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A8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常 樂

20202020年年99月月1313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20年9月13日（星期日）

2020年9月13日（星期日）

在香港修例風波期間，台灣地區領導

人蔡英文及其所屬的民進黨為贏得選

舉，不斷公開撐香港的暴徒，更聲言會

為他們提供庇護，令有關人等有恃無

恐、肆無忌憚地搞破壞。香港國安法通

過，獨暴分子紛紛找數，有人就企圖潛

逃到台灣，但台灣大選已過，蔡英文已

順利連任，遂開始對潛台的獨暴分子愛

理不理。有自稱協助香港獨暴分子潛台

的台灣記者昨日稱，有於今年7月由香

港出發經東沙抵台的獨暴分子「現在人

還被扣在陸委會手上」，既無法聯絡親

人，也見不到律師，「與其說他們在台

灣得到了庇護，不如說他們過得比其他

偷渡者還慘，……我想告訴眾多無名無

姓沒頭沒臉的香港手足們，台灣真的幫

不了，也不是那麼想幫你們，你們值得

更好的，請另尋它路吧。」

台扣潛逃獨暴 記者揭「慘過偷渡」
無法聯絡親人律師 籲不要再來台另尋它路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前日發表聲
明，稱對12名涉嫌潛逃被內地海警拘捕的港人情
況「深表關注」，更稱中國至今仍未能向有關人
等提供有關的權利或指控他們的資料，「呼籲」
有關方面應「確保正當法律程序」。中國外交部
駐港公署發言人昨日強調，中國司法機關依法辦
案，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各項合法權利，嚴格按
照「一國兩制」原則處理涉及內地和香港的案
件。美方無權置喙。
蓬佩奧在聲明中先稱，12名港人在內地被捕後

未獲准與律師接觸，有關方面亦未有提供12名港
人的資訊，包括會以什麼罪名起訴他們等，「不
禁令我們對香港特首承諾保護香港居民權利表示
質疑」，並「呼籲」有關方面應「確保正當法律
程序」。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塔格斯（Morgan Orta-
gus）其後在Twitter聲稱，合法政府不需在國家築
起高牆，12名「香港民主活動人士」被捕是「香
港人權惡化的另一悲傷例子」，並「呼籲」廣東
有關部門「須確保正當的法律程序」。

按「一國兩制」法辦 美方無權置喙
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昨日對美個別政客

就一起仍在偵辦過程中的香港居民非法越境案指
手畫腳、說三道四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要
求美政客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
政。
發言人表示，中國是法治國家，中國司法機關

依法辦案，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各項合法權利，
嚴格按照「一國兩制」原則處理涉及內地和香港

的案件。美方無權置喙。
發言人指出，當下，美國自身經濟社會問題不

斷，種族衝突事件頻發，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
數高企，本應集中精力處理好國內事務。但美個
別政客不務正業，對其他國家內部事務表現出異
乎尋常的「關心」，橫加干涉，卻對本國存在的
嚴重問題視而不見、裝聾作啞。「我們嚴正要求
美政客遵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擺正自
己的位置，管好自己的事情，立即停止插手香港
事務、干預中國內政。」

外交公署：中國司法機關依法辦事

香港文匯報訊 12名香港黑暴分子涉嫌潛逃離港，在
偷渡台灣期間在內地水域被截獲，並被扣押在深圳，其中
6名自稱為被扣押港人的家屬昨日舉行記者會，聲稱為家
人的安危以至健康感到憂慮，特區政府「冷待事件」。香
港特區入境事務處發言人昨日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已積
極跟進事件。特區政府駐粵辦曾向有關部門了解，並獲悉
該12名港人現時身體狀況良好，及已聘請內地律師代
表。
6名自稱為被扣押港人的家屬，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及
朱凱廸陪同下會見傳媒。他們聲稱由8月23日事發當日至
今，被拘留者仍被「秘密關押、音訊全無」，又聲稱家屬
有循「正式途徑」委託內地律師前往看守所會見該12
人，惟內地有關部門要求家屬辦理公證書才獲准會面，但
有獲公證書者仍被拒絕與被拘留者會面。
他們更聲言，「中國當局」企圖以「官派律師」剝奪被

拘留人權利，而香港特區政府「從未提供任何實質協
助」。
他們提出4項要求，包括拒絕「官派律師」、要求當局

提供合適藥物予被拘留者、要求當局准許被拘留者致電家
屬、要求特區政府「確保該12名港人的權利」，立即將
他們從內地「接回」香港。

入境處：與家屬保持聯繫
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昨日回應傳媒查詢時強調，截至昨

日，入境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及香港特區政府駐
粵經濟貿易辦事處共接獲10人的家屬求助。小組與駐粵
辦自事件開始已密切與家屬保持緊密聯繫，多次主動聯絡
以了解最新進展。
入境處指，駐粵辦曾向有關部門了解，得悉該12名港

人現時身體狀況良好，及已聘請內地律師代表。小組及駐
粵辦已向求助家屬解釋相關的內地法律和法規，及提醒求
助人可考慮使用由駐粵辦委託的一所香港機構提供的「免
費法律諮詢服務」。

