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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華懦夫大話精

因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而正被警方通
緝嘅前「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近
日就喺fb分享「經驗」，不點名批評袁弓
夷嘅做法冇用，仲會洩露個人資料，所
以大家要「謹慎看待」呢啲網上言論。
羅冠聰喺fb話，對早前有KOL喺影
片呼籲希望離開香港嘅「手足」，將個人
護照影印本寄送到指定email，再由對方
轉交美國國務院嘅做法感到非常訝異，
又稱任何時候都唔應將護照影印本交畀
「陌生人」，而且根據佢嘅經驗，目前並
無呢位KOL所講嘅機制。佢仲「語重心
長」咁提醒「手足」：「也許大家都希望在殘
酷現實中找出路，但大家應謹慎看待網
上言論，並小心避免洩露個人資料。」

三七叫謹慎
勿郵陌生袁

雖然袁弓夷都算係攬炒派嘅「老前輩」，但佢今次呢番出位言
論，令唔少後輩都開聲反對。前「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
團」發言人邵嵐前晚就喺喺fb叫對方唔好信口雌黃、亂作承諾，
但又扮晒好有同情心，話願意相信袁弓夷嘅人一定係走投無路，
叫人將心比己，唔好講埋啲「咁都信」「智力門檻」嘅風涼說話。
邵嵐喺fb貼咗一篇總結袁弓夷當日直播內容嘅文宣圖，仲
話：「諗嚟諗去都係覺得『妖言惑眾』四個字最貼切。」佢其後
再貼文教「前輩」做嘢：「再者無論有無人信都好，根本袁弓夷
或任何組織作為有影響力嘅公眾人物都唔應該信口雌黃亂作承
諾、周圍宣揚啲誇大其辭嘅言論吧。」
攬炒派沙田區議員趙柱幫就留言批評：「有心無力會害×死
人。」「Charlie Kwok」亦批評：「最忌就係誇下海口，會搞
到啲人一身蟻，愈搞愈好似世紀騙案咁。」

邵嵐鬧反智 批妖言惑眾

鴿廷扮內行
暗鬧袁害人

岑敖暉跟聰 被寸假惺惺

信「袁爸爸」都傻派：
◆Mylinh Tran：到目前為止都未講過一個關鍵性的問

題，有關「手足」的旅遊證件被扣，或正在候審，而
他們若批準（准）移民，特衰（區）政府會否放人？
◆object71：就算羅冠聰叫我畀passport，我
都信佢唔過啦，何況「袁爸爸」。
◆唔得喎大佬：哩（呢）啲KOL聽下（吓）咪算，
信佢已經on×，仲要比（畀）埋私人資料佢，

大佬呀，佢網上藝人黎架（嚟㗎）喳。
◆Tammy Tsang：就聽吓你狗噏大師
噏也×。
◆無帶錢去食飯：唔敢話佢有問題
啦，只係懷疑佢有咩能力，可以令國
務院改政策，隨便出到「庇護」。
◆杜生：我比較信係袁爸對呢件事有啲

naive（幼稚），佢覺得佢既（嘅）人脈可
以做到呢點，但世界上點會有人敢寫包單一

定走到。

「袁爸爸」信徒派：
◆Kally Wong：美國橫空出了Trump挽救世
界于（於）狂瀾。香港橫空出了「袁爸
爸」拯救香港下一代！
◆ Amy Li： 美 國 有 Donald
Trump， 香 港 有 Elmer
Yuen，香港之父，「袁爸爸」。
◆Fola FU：袁老爸大恩大
德，絕對是香港抗爭年輕
人再生之父，他身體力行
講到做到，令（人）敬佩！
◆Jdhe Gjdd：「袁爸爸」
放心，做自己認為對的事，
沒有任何事可以影响(響）到您！
愛「袁爸爸」的人會分辨真假！
◆sarahho100：謝謝「袁爸爸」用
心用力幫助「手足」門（們）渡過難
關，成就香港未來領袖人才。
◆Doris Yeung：謝謝「袁爸爸」，身為後輩深感
慚愧，要你為港年青（輕）人奔波。

