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當局hea理 港生赴台無期
黑暴協會向台反映被無視 疑受壓協會樣衰跪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台灣當局連疫苗唔夠打都拒絕大陸支援，唔顧自己

嘅民眾死活，更加唔會理嗰班去台灣「升學」嘅黑暴

分子啦！一班準備赴台「升學」嘅「香港學生」近日

叫苦連天，話好多人辭咗職甚至賣埋樓諗住去台灣，

結果就有如棄嬰，「在台香港學生互助協會」更就此事多次向台灣不

同部門反映意見都被無視。唔少港人留言鬧爆台灣當局和民進黨，仲

踢爆話「民進黨正常發揮」「始終你冇選票，優先考慮既（嘅）項目

唔會有你份。」有台灣網民就反擊，批評該會要求無理，而協會懷疑

受官方壓力，即刻跪低話自己語氣本意並非如此云云，盡顯香港黑暴

分子的「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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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黃絲」歌手黃耀明在2018年
立法會補選期間，在港島區候選人區諾軒的造勢會上登台獻
唱，涉嫌誘使他人在該補選中投票予區諾軒。兩人日前同被控
一項在選舉中向他人提供娛樂的舞弊行為罪，違反《選舉（舞
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案件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律政
司經考慮後，決定不提證供起訴2人，並同意以簽保守行為方
式結案。主任裁判官羅德泉批准兩人各以2,000港元簽保守行
為18個月，其間需要保持社會安寧、行為良好，不可干犯任
何有關選舉舞弊的罪行。
是案兩名被告依次為34歲的區諾軒（報稱學生）及59歲的

黃耀明（報稱歌手）。控罪指，兩人涉嫌於2018年3月3日在
立法會補選中作出舞弊行為，即為另一人提供娛樂以誘使對方
在該選舉中投票予區諾軒。

涉補選舞弊 律政司同意簽保
控方昨日庭上表示，收到辯方來信，希望次被告黃耀明能以簽保
守行為方式處理。雖然在選舉中提供娛樂作選舉舞弊是嚴重行為，
但本案案情相對較輕，黃耀明只在本案中唱了兩首歌。考慮到黃耀
明背景及態度後，律政司同意讓黃耀明以簽保守行為方式結案。
其後，辯方稱區諾軒也打算申請本案以簽保守行為方式處

理，獲控方同意，並向法庭確認無證據顯示區曾經給予黃報
酬，也沒有證據證明區曾經要求黃作出拉票呼籲。
主任裁判官羅德泉在考慮所有證供及因素後，批准兩人以相

同條件簽保守行為處理。其中，區諾軒因涉嫌違反國安法，自
今年3月起被還柙候訊，其間因襲警案被判囚9星期，其後再
因前年8·18未經批准集結案，被判囚10個月，正在服刑。
本案案情指，2018年3月31日舉行立法會補選，區諾軒為

香港島地方選區4名候選人之一。自2018年2月底起，區諾軒
在其社交平台專頁發布多則帖文，宣布他將於同年3月3日在
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辦造勢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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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選舉委員
會界別分組選舉提名期今日展開。資深大律
師湯家驊、梁定邦，香港律師會現任會長彭
韻僖，律師會前會長、全國政協前常委劉漢
銓等將組成15人名單參選法律界界別分組
選舉。
在新一屆選委會中，法律界佔30席，其

中6席為當然委員，9席由提名產生，15席
通過選舉方式產生，全部為團體票。湯家
驊、梁定邦、彭韻僖、劉漢銓，資深大律師
藍德業、律師盧懿杏、大律師范凱傑、大律
師麥慶歡等組成15人名單參選。
該參選名單表示，希望能更好地維護香港
法治精神，體現代表法律界的團體利益，更
全面地反映整個界別的訴求，為社會發展凝
聚最廣泛共識，選出德才兼備的「愛國者治
港」，願意在制度框架內更好參與香港社會
事務，為香港的未來發展，為「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作出應有的貢獻。

多名攬炒派稱不競逐連任選委
據媒體報道，多個攬炒派中人已宣稱不會
競逐連任選委，包括法律界的公民黨主席梁
家傑、醫學界的醫學會會長蔡堅、醫學界的
前「杏林覺醒」成員黃任匡等，資訊科技界
黃浩華則聲稱「參選意慾低」。民主黨主席
羅健熙日前亦稱，民主黨不會參與選委會選
舉，但他稱該黨在選委會選舉有結果後，會
在約9月底舉行的會員大會決定是否參選立
法會。

嶺大恒大校長獲授權代表
在新一屆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中，教

育界30席有16席為當然委員，包括11間大
學校長。根據昨日開放予公眾查閱的正式選
民登記冊顯示，只有兩間大學校長登記為獲
授權代表，分別為嶺大校長鄭國漢、恒大校
長何順文，其他大學均以校董會主席或副校

長擔任獲授權代表，包括港大首席副校長王
于漸，中大副校長吳樹培，科大副校長龐
鼎，教育大學副校長李子建，浸會大學校董
會主席陳鎮仁，公開大學校董會主席黃奕
鑑。
根據條例，若各大學的校長不符合登記資

格，該大學的校務委員會主席或校董會主席
則為該界別分組的指明職位。至於他們能否
成為當然選委及在特首選舉投票則有待公
布。
2021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

