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勸黃絲勿移民 劉頴頴匡淪笑柄
獄中撰文叫人「齊上齊落」網民譏「有得走你唔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喺黃絲嘅字典裡面，原

來「齊上齊落」嘅正解係

「 有 福 我 享 ， 有 難 你

當」。隨着多個亂港政棍

相繼坐監，黃絲開始醞釀移民潮，但因

為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而正被還柙嘅劉

頴匡，近日竟然寫信讚自己已經兌現

「齊上齊落」嘅承諾，所以請大家唔好

捨棄在囚「手足」，要一齊「抵抗移民

潮」喎。不過，呢啲說話對一向都當

「手足」係condom（避孕套，意指用

完即棄）嘅黃絲當然冇用，佢哋仲反問

劉頴匡：「有得走唔通你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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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梵蒂岡教廷日
前委任華仁書院校監、耶穌會神父周守仁為香
港教區新主教。周守仁昨日會見傳媒時表示，
對出任教區主教感到榮幸，暫未有詳細的工作
計劃，但認為陪伴和聆聽年輕人，與他們「同
行」是十分重要。他並指，教育最重要讓學生
有足夠的思想空間，但特別是與法律相關的問
題，學生應了解客觀的事實才能有思考空間。
周守仁表示，不一定要認同對方，但須具備

同理心去理解和感受對方處境，強調與年輕人
的溝通方式和要求不能與成人一樣。
被問到作為主教可如何修補社會撕裂，周守

仁重申，對話十分重要，並指「各有各講」並
非對話。
周守仁認為，教育最重要的是讓學生有足夠

的思想空間，否則他們難以成長，明白有部分
議題比較敏感，特別是與法律相關的問題，學
生應了解客觀的事實才能有思考空間。

不鼓勵任何人做犯法行為
他又指教區有很長歷史，主教擔當承傳角

色，任重道遠，並希望幫助社會中被忽略的群
體，例如家暴受害者和失業者，教區會與慈善
團體和政府合作，一同改善民生。
被問到會否參與今年6月4日集會，周守仁
指，會視乎情況是否合法，自己不會做不合法
的事，亦不鼓勵任何人做犯法行為。

難分真與假，黃
圈多險詐。香港文
匯報早前報道，俾
唔少黃絲追捧嘅大
埔「連儂畫家」袁

健龍因為周圍呃錢，搞到一位聲稱
識咗佢20年，而且多次借錢畀佢嘅
黃店店主「Joyjoy Ng」都話要同佢
割席。經過幾個月，由於目前身在
英國嘅袁健龍仍然唔肯還錢，
「Joyjoy Ng」就加大力度喺網上公
開多項「證據」，意圖引導黃絲輿
論，點知有網民就質疑，「Joyjoy
Ng」因為曾被袁健龍踢爆係偽黃，
所以先反咬一口，搞到成件事對比
起啲靈異故事，更加撲朔迷離。
話說袁健龍喺幾個月前聲稱有人

偷偷向佢fb上嘅朋友發私訊，指控
佢借場「運動」嚟呃錢，「迫於無
奈下」自製多張圖片交代自己喺英
國畫畫支援香港「抗爭」嘅開支，
但自從俾黃店「Jn Workshop」店
主「Joyjoy Ng」踢爆借錢唔還兼
呃飲呃食後，唔知袁健龍心虛定理
虧，佢幾乎刪晒自己fb所有帖文。

公開追債對話記錄
為咗向潛咗水嘅袁健龍追數，

「Joyjoy Ng」亦不甘示弱，喺 fb
貼出聲稱係呢幾年同袁健龍嘅對話
記錄，內容包括袁健龍多次採取拖
字訣唔還錢、自稱冇錢開飯要搵
「Joyjoy Ng」黐餐，借錢借到屋
企人都唔肯再幫佢等。
「Joyjoy Ng」更貼出入數紙怒

斥：「借錢唔還，入數紙有大
量，還錢呀！×街！」「你唔好
再龜宿（縮）！係男人就出嚟，
快啲出嚟當面對質！廢話少講你
啲大話多到不得了，我有大把證
據，你話對質但係又要block（封
鎖）所有苦主電話！身有屎呀？
出嚟對質呀！」
不過，網民對呢啲私人錢債似

乎 唔 太 感 興 趣 ， 好 似 「Sin
Leung」就話：「單野（嘢）仲未
搞掂？」「Leo Rose」都希望件
事快啲解決：「連儂畫家，不如
四四六六講清楚佢，唔好大家估
估下（吓），你又話我屈你，我