特快批證明書助委託律師
小組前晚收到一名家屬的求助，希望取得關係證明以委

託律師，小組於晚上即時聯絡家屬提供協助。一般而言，
「登記事項證明書」申請需時25個工作天，但為盡力協
助家屬，入境處於昨晨即已發出所需的登記事項證明書，
以使家屬可以盡快進行委託律師的手續。
就部分家屬提出當事人的藥物需要，入境處表示，小

組及駐粵辦了解後已向家屬解釋有關程序，及可將其書
面訴求，按既定機制向內地機關反映。如家人欲將書信
轉交有關人士，小組及駐粵辦可按既定機制向內地機關
轉達。
入境處強調，特區政府會繼續積極跟進事件及留意事態

發展，並提供適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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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撐香港獨暴分子的台灣記者鐘聖雄昨日在其fb發
帖，指自己於今年7月18日協助到台灣的五名香港

「反送中抗爭者」，仍被扣在陸委會手上，「打從抵達
高雄到現在近兩個月，他們沒有任何對外聯絡管道，別
說和（再也回不去的）故鄉父母報平安了，他們甚至連
長期協助示威者的律師、人權團體都見不到。」
他直言：「我想向香港的勇武抗爭者們說，如果可能

的話，不要再來台灣了。……一來是，此途多險，我和
朋友討論過，水路已完全行不通。且不論中國情報人員
在上半年大量進駐香港，六月起香港水域也增加了大量
巡邏人力，朋友甚至說，許多地點新增了空拍機，防不
勝防，通行難度比起前兩個月不是一個等級。」
他續稱，更關鍵的是第二點—民進黨真的不如大家

想像的挺「香港抗爭者」，「特別讓人不爽的是，某些
叫我們要『絕對保密』的人，其實也沒在保密。他們圖
的，是香港人閉嘴，人權團體與律師閉嘴，像我這樣的
中間人閉嘴，唯獨他們能有話語權。他們會說，很多事
只能做不能說；但我必須說，幾個月來我感受到的，只
有『不能說』，卻沒有看到誰做了很多。」

網紅批民進黨當國安包袱
台灣網紅、「上班不要看」創辦人邱威傑附和，稱
「鐘聖雄在過去兩年來，用各種合法非法手段往返香港
台灣，運送物資與人員，做了很多事情。他過去一年也
隱忍許多，沒公開說過一句重話，如今他感到失望，發
表第一線的看法，……原文裏面就說了，隔離也罷、低
調也好，但是我們對待這些政治難民，真的有做到公平
嗎？說什麼偷渡客，他們比偷渡客的對待還慘，見不到
律師，也無法跟父母報平安。」

他續稱，「說什麼撐香港，只是把人家當成國家安全
的包袱而已。那你一開始到底喊這些口號是為了什麼？
在這個時刻說風涼話，台灣幫不了你們。……對於撐香
港的台灣實況，我不是第一天知道，但我都沒說，因為
我××也不是第一線的人，我也怕自己認知不夠確實。
但今天最了解狀況的鐘聖雄都開地球說了，就表示他也
希望這個社會、香港的手足知道這個情況，那我就有那
個義務要幫他分享。」
對此，台灣「陸委會」以書面形式應詢時回應稱，對
於外界流傳的各項訊息，「陸委會」認為或有其「特定
目的」，對整個機制或個人可能造成傷害，並稱台灣政
府對港人已設人道援助機制，符合條件者都會給予必要
的「人道援助」云云。

台港網民不滿蔡英文出賣「手足」
不少台港網民都替被蔡英文出賣的「香港手足」不
值。「Lei Chen」直言：「選舉前喊撐香港喊得很大聲
啊，選完後就沒聲音了。」「Wang Yu An」道：「我
是覺得，那起初（蔡英文）就不要講挺什麼香港，還承
諾會幫助對方。做『總統』的總不能言而無信吧……」
「蔡鴻哲」揶揄：「撐香港撐個鳥啊，選票都騙到手了
誰鳥香港同胞？香港苦難同胞就好像小陰（英）擦過的
衛（衞）生紙一樣，不丟掉還要收藏起來聞香嗎？」
不過，有網民則持相反意見。「Feline Liu」道：「香港

人沒有上戰場的準備，就不要來台灣。我們沒有義務收難
民，也沒有本錢收難民。需要庇護，就去歐美，而不是前
線的台灣。」「Kin Hui」就將矛頭指向鐘聖雄及邱威傑：
「比較像是在借刀殺人吧～說話怪怪的且立場前後具（俱）
矛盾；原來是拐個彎後，重點就是打擊民進黨政府。」

由陳彥霖死因庭召開到日前
作出裁決，攬炒派就不斷質疑
在庭上作供、「真人露相」的
陳彥霖母親是「假的」、「戲
子」，就算庭上呈上有關的
DNA報告，班人仍然炒作陰謀

論。昨日，一班自稱12名偷渡
被捕的香港黑暴分子的家屬舉
行記者會，全部身穿黑衣戴黑
超蒙晒面，有網民就「以其人
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質
疑」呢班人係「戲子」。

