

■9名中西區區議員聯署支持譴責許智峯，但
4名民主黨區議員未有簽名。

不過，瘋鴿的搗亂仍未因此而結束。其後，他
又再走到李志恒身旁按着他的手，又搶咪又疊聲
去阻礙他發言，更擺區議會秘書上枱，頻頻叫李
志恒「唔好難為秘書」，秘書則一臉無奈。
在擾攘期間，更碰跌了李志恒的茶杯，令其手
機遭殃，而瘋鴿最後就站在主席旁邊叫嚷了約五
十分鐘。

存心搞事 非為服務社會
雖然短片清晰看到瘋鴿自己走去撞人，但他事
後向傳媒稱，自己是被陳學鋒「伸腳攔倒」云
云。陳學鋒在回應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時批評瘋
鴿的行為野蠻，指對方若不滿主席裁決，可依程
序去反映和處理，而非強行要主席按其意思去
做，「否則誰才是主席呢？」
陳學鋒希望選民要認清議會內有些人由頭到尾
都在搞事，而非真正有心服務社會。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表示，香港市民期望議
會議員都是文明、理性的，是市民的代表。在議
會中，議員應展現理性、以理服人的議政論政行
為。瘋鴿多次不守規則，衝擊及破壞議會秩序，
是香港市民不願見到的事，動搖市民對議員的信
任，影響市民對議員的形象。
顏汶羽批評瘋鴿已一而再，再而三破壞秩序，
製造矛盾分化，令人失望，並對其行為感到憤
怒。

違操守面臨譴責
4 同黨仍護短
民主黨中
西區區議員
許智峯在議
會的行為有如流氓，早前更被
傳媒踢爆在政府停車場偷電，
更在 9 月尾的文康會上公開地
向申請團體索取利益。中西區
區議會副主席陳學鋒批評，許
智峯有關行為已違反區議員及
區議會轄下委員會成員操守指
引，向許智峯提出譴責動議聯
署，獲 9 名區議員聯署支持，
而 4 名民主黨區議員則繼續護
短包庇。有關動議將在下次區
議會會議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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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車場偷電 迫團體助宣傳
許智峯日前被踢爆，在堅尼
地城石山街停車場，擅自使用
場內的插蘇位為其電動車充
電，停車場管理員已多次告

誡，惟許智峯依然故我。許智
峯被踢爆劣行後，更拒絕回應
傳媒查詢，索性「扮冇事」。
此外，許智峯在 9 月 27 日的
中西區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
員會會議上，在審議中區街坊
福利會一項有關「中西區文化
大使計劃」的撥款申請時，不
斷質疑中區街坊福利會有政治
立場，聲稱街坊會掛其他人的
宣傳橫額。
但事實上，街坊會不曾作
出許智峯所說的舉動，而當
街坊會一再澄清並無此事
時，他則要求對方如果真的
沒有政治立場，就要掛其宣
傳橫額云云。
陳學鋒批評他公開向申請團
體索取利益，在審議撥款時作
出這類要求，形同威脅。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劉德華宣東嶼遭辱罵 湯家驊批反對派不公
知名演員兼歌手劉德
華，為團結香港基金一
段短片擔任旁白，推介
基金倡議的「東大嶼都會」填海計劃，結
果受到反對派的各種人身攻擊及侮辱。行
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嘆道，這
段片只屬於意見的表達，但劉德華就遭到
鋪天蓋地的人身攻擊，更質問：「那些每
天也高呼香港要有言論自由的人，為什麼
不走出來評評理，說些公道話？」
團結香港基金日前發佈一段名為《讓下
一代看見》的短片，由劉德華擔任旁白。
在旁白中，他表示填海問題有爭議，「但
這世界會有百分之百完美方案咩？想香港
繼續向前行，取捨在所難免。」要增加土
地面積有很多方法，但要長遠解決土地問
題，他個人最支持東大嶼的大規模填海方
案，「在坊間眾多建議當中，我覺得東大
嶼的大規模人工島方案，看來比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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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此片一出，成班反對派即時起鬨。「香
港眾志」喺轉發呢段新聞時標註「造多左
（咗）地又係益權貴有_用咩」。
「新民主同盟」區議員譚凱邦則稱：
「劉德華淪落到要做完（團）結香港基金
的片的配聲，一係錢作怪，一係又有影響
力的人威逼利誘佢咁做。」

辱「跌壞腦」
「垃圾偽人」
本來，填海問題一直有爭議，有不同意
見係平常事，但唔少反對派班支持者針對
嘅唔係片中嘅理據，而係侮辱同人身攻擊
劉德華。
「Sanda Wong」稱：「（劉德華）條
腰骨上次墮馬，已經無咗，點知個腦都
跌×壞咗！」「Neil Law」就稱：「（劉
德華）不嬲都係垃圾偽人。」「Mickey
Lau」爆粗道：「投共藝人正×街！」