又話你作嘢。公道自在人心，事實只會越辨
（辯）越明。」
「Brian So」就轉載指控「Jn Workshop」
係偽黃店嘅圖片，裡面提及「Jn Workshop」
抹黑另一黃店「泰記壽紙網店」，而當時連
「黃藝人」王宗堯都參與其中，站隊「泰
記」，發帖質問「邊個屈人咁×k」。該圖又
聲稱「Joyjoy Ng」協助警方拘捕「連儂畫
家」認識嘅文宣「手足」，而「Joyjoy Ng」
就惱羞成怒反咬「連儂畫家」先係偽黃喎。
𠵱 家網上假資訊氾濫，尤其擅長製造同傳播

假資訊嘅黃圈，為咗抹黑仇人整出嚟嘅「證
據」幾可亂真，分分鐘喺呢啲黃圈恩怨裡面，
個個都係鬼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目前已被還柙逾4個月嘅劉頴匡，噚日就透過朋友
喺facebook貼文，原來佢近日喺報紙見到大量

移民廣告，深感唔少獄中「手足」會因此灰心，所以
就寫咗封信叫大家「抵抗移民潮」。
封信深深流露出充當咗爛頭卒嘅劉頴匡有幾咁不
甘，佢提到雖然政府拘捕參與「初選」嘅「民主派」
的確令社會轟動一時，但「世界係冇任何改變」，就
只係多咗相對出名啲嘅人坐咗監，想像中嘅「政治衝
擊」完全冇出現。眼見每日都有「手足」入獄，但就
愈嚟愈多港人放棄、離開，令坐緊監嘅「手足」好似
冇咩意義。
劉頴匡仲話，即使自己知道要承受刑責都「毅然選
擇」留港，反問其他人「有咩理由恐懼？又有咩理由
捨我哋而去？」

攬炒區員轉發 幫口鬧「煽移」者
沙田區議員趙柱幫唔知係咪睇完封信後深受感動，
於是就喺fb開post幫口批評慫恿移民嘅黃絲：「有能
力嘅人為求自保要移民。大家理解，唔緊要！但唔該
就收聲，靜雞雞走就算。移民×仲要不斷向大眾渲
染，香港依（𠵱 ）家點樣危急存亡……大家唔移民唔
走，就會攬住一齊死。呢類人係最×街！」

可惜兌現承諾對黃絲嚟講簡直係冇可能嘅任務，
「膠液現牆」一嚟就抱住懷疑眼光：「我明佢講感
受，但移民×都有佢道理，留係到（喺度）除左
（咗）交稅仲可以抗爭d（啲）咩？《蘋果》都就黎
（嚟）比（俾）人搞到執。」「Ray Yau」就認為劉
頴匡過於天真：「睇到呢句說話我就覺得傻。逝者已
逝，要人地（哋）倍（陪）埋你一起逝先至叫做『有
意義』？」

「叫許智峯羅冠聰返嚟陪你囉」
心水清嘅「Leslie Lai」就攞其他攬炒分子為例反問

劉頴匡：「坐監坐到傻×左（咗）？叫幾百萬香港人
陪你坐好唔好？重（仲）有許智峯，羅冠聰個d
（啲）『流亡』緊喎。叫埋人地（哋）返嚟陪你
囉。」「阿旺晉美」更直接提起劉頴匡嘅女友：
「Email（Emilia）有得走會唔走？」
「帝王司令官」就慨嘆一切都係漁人得利：「為場

『運動』坐監嗰班真係好×慘，尤其係無名無姓嗰班
no body，喺前線打生打死，到頭來自己坐幾年監，
班冷氣軍師同中產free rider（坐順風車）移民走
晒。」「Nelson Wong」就直情叫劉頴匡慳返啖氣：
「唔好玩感情勒索啦，有得走你自己唔走？」

●趙柱幫不滿有黃絲不斷慫恿其他港人移民。
趙柱幫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特區政府昨日發布新聞公報
指，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
（台灣）自即日起暫停運作。在
該辦事處暫停運作期間，香港特
區政府會繼續透過 1823、1868 熱

線及香港特區政府一站通網頁，
處理一般查詢、香港居民在台求
助個案，以及向台灣地區居民提
供與香港相關資訊。

續可透過電話網站查詢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回覆傳媒查詢
時表示，有關辦事處暫停運作的安
排，與台灣現時的疫情無關，目前沒
有其他補充。
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台

灣）是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轄下、常駐台灣地區的經
貿事務部門，專責香港特區與台
灣地區相關的經濟、貿易及文化

等交流事宜。辦事處成立於 2011
年12月19日。
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台

灣）的主要功能，是為促進香港和
台灣之間貿易往來、投資推廣、資
訊發放，及文化等交流與合作事
宜，為在台灣地區的香港居民提供
急難救助服務，亦按需要處理台灣
居民來港的事宜。