質問不為還陽死者開記招
「時聞香港」fb專頁昨日轉

載了有關人等的記者會新聞，
並引述有網民質問：「823班暪
（瞞）逃，犯民不出一個月便
找到他們的家屬開記招。點解
831（太子站事件）班還陽死者
的家屬或死者本人，到今日犯
民仍不替他們開記招，交代當
日被殺和棄屍情況，以及如何
還陽？犯民是否有嘢隱瞞？」
「Kelly Chan」說：「問得

好！這些問題，『泛民』難以
解答，更懷疑這十二位朦
（蒙）面母親是否……扮野
（嘢）臨記？」「Pedro Orte-
ga」回應道：「正如黃絲話陳
彥琳（霖）媽咪，外公是假
冒，而這些家屬都遮到密不透
風，好大理由相信他們是假冒
的，請他們先做DNA驗證。」

「Lai Lai」就建議執法部門，
「這班人如果係家屬，原本計劃
在臺（台）灣接應暴徒的，一定是
剛從臺（台）灣回來，所以被隔離
了14日，現在才能亮相，查下
這些人做出入境記錄，一定可以
踢爆佢哋！」
唔少人就重提被攬炒派抹黑

成洪水猛獸的逃犯條例修訂。
「Laihing Cheung」道：「逃犯
條例你地（哋）又要反，而
（）家又話喺（係）香港人
犯咗法咪交番（返）比（畀）
香港處理喎，都未有相關條例
喎咁點搞呢，而（）家又識
得叫香港政府同警察幫手，
唉…你地（哋）想點呢？」
「Yip Paul」 揶 揄 ： 「 而

（）家佢地偷渡潛逃離開香
港，一心一意去臺（台）灣呀，
你地（哋）班垃圾點解要迫香港
政府接佢地返尼（嚟）香港尼
（呢）個地獄？應該叫臺（台）
灣民進黨去大陸救人吖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網民「質疑」12港人蛇家屬係「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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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名涉
嫌潛逃被內
地拘留的港
人家屬見傳
媒 ， 網 民
「質疑」這
班 家 屬 是
「戲子」。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攬炒派一直將12
個港人被內地扣查
一事講到天咁大件
事，仲大肆抹黑特
區政府同內地，咁
報稱係呢班人嘅家

屬噚日開記者會，又有幾多個攬炒
派立法會議員去呢？答案係兩個，
就係涂謹申同朱凱廸，其他攬炒派
議員全部唔見影，就反映佢哋有幾
「重視」啦！有網民就揶揄，攬炒
派真正關心嘅係議席，打吓嘴炮都
仲得，要做嘢囉喎，咪搞！
唔少網民喺fb相關帖子中留言，
質問點解得兩個立法會議員出席噚
日嘅記者會。「Tama Cat」點名之

前口口聲聲話自己幫梗呢12個人嘅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三白
眼做咩唔出尼（嚟）開記招？之前
出帖話幫手，無哂（晒）聲氣既
（嘅）？」「Katzzee Cw」就話：
「有時真係唔想死細胞睇咁多野
（嘢）但單野（嘢）佢地（哋）公
文袋（公民黨）跟×進左（咗）未
好×想知，提都無提，班律師又
去×左（咗）大陸跟進未好想知我
都唔×知又民調調嘜（乜）×野
（嘢）仲。」
「Jeff Li」就揶揄：「未傾掂數未
知民調應唔應該仲留係（喺）度所
以罷緊工呀佢（哋）！」「Ng
Chung Man」則話：「首先眾籌，

冇錢乜嘢都做唔到。跟住就話請最
貴的律師，話安排特別人士暗中幫
忙，跟住就話冇錢，又再眾籌，咁
咪發達囉！」

李偉峰抽水朱凱廸「總辭」
估唔到涂謹申條、油尖旺區議

員李偉峰咁都搵到機會抽水。佢將
矛頭直指一直要攬炒派「總辭」嘅
朱凱廸：「睇左（咗）個記招，朱
天子（凱廸）係咪諗開個記者會就
可以18日處理晒所有事？18日後又
邊個？用咩身份去逼×婆做野
（嘢）？」
佢話2012年做緊人質事件，去

到政總開會時，「連門口個popo

轉職守門口嘅都×口×面阻×住晒
（已經約好），估我地（哋）唔會
連任，唔使再睇我地（哋）面色，
亦唔會再有立法會層面的人跟
case，大選過後，即變烚熟狗頭，
因為心知要砌佢地（哋）幾
年。」
主留嘅李偉峰揶揄：「當主溜

派客觀搞到『成功為左仔全面佔領
立法行政』兩個權力核心之後，跟
住就係搞司法、法庭。主溜派仍舊
可以開記招×政府，永續反對派，
炒民怨，但係對事主們有咩作
用？定係事主們都覺得無問
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攬炒派議員潛水 網民揶揄打嘴炮
��$

■鐘聖雄在fb發帖，指抵台獨暴分子比偷渡者還慘。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