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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店」無底線播獨教壞細路
BYJ製仇警甜品書店販賣 政教界促嚴肅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黃店」為嘩眾取寵、爭取生意，愈發沒有底線。「黃店」

BYJ日前被揭發於太古城中心書店「誠品生活」的店舖內，售賣

多款宣揚「港獨」、黑暴、反政府、仇警的甜品，企圖荼毒常會

光顧該書店的市民。多名政界及教育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黃店」在一家大細都會光顧的書店宣揚仇恨和違

法政治主張，對市民、尤其是小朋友會造成不良影響，要求政府

相關部門和商家嚴肅跟進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因不滿香港大律師公會主
席夏博義隱藏其英國政治背景，以及提出修改香港國安法
的偏頗言論，多個民間團體昨日前往高等法院門外抗議，
批評夏博義貶損國安法，要求其立即辭職。
民間團體「保衛香港運動」強烈譴責夏博義作賊心虛的

行為，以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身份作掩護，令外國勢力插
手香港司法界事務，相信此舉必然損害香港的法冶與安
定。「保衛香港運動」表示，強烈反對在當前政治環境
下，由一位反華的英國政棍出任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絕
對是引狼入室，要求夏博義盡快辭職下台、滾出香港。
民間團體「不平則鳴」指，夏博義對業界和選民隱瞞其
政治背景，連提名人都不知他所任的英國公職，絕不是正
直人士所為。一個在1月4日才辭去英國市議員職位的
人，其目的是藉英籍之便勾結外國勢力，干涉香港，挑戰
香港憲制秩序對抗中央。團體續指，夏博義甫上任，就叫
囂要修訂國安法、質疑全國人大常委會權威，這完全背離
專業操守和職業良知。

多個團體請願 促夏博義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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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分子近年來借
機大肆破壞社會，一
班「黃絲」見佢哋做
盡違法行為唔單止無
指責，反而個個拍手

叫好，將奉公守法嘅道理拋諸腦後。
但今時今日，有啲「黃」議員喺上位
後反而要求大家守規守矩，同當初嘅
取態完全唔一樣。立場轉得咁快，唔
怪得一班「同路人」都質疑佢哋係咪
已經忘本啦。

廖柏康嚴打小販被鬧賣「琦」
講緊嘅係沙田區議員廖柏康，話說

佢日前去到廣源邨處理無牌小販嘅問
題，過程中仲同販商發生激烈口角。
廖柏康形容自己係「做緊一件正確嘅
事」，仲叫大家唔好再助長無牌小

販。不過一班網民似乎非常不滿佢趕
走小販嘅行為，仲拉埋所謂「魚蛋革
命」嘅旺角暴動一齊嚟講，「Steven
Yu」話：「梁天琦幫小販出氣彈起，
這位區議員就係靠趕走小販彈起。」
「Lai Man」就話：「廖柏康，你咁樣
處理D（啲）小販，對唔對得住坐緊監
的 梁 天 琦 ！ 」 「StandyYu」 話 ：
「咦？原來梁天琦畀（俾）你哋當咗
condom啦？麻煩記下今日咩日子。」
而原名葉鍵濠嘅商業電台節目主持

健吾都表示無奈，仲轉貼咗輔仁媒體
總編輯容樂其嘅帖文，稱「五年前梁
天琦為左（咗）街頭小販嘅生計搞
『魚蛋革命』，今日有『黃』區議員
報食環捉小販。」容樂其更加質疑：
「班人究竟有無政治信仰？」
除咗廖柏康，同區另一位「黃」議

員黃文萱亦疑似俾「熱血公民」立法
會議員鄭松泰追擊。鄭松泰就話有朋
友向佢哭訴，指「黃」議員上任後趁
住原本嘅業委被換走，於是嚴格執行
屋苑內唔准養狗嘅規定，結果搞到屋
苑內嘅狗主都人心惶惶。鄭松泰仲引
述佢朋友所講「這個屋苑本身已是
『鎖車之城』，現在更說要保持『衞
生』嚴肅執行禁狗令，都唔知係可悲
定可笑。」

黃文萱嚴阻養狗又宣旺暴
有樣嘢叫崩口人忌崩口碗，黃文萱

事後就喺fb回應鄭松泰話：「公契已
然訂立，我認為大家應該遵守及尊
重，違規者應面對規管」、「文明社
會貴乎大家自律」。不過有網民就發
現，黃文萱喺同日轉貼過旺角暴亂嘅

新聞，提醒大家要記得五年前發生嘅
事。網民「Yip Chan」可能見佢五時
花六時變，忍唔住鬧：「遵守公契？
咁你講乜『魚蛋革命』？你無資格講
『本民前』的！」「Michael Panda
Fung」就揶揄：「真係好笑，法律夠
寫明唔準（准）小販無牌販賣，你地
（哋）班人新年又咁鍾意去幫襯。依
（）家走來話跟大廈公契冇問題，
真係你地（哋）講哂（晒）。」
見到成班「黃」議員個個都雙重標