沙呂小遊學團涉混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地區名校浸信會沙田圍
呂明才小學（沙呂小），被
指過去多年在舉辦澳洲遊學
團賬目不清，更將涉團費用
存入教師私人戶口，支付帶
團老師的住宿及交通費。教
育局昨日回覆時證實收到有
關投訴，並正就相關事宜與
學校作出跟進。
昨日有傳媒報道，沙田圍
呂明才小學在過去 7 年所辦
的澳洲遊學團涉混賬醜聞，
當中部分費用家長要以澳元
現金繳付，但餘款未有向家
教會清楚交代，並撥入文姓
負責老師的私人戶口，更被

質疑被用於支付老師的住宿
及交通費。
該校校長薛鳳鳴受訪時承
認處理有關遊學團費用上欠
完善，但強調不牽涉造假或
挪用。
教育局昨指曾收到有關投
訴，現正作出跟進，並強調
法例規定學校須備存適當的
賬目，又指所有學校收入，
均須存入以學校名義開設的
有關銀行賬戶內，如教職員
遇到任何牽涉私人利益或可
能影響自己在公事上的決定
的情況時，必須以書面形式
向校董會申報，以免出現利
益衝突。

面對這種不講道理的辱罵，湯家驊在 fb
發帖道，「這段片只是一種意見的表達，
旁述者也只是旁述，究竟犯了什麼罪，要
忍受這種鋪天蓋地的人身攻擊、要引出這
麼大的政治陰謀論？那些每天也高呼香港
要有言論自由的人，為什麼不走出來評評
理，說些公道話？」
不少網民都有同感。「Yat Fan Tony
Ng」留言道：「我經常說那些高舉民主和
言論自由在口邊的人最不民主和最不尊重言
論自由。但最令人憂慮和憤慨的是，當中有
些人受過高等教育，但依然不分是非黑白，
滿嘴歪理和動輒口出惡言。他們不會不明白
這樣是對民主政治有極大的破壞和影響的，
那他們仍然這樣做，所為何事？」
「Eddie Kau」直言：「『泛民』那班
人，只有順我者生，逆我者忙（亡），標
籤搞民主的，自己就獨裁主意，聲稱言論
自由，聽到自己不想聽的，就批鬥式沫

（抹）黑，這班已經不是民主派，只是一
班極右主義獨裁者。」
「Wilson Chung」認為，「（事件）反
映出為數不少的香港人對民主的價值觀。
行為有如宗教信仰的原教主義，道不同不
止不相為謀，簡直如殺人父母仇人看待。
誰的錯？站在道德高地的部分激進所謂學
者、宗教教士，學運，社運……其實就是
政棍。如某議員，在任教大學時，其激進
言論竟然鼓動追隨學生與不同政見父母終
生不往來！誰的錯？」

除了街知巷
聞 的 搶 女 EO
手機事件外，
民主黨區議員許智峯其實經常喺區
議會使用暴力。2014 年 4 月初，在
中西區區議會審議宣傳基本法撥款
時，許智峯就涉嫌踢傷兩名保安員
而被控兩項普通襲擊罪，惟最終甩
身。去年底，他在立法會會議衝擊
主席台時，更以大動作衝前阻止立
法會保安人員執行職務，幸無人受
傷。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其後發
信警告許智峯，批評他對有關的執
勤人員及議員構成危險，及妨礙正
在執行職務的立法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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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闖民政處 搶咪阻發言

2014 年 4 月初，中西區區議會審
批有關宣傳基本法的撥款時，許智
峯到場抗議，更企圖闖入民政處辦
公室，其間涉嫌踢傷兩名保安員，
其後被控兩項普通襲擊，惟最終甩
身。
2014 年 7 月，許智峯帶備大聲公
和塑帶等，突然在中西區區議會提
出臨時動議，但由於議員不可以討
論未列入議程的事項，其要求被
拒，引發爭拗。
在 6 次口頭警告後，時任區議會
主席葉永成勒令保安員驅趕許智峯
離場，許智峯即拉倒桌上的咪高峰
及示意發言的亮燈器。
在糾纏數分鐘後，保安員成功抬走
許智峯，但他其後衝破保安防線，兩
次進入會議室，最終被拉走。
去年 4 月，許智峯又再使用暴力。在中西區
區議會轄下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討論關
閉中環皇后大道郵政局一事時，許智峯就投票
程序與委員會主席陳捷貴爭論，其間突然走到
主席台前「熄咪」，不容陳捷貴發言。其後，
兩人在糾纏間雙雙倒地，令會議中止。
陳捷貴當時發出聲明，強烈譴責許智峯強行
搶奪咪高峰，阻止主席及其他議員發言，導致
會議被迫終止，及委員會主席倒地受傷。
中西區 14 名區議員亦發表聯署聲明，強烈
譴責許智峯提出限制議員使用終止辯論的動
議，破壞會議秩序，令會議不能正常進行，嚴
重浪費公帑。