港駐台經貿辦暫停運作

如何令「同路人」
都覺得你嘅誠信破
產？自稱曾被警方
「性暴力」對待嘅中
大畢業生吳傲雪就係
一個好典範。事緣近

日有網民喺「連登」開post，聲稱吳傲
雪近日喺「黃店」「糖水雄」打工期間
搭上咗老闆個仔A君，其後開始挑撥成
間舖嘅人事關係，搞到老闆「心灰意
冷」差啲想唔撈，事件惹嚟唔少批評，
吳傲雪其後就衝落舖頭大喊扮可憐，又
喺 facebook賣慘博同情，可惜「同路
人」同網民唔止唔買賬，仲直言非常噁
心，叫吳傲雪收手唔好再害人。
網民「徐青藤」近日喺「連登」開

post，懷疑吳傲雪自搭上A君後就不斷向
舖頭其他員工唱衰老闆，導致老闆一度以
為大家都唔鍾意佢而想收檔，所以「徐青
藤」就質疑吳傲雪係個「操控狂」。

被知情者寸造謠能力「好出色」
疑似同「糖水雄」關係密切嘅另一

「黃店」員工「Derek Pak Lun Ip」亦
喺fb「讚揚」吳傲雪：「你可以憑食兩
三次嘢、以一己之力將成堆人攪（搞）
到各懷鬼胎、成間鋪（舖）嘅人互相猜
忌父母子不和，其實以造謠、挑撥離間
能力來講真係好出色。」「原來尋
（噚）晚我開完post佢就衝落鋪（舖）
扮演受害者大喊一場，感動人父母，嘩
（哇）我棋差一著（着）了。」

唔少網民都覺得事件嘅真相已經唔重
要，因為只要吳傲雪去到邊都實有呢啲
事發生，好似「爆炸頭的雞」就話：
「佢啲是非真係就算去到邊，轉咩環境
都有，仲要係差唔多嘅嘢，真係有啲誇
張，相信都八九不離十。」「BB來了」
就話：「早多幾年玩『社運』都知條八
婆係attention seeker（尋求注意者），
唔比（俾）人×唔安樂，愈多人留意佢
愈開心。」
「石元泰博」就揶揄：「一哭二鬧三

上吊，留名睇鬧然後上吊。」
吳傲雪其後就喺fb開post回應事件，

聲稱由於「糖水雄」啲員工經常請佢食
嘢又送佢返屋企，作為回報決定幫店舖

義務送外賣，強調自己絕對冇分化店內
事務。佢又不斷賣慘咁話自己多年嚟一
直被辱罵，更會為身邊人惹麻煩，於是
好慘情咁話：「本人重申已很久沒有與
親人聯絡，本人的朋友早於多年前自殺
逝去，亦不奢望有異性如此勇敢排除萬
難愛我。」

錢詩文回帶劣行批誠信破產
部分網民就留言叫吳傲雪加油，千祈

唔好將呢啲抹黑擺喺心上，但前「香港
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嘅前女友錢詩文就
開post幫大家回帶吳傲雪點解會誠信破
產，包括嗰頭聲稱「國家大事前，兒女
私情擺後」，但轉頭就喺公開場合宣布

自己啲感情事；蒙面開記者會時聲稱自
己冇喺「8．31」事件中受傷，但除罩
後就自稱係「8．31」事件嚴重受傷
者；不斷喺社交平台擺payme code，叫
人捐錢畀《蘋果日報》不如捐錢畀佢，
但事後就急急刪post。
錢詩文喺文末仲好火滾咁話：「吳小

姐私生活有幾亂唔關我事，但涉及『反
送中運動』，亦都係一般人眼中算係
『831／新屋嶺事件』代表人物之一，誠
信有問題就係影響緊係（喺）呢啲事件
中真係受到嚴重傷害嘅人。」「你老×
真係以正視聽，容許唔到呢種人仲係到
（喺度）賣小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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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撥「黃店」鬧矛盾 吳傲雪賣慘惹反感

周守仁籲學生客觀思考

●「Joyjoy Ng」貼出聲稱早年與袁健龍的對話
記錄，可見袁當年已多次採取拖字訣拒還錢。

「Joyjoy Ng」fb截圖

●劉頴匡寫信叫大家兌現「齊上齊落」嘅承諾，要一齊
「抵抗移民潮」，但黃絲就唔買賬。 劉頴匡fb截圖

●吳傲雪喺fb回應事件時賣慘情。 吳傲雪fb截圖 ●錢詩文開post批評吳傲雪多次反口覆舌。 錢詩文fb截圖

●劉頴匡（左三）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正被還柙。
圖為他當日被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