準、一時一樣，好多「黃絲」都睇唔
過眼，除咗話佢哋食人血饅頭外，仲
批評佢哋吸完「義士」啲血，變為區
議員後就做城管，為生計搏業績去幫
手打壓自由，搞到一眾「同路人」好
失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思言

「黃區員」變臉促守法「同路人」質疑忘本

●「保衛香港運動」到高等法院外請願，要求夏博義
盡快辭職下台。

●「不平則鳴」批評夏博義隱瞞政治背景，絕非正直
人士所為。

太古「誠品生活」是香港最大型書
店之一，假日經常人頭湧湧，不

少區內學生、年輕人經常到店光顧。
不過，「黃店」BYJ自去年11月起於
店內售賣多款宣揚黑暴、反政府、仇
警主張的甜品，包括繪有警察開槍、
黑暴開傘等圖案，甚至寫上「光時」
等「港獨」口號。該「黃店」負責人
日前接受《蘋果日報》訪問時聲稱，3
件寫上「×街死」以及諷刺警員的甜
批被誠品職員「擅取」達半小時，據
報道「誠品」曾着其收起涉事甜批，
並指有市民向職員投訴店內擺放不雅
物品。

誠品曾接投訴促下架

香港文匯報昨日向「誠品」查詢，
是否認同該「黃店」售賣相關產品，
以及會否要求撤銷相關產品等，惟至
截稿前仍未收到回覆。

郭偉强批荼毒青年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東區區議員郭偉

强表示，該「黃店」的食品造型充斥仇
警、人身攻擊的訊息，加深社會矛盾，
有違多元包容的香港精神，在商場宣揚
仇恨，除了荼毒年輕人，亦為顧客帶來
不良觀感，商場的管理公司責無旁貸。
他直指，這種食品令人難以下嚥，呼籲
該「黃店」回頭是岸，改以正能量製作
食品，共建和諧社區。

劉佩玉籲市民杯葛
民建聯深水埗區議員劉佩玉表示，

該「黃店」公然利用食品在書店宣揚
黑暴及「反政府」主張，有損年輕人
心智發展，建議特區政府要正視「黃
店」問題，加強宣傳教育，並呼籲市
民要杯葛任何在社會宣揚仇恨的無良
商店。

穆家駿責極不恰當
教聯會副主席、教師穆家駿表示，該

「黃店」的食品充斥仇警主張及粗鄙字
句，就算在電視或電影出現相關內容都
需要家長指引，而該「黃店」在一家大

細都會光顧的書店售賣，很容易讓小朋
友接觸到相關不良訊息，極不恰當，要
求誠品顧及客人感受，妥善處理。

陳壇丹倡立法遏播謠
青年民建聯副秘書長、教師陳壇丹

表示，很多家長都會帶小朋友到書店
看書，該「黃店」卻在誠品藉食品散
播詆毀公職人員、警隊的極端思想，
除了對小朋友有不良影響，亦涉嫌違
反香港國安法，誠品應嚴肅處理。 他
並指，現行法例下，社會仍有不少人
以失實信息誣衊香港警察及特區政
府，建議特區政府應盡快研究立法規
管，杜絕造謠及侮辱公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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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向7名現任前任警高層頒獎狀 表揚維護國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為表揚
警隊為落實香港國安法及成立國家安全
處，對維護國家安全作出重大貢獻，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向7名現任及前任高級
警務人員頒發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以
表揚他們為維護國家安全及保障「一國兩
制」全面貫徹落實而作出個人犧牲及工
作。
頒授典禮昨日於禮賓府宴會廳舉行，7名

獲嘉獎的現任及前任高級警務人員，包括
前香港警務處處長盧偉聰、香港警務處處
長鄧炳強、副處長（國家安全）劉賜蕙、
高級助理處長（國家安全）蔡展鵬、助理
處長（國家安全）簡啟恩、助理處長（國
家安全）江學禮及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
華。
特區政府指，為落實香港國安法及成立

國家安全處，香港警務處在極短時間內完
成籌備所需的人力、設備、設施，並制定
管理與行動上的策略，以及程序指引。過
去多月，負責的警隊人員展示出卓越的領
導才能、專業質素、敢於擔當的精神，並
堅定不移地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值
得嘉許。其中7名相關的警務人員為維護
國家安全及保障「一國兩制」全面貫徹落
實而作出個人犧牲，表現出不屈不撓、無
畏無懼的堅定立場，行政長官對他們的工
作充分肯定，並予以嘉獎。
另外，林鄭月娥昨日亦在社交平台指，

「心水清」的人士會聯想起這7位警務人
員都是早前連同她和另外4位政治委任官
員被美國無理「制裁」。他們每一位都展
現堅定立場、無懼威嚇、理直氣壯地履行
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