涉襲立會人員收警告信
去年 12 月，在立法會會議期間，多名反對
派議員一度衝向主席台，其中許智峯涉嫌襲擊
保安員。立法會行管會在舉行會議後，決定向
許智峯發警告信。行管會主席梁君彥當時指，
在翻看錄影帶後，顯示許智峯當日衝前阻礙保
安員，「動作幾大」及有「其他動作」，可能
會對有關執勤人員及議員構成危險，其行為亦
妨礙正在執行職務的立法會人員。
今年 4 月，許智峯聲稱不滿政府人員「監
視」議員在議會行蹤的「私隱」，強搶一名保
安局女 EO 的手機，更將對方迫向牆角，伸手
繞至女 EO 背後強搶手機，更隨即跑到男廁
內，令女 EO 無法追回手機，欺凌女性的強搶
行為令全城震怒。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辦事處遭縱火
民記強烈譴責

網民：無人再敢替政府發聲
「Sam Choi」分析：「他們要做的就
是把一般立場中立的人都要他們收聲，然
後，令到所有人以後都不夠膽為政府而發
聲。簡單講，就是最大限度地剝削對方的
發言權，並最大限度地奪取輿論控制
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視網膜現小孔 葉太急治籲護眼
孔，若眼晴受壓，當中的液體便
可能會從小孔湧出來，造成視網
膜脫離，嚴重者可能會引致失
明。葉太表示，自己已接受手術
治療，籲大家即使自覺視力良
好，也應該定時進行眼部檢查，
好好保護眼睛。
葉太說，她向來為自己
的視力自豪，因為她不用
佩戴眼鏡，即使年歲漸
長，也可以閱讀報章或文
件上的小字。
不過，她早前預約眼科
專家檢查眼睛，雖然視力
很好，不用佩戴眼鏡，但
■葉太接受激光治療，燒焦視網膜小孔邊 當醫生用藥水替她檢查眼
底時，就發現她右眼視網
緣，令小孔不會再擴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
視力良好等於眼睛一定健康？新
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以自身經歷跟
大家說未必。她表示，自己早前
檢查眼睛，雖然視力良好，但原
來其右眼視網膜出現了一個小

屢暴力衝議會 曾傷保安被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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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有一個小孔。
由於有關問題嚴重者可引致失
明，葉太即按醫生建議接受治
療，以激光將小孔的邊緣燒焦，
令小孔不會再擴大。除了小孔問
題外，葉太說醫生指她眼中的晶
體也開始變得混濁，是白內障的
先兆，「其實現代人常常使用手
機或看屏幕，讓眼睛長期疲倦及
暴露於強光之中 ，自然易生毛
病，求醫者眾，長者排隊進行眼
科手術，均需要一段頗長時間，
難怪醫管局要推出公私營合作
了。」
她奉勸各位朋友︰「即使自覺
視力良好，也應該定時進行眼部
檢查，好好保護你的眼睛呢。」

■民建聯位於大埔昌運中心商場的辦事處遭縱
火，置於門外的宣傳品被焚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民建聯位於大
埔昌運中心商場的辦事處，周二（2 日）遭縱
火刑毀，幸事件中無人受傷，但一批宣傳品被
燒毀。民建聯強烈譴責縱火狂徒的違法行為，
並希望警方能盡快將縱火狂徒繩之以法。
事發於 10 月 2 日晚 8 時許。據商場保安員表
示，根據閉路電視所見，有一名年約二十歲的
男子，走近民建聯位於大埔昌運中心商場的辦
事處，並點燃置於門口的宣傳品，引起火警，
附近一間酒樓的員工見狀協助將火撲熄。
事件中無人受傷，但一批橫額及易拉架等宣
傳品則遭燒毀。
民建聯強烈譴責縱火狂徒的違法行為，並強
調任何人不論什麼原因或政見，絕不應做出違
法行為。「縱火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若火
勢蔓延，可以釀成嚴重的人命傷亡，我們對此
絕不姑息，希望警方能盡快將縱火狂徒繩之以
法。」
他們並向協助撲滅火警的酒樓員工表達衷心
的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