袁弓夷叫「手足」電郵護照
副本一事引起軒然大波，佢
嘅親生女袁彌明則力撐老
竇，仲利用「黃絲」不分化
不割席嘅精神，叫大家「各有

各做唔好再嘈」，仲話「乜都係博一博」喎。
有網民睇完即刻心寒，話估唔到佢哋攞「手
足」條命嚟博都仲可以講到大義凜然，如果
袁家唔係成家黐線，就一定係全家低能。
袁彌明噚日喺facebook反駁攻擊其父嘅
人，又暗諷羅冠聰等所謂「國際線」「手足」唔
做嘢：「宜（𠵱 ）家仲有邊個based in華盛頓
做緊嘢呢？各有各做，唔好嘈啦。乜都係博
一博，博年輕人唔被『送中』咋。」「看到
少少漏洞就歡天喜地地大肆攻擊，好得閒？
我都想問吓條anti-trump華盛頓『國際線』
最近做緊乜，有無updates。我之前都課金了
不少。」

鬧亂噏呃Like 袁粉反指妒忌
咁出位嘅言論即刻令唔少「黃絲」網民心
寒，好似「Alicia Li」就話：「點解你可以
講到拎『手足』條命嚟博係好正常嘅事？」
「Boris Kwong Ka Chun」就回覆：「成功
咗咪有得做救世主，失敗咗就賴美國冷血，
零成本，佢梗係博啦，又唔係佢條命。」
學聯前秘書長陳旻羲更開post大鬧袁家：
「神經病，成家都痴（黐）×線。你唔好話
林鄭based in禮賓府做嘢？」「好彩Erica
（袁彌明）講一講，唔係我以為佢老竇

based in 小欖（精神病院）。」
「Chris Wong」亦批評：「屈晒機。唔係
撐侵（特朗普）嘅『黃絲』你就×，宜
（𠵱 ）家你老豆亂up（噏），有人提醒下
（吓），你就攞出兄弟爬山。」「Haula Pak」
就為袁家「護航」：「以為係陰謀，但更似
係真心低能。」
雖然攬炒分子害死「自己人」嘅事屢見不
鮮，但至今仲有人撼頭埋牆，一班盲撐嘅
「黃絲」真係功不可沒，例如「Kona Yen」
唔止撐袁家，仲話反對嘅「同路人」冇用：
「批評容易，誰在做？沒有更好的方法的人
請閉嘴！有更好方法的人就去做。事到如
今，有完全不用冒險的嗎？全力支持袁爸
爸！袁爸爸為香港人做一日野（嘢），勝過
D（啲）廢話人說十年！」「Skye Ling」亦
認同：「班友妒忌，無得領功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袁弓夷日
前在YouTube直播中呼籲，打算離開香港
的示威者可用電郵發送個人護照影印本給
自己，聲稱可以轉交美國國務院，再安排
與當地領事館職員見面。香港政法界人士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指出，若袁
弓夷通過聯絡美國國務院等境外勢力，阻
礙香港警方對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的嫌犯
執法，可能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而收集
護照影印本亦涉嫌侵犯個人私隱。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表示，袁弓夷
的言行非常「騎呢」，質疑他能否代表美
國政府和黨派，其直播言論只是「拉大旗
當虎皮」，無非是在香港社會製造恐慌，
讓大家認為香港的政治局勢非常緊張。

他並認為，護照資料等個人私隱亦不能
輕易提供給別人。至於那些到美國領事館
尋求政治庇護的人，全部是倡議「港獨」、
勾結外部勢力者，就算要到美國亦毋須找
袁弓夷協助。他認為，無論是袁弓夷還是
林卓廷、羅冠聰等人，行為只為要令自己
成為「獨攬美國的代言權，狗咬狗骨是很正
常的事情，只是亂噏」，因此羅冠聰代表不
了美國，他也不想袁弓夷成為「代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律師陳曉峰說，以

人脈關係「特權」繞過正常法定程序「打
尖」攞簽證，在很多國家及地區都可能違
反「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他質疑袁弓
夷並非美國國務院的代理人，並呼籲任何
人在網上發放個人私隱資料前要考慮「駭

客」的存在及身份被盜用。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教授

傅健慈認為，袁弓夷的言論明顯是想協助
涉及修例風波或黑暴的「示威者」逃走，
這些人若是參與反政府甚至「港獨」行
為，由於有關人等會因為袁弓夷安排的
「會面」得以「走佬」美國，逃脫香港警
方的執法，故袁弓夷的行為也阻礙香港警
方的執法。袁弓夷雖身在美國，聯絡美國
國務院亦屬於勾結外國機構和外國勢力，
可能會干犯香港國安法。
他並呼籲違法者回頭是岸，不要妄想

「走佬」離港，美國不會真心幫助香港的「棄
子」，不如認罪伏法，盡量減輕刑罰責
任，還可以更生重新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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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詡「黃到金」的香港生意人
袁弓夷在今年5月的一天一夜
竄紅，成為攬炒派KOL，是因
為他有一張巧言令色的嘴。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5
月22日上午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作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的說明。全國
人大常委會決定將有關法律列入香港基本
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區在當地公布實施。
一直標榜「美國夢」的袁弓夷抓住時