●林鄭月娥（左五）在禮賓府向7名現任和前任高級警務人員頒發行政長官
公共服務獎狀。

有啲「黃店」成日以「本土」
原創做生意招徠，但原來佢哋嘅
產品設計都抄襲返嚟？話說多間
「黃店」趁住除夕臨近，諗住聚
埋搞個年宵市集賺返筆錢，但

Facebook專頁「黃色文創圈」近日就踢爆，原來
唔少市集裏面嘅「黃店」都係賣緊其他「同路
人」創作嘅文宣作品，仲要事前冇問過創作者同
意，又大鬧呢啲行為等同偷嘢。其實做得「手
足」都係「自己人」啦，有啲嘢又唔使咁計較
嘅。
「黃色文創圈」喺帖文話，呢幾日嘅年宵市集

出現好多唔愉快嘅事件，原來好多「黃色文創
人」嘅原創文宣作品，喺冇經當事人同意嘅情況
下，突然成為咗某啲「黃店」嘅產品。帖文又扮
晒正義咁話：「即使『義賣』『籌旗』『幫手
足』『本土製造』『made in HK』都完全唔足
以成為任何盜竊的理由。無錯，係盜竊，姐
（即）係偷嘢」，又hashtag「同賣老翻（盜
版）有咩分別？」
根據帖文嘅相片，原來唔少原創者嘅設計，都

被年宵入面嘅「黃店」攞嚟印咗喺利是封或飾物
上面，呢班創作者都各自開post大鬧，話佢哋免
費釋出嘅文宣，係畀大家攞嚟「行公義」而非做
產品喎。

網民揶揄「義賣」名義掩劣行
網民「Kasper Tang」就貼出一盒安全套嘅相
片，揶揄「勇武手足」都只係用嚟賺錢、用完即
棄嘅condom，「So Fong」就話：「所以從來都
唔會買所謂『黃色市集』嘅嘢， 要買就直接去
創作者本人page買。」「Ann Wu」就認為賣黑
暴卡通產品嘅「同路人」都冇尊重版權：「其實
大家買『Pepe』『連豬』『連狗』都係冇專
（尊）重知識產權，不過都係一句『手足』一句
『義賣』掩蓋左（咗）成件事囉。」
「Windy Li」就話：「我係覺得呢啲人最好笑

既（嘅）係，話拎人地（哋）心血搵錢係幫緊
『手足』……既然講到印人地（哋）文宣係為咗
捐錢，咁印刷費直接捐出去咪係，搞咁大場龍鳳
咪又係為咗錢……（最後）有冇捐到都冇人
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黃絲」爆料「黃市集」
揭年宵貨互抄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壹傳
媒創辦人黎智英涉違反香港國安法的案
件，終審法院裁定律政司就黎智英保釋
的上訴得直，黎繼續還柙。身兼行政會
議成員的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昨日在電台
節目表示，終審法院的判詞釐清了重要
問題，說明香港國安法不會損害被告權
益。他指出，因為香港國安法以預防為
主的特殊情況，保釋門檻的確較高，人
權保障要止步於國家安全是國際共識。
終審法院判決指，香港國安法第四

十二條對保釋的門檻，較一般本港法
例嚴格得多，並且以「不得准予保
釋」為前提，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
信被控人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
行為。

舉證責任或落在被告
湯家驊指，根據香港國安法，除非法

官有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會繼續實施危
害國家安全行為，衡量是否批准保釋
時，要求被告舉證證明其不會再做犯罪
行為，因此保釋門檻是提高了。他又
指，國安法的本質很獨特，因為國家安
全相關的罪行相當嚴重，全世界的國安
法都是採用預防方式，阻止危害國家安
全的事發生，因此在一些情況下，國安
法案件的舉證責任在被告身上。他強
調，此做法於現行其他法例中亦存在，
例如被控藏毒者或被要求證明自身不知
所藏有的是毒品，因此主要視乎案件性
質，不存在所謂「政治陰謀論」。
他認為，終審法院的裁決相當技術

性，釐清了重要的問題，而且並未判
定應否批准黎智英保釋，而是定下原
則，要求原訟庭按相關原則重新考慮
是否批准保釋。終院的解釋並不等於
涉嫌干犯國安法的人永遠不能保釋，

由於黎智英團隊表示會重新申請保釋，相信法
律理據會有所改變，律政司亦會調整回應的理
據。
保障人權方面，湯家驊指出，香港國安法第四
條包含基本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等條文，因此不擔心香港國安法下人權會不
受保障。而且，國際人權公約中亦寫得清楚，所
有自由權利都因應國家安全而有所限制，在國際
社會上，對於自由及權利的定義，都止於國家安
全，因此不能說人權會因為國家安全而自由被削
弱。

●「黃店」BYJ被揭發於太古城中心書店「誠品生活」的店舖內，售賣多款宣揚
「港獨」、仇警的甜品。 網上圖片

●有「黃營」fb專頁踢爆有「黃店」賣嘅產品係
抄襲「同路人」嘅設計。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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