機，翌日直播了一條一小時的YouTube

影片分析「時勢」，給「黃絲」畫大餅，聲
稱當時是內地多年來「最積弱」的時刻，更
聲言這是「香港和美國同盟」對付國家的
「perfect timing（完美時機）」。而一向對無
腦的反中反港煽動毫無抵抗力的「黃絲」隨
即找到了意見領袖，從此視袁弓夷為「袁
爸爸」，之後常常為其貢獻幾十萬點擊。
風頭賺盡的袁弓夷隨後就好像「政治

家」附體，在英、美國高調聯繫反華政
棍，列席美眾院香港國安法聽證會，散播
謠言，「聲援」「12逃犯」等，企圖煽動反華
勢力「制裁」內地和香港，甚至推翻政權。
他並在社交媒體不斷報告其對英美「制裁」

內地和香港等的看法以「影響」「黃絲」思想和
行動，甚至一度自負到聲稱會要求美國國

務院「制裁」解僱「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的港
大校董會成員和其親戚。曾公開批評民主
黨林卓廷最喜歡玩「語言偽術」的袁弓夷，其
實自己分明也是「得把口」的「語言玩家」。
袁弓夷曾將自己的同代人叫做「東亞

懦夫」，又聲稱香港支持「抗爭」的年輕
人是「東亞勇夫」，煽動他們持續「抗
爭」。不過，他今次的行為，正是企圖以
「懦夫」的思維為「勇夫」勾勒不必承擔法
律責任的海市蜃樓。攬炒派此次紛紛闢
謠，可見他們心知肚明，逃跑對「勇夫」的
吸引力可以讓袁弓夷的煽動得逞，亦可見
所謂「勇」並非敢作敢當，而是匹夫之勇，
所謂「袁爸爸」也無非是「吹水唔抹嘴」的自
負大話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反華懦夫大話精

攬炒派荃灣區議員、學聯前秘書長岑敖暉轉發了羅冠聰的帖文，並寫
道：「請各位『手足』注意，人命要緊。」網民「普賢」留言揶揄：「非常
時期用非常方法！唔係個個都可以像羅冠聰走得咁快嘅！」「kayun hui」

就叫岑敖暉唔好假惺惺：「留係
（喺）度唔走，聽你地（哋）支
笛都唔見保得住條命喎。」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噚日亦喺
facebook話要向袁弓夷「進一言」，但字
裏行間疑似鬧緊佢推「手足」去死。林卓
廷喺帖文提出3點：第一係面對「國家級
監控」，民間電郵通訊絕不穩妥，資料隨
時被盜「送中」，「後果堪憂」；第二係
佢一直接觸外國駐港領事，認為袁爸爸所
指嘅方法並非領事嘅行事方式；第三係香
港嘅國安人員一定長期喺外國駐港領事館
外「監視」，「甚至部署人手準備拘捕任
何試圖進入領事館的目標人物。」
林卓廷仲話，希望各「手足」審慎平
衡試圖進入領事館嘅需要同風險，再作
「明智決定」，又「希望袁先生考慮收回
建議，讓事件告一段落」。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
員裴倫德（Luke de Pulford）
喺twitter不點名回應袁弓夷
嘅行動，聲稱呢個係極不負
責嘅害人行為：「香港朋
友，為免生疑問：任何告訴
你試圖在外國領事館尋求庇
護並且他們已經『做出安排』
或可以『保護你』的人
都不是在說真話。」

裴倫德打假 直指袁靠害

電郵護照案底轉交美國務院？ 被指超低能鬼到爆
所謂「居英港人組織」「Friends of Hong Kong」

自稱於早前展開所謂的「營救行動」，「協助」鍾翰

林等5名「港獨」分子向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但美領

館拒絕幫手，唔少人質疑根本係有關組織要出名來搞「眾籌」，所以老點「手足」去

「送頭」。近日，被「抗爭者」稱為「袁爸爸」嘅攬炒派KOL袁弓夷開直播，叫班香港「手足」電郵

護照副本、聯絡電話，甚至案底資料畀佢，由佢「直接交予」美國國務院，再安排各地美領館協助

「手足」「流亡」。唔少「同路人」都質疑袁弓夷的建議冇用，更質疑喺「手足」提交個人資料過程

隨時會洩漏其個人資料，叫袁弓夷唔好害死「自己人」，有人甚至質疑佢係「鬼」。有人則認為，袁

弓夷此舉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請問國安處如何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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