登記冊已於日前發表，正式投票人登記冊
載有7,971名投票人，分別是2,551名個人
投票人和5,420名團體投票人，較臨時投票
人登記冊淨增加80名投票人。已登記個人
和團體投票人可登入「選民資料網上查閱
系統」（www.voterinfo.gov.hk），或致電
選舉熱線（2891 1001），查閱其登記資
料。

湯家驊組15人名單參選選委會法律界

台灣由民進黨
執政後，台灣自己
嘅事管唔好，所以
成日插手香港事務
嚟轉移視線。早
前，台灣民進黨就

借香港兩單攬炒派相關嘅案件喺face-
book出 post，稱香港司法界已「不
再」是令港人自豪的獨立機構，整個
香港也已被「紅色恐怖」全面「籠
罩」，令佢哋對香港前途「深感憂
慮」，又對中央和特區政府「深感憤
慨」呢。呢篇抽水文好處未攞到，反
倒引來一眾台灣網友即刻走出嚟鬧佢
哋，要佢哋管好台灣自己嘅事，唔好
為咗選票唔理台灣人死活呢。

屈港司法已「不再」令港人自豪
台灣民進黨日前喺 facebook 出

post，宣稱要大陸「停止『鎮壓』香
港的『極權』行為」，話涉嫌觸犯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嘅
歌手黃耀明，係因為「唱歌」而遭廉
政公署指控，又聲言國安法首案、用
電單車撞向警方防線嘅攬炒派中人唐
英傑案係「重判」云云。
民進黨聲稱「香港司法界已不再是

令港人自豪的『獨立機構』，整個香
港也已被『紅色恐怖』全面『籠
罩』」，又無視黃耀明案事實上涉及
選舉舞弊、唐英傑案涉及煽動暴亂及
以致命武器襲擊警員，聲稱「官方對
『言論自由』到了『零容忍』」，仲
話：「我們也會持續支持政府各項
『援港』作為，並呼籲國際社會和台
灣各界，持續關注香港的動態，給予
最大的聲援。」

網民揶揄得把口
不過，唔少台灣網民睇條聲明都幾唔

順眼。「Huang Kuanmo」就話：
「台灣自顧不暇、怎麼還去管人家的
『內政』，好好解決自己民生問題。」

「楊露露」亦鬧：「自己本土疫情疫苗都管控不
了了，還有閒情管他人屁事……真的爛的（得）
透頂你們。」「John Chen」就質問民進黨：
「現在大眾比較在乎疫情還是在乎『援港』？」
「Hall Ace」揶揄民進黨一直以來得把口：
「呼籲，然後咧？挺香港，然後咧？」「王國
欽」都話：「香港的事，香港人自己解決，關
我們什麼事！」「劉泰坤」就點到核心：「看
好了世界，吹牛黨準備選舉了啊！開始帶風
向。騙選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團結香港基
金一項調查發現，逾七成受訪者認同香港與
大灣區內其他城市協同發展，有助為香港增
加更多機會，但個別專業行業需要相關執業
資格，擔心在灣區的工作經驗、認證不獲國
際認可。團結香港基金社情研究主任何杏研
昨日希望中央政府可成立專責部門統籌專業

資格工作，及根據行業需求重新審視認證門
檻。

增潛在市場規模
團結香港基金於今年5月訪問了1,012名

18歲以上香港市民，有72.5%受訪者表示
認同香港與內地大灣區九市協同能夠增加

潛在市場規模，為本港
企業增加機會；有54.9%
認同灣區能夠吸引更多
跨國企業進駐，為本港
製造就業機會，尤其在
創意產業方面；66.4%認
為可以為本港藝術團體
提供更多表演場地；
65.8%認同可以開拓新觀
眾群，讓本港創意產業
有更大發展空間。
調查同時發現，香港

的專業人士因為資格認
證而對融入灣區發展有
疑慮。以法律界為例，
由於要取得內地法律資
格就需要進修備考，香
港業界憂慮難以兼顧工

作和進修。雖然內地已經開設粵港澳大灣
區職業考試，但在時間效益、收入方面仍
然令香港從業員卻步，加上國家統一法律
考試合格率一直處於低位，也令港業界感
猶疑。

團結基金倡中央統籌專業資格
何杏研認為，兩地專業資格認證差異確實

阻礙人才流通，故希望中央政府成立專責部
門統籌大灣區各內地城市，和香港及澳門特
區的專業資格工作，根據行業需求重新審視
認證門檻。香港特區政府亦應協助大灣區內
的內地城市，將各行業的專業資格與國際認
證銜接，達成雙贏局面。
團結香港基金高級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

院院長黃元山補充，根據外國研究，大部分
跨國企業均有意到大灣區投資發展，相信有
助帶動本港的人才、物流、資金等整體經濟
流動，鞏固香港市場。
另外，調查還發現，65.8%受訪者對移居

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興趣提升，亦有25%表示
會選擇在中山過退休生活，其次是珠海、廣
州，主因是居住空間較寬敞、生活成本較
低。有42.3%受訪者希望移居後，可以繼續
享用香港的醫療及社會福利服務。

逾七成受訪者認同與灣區城市協同發展增機會

●團結香港基金一項調查發現，逾七成受訪者認同香港與大灣
區內其他城市協同發展，有助為香港增加更多機會。左起：何
杏研、黃元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民
進
黨
抽
香
港
水

反
被
台
網
民
痛
批

��
��

喺香港修例風波期間，台灣當局領導
人蔡英文等不斷為暴徒吶喊助威，

助長佢哋嘅氣焰，都只係為咗選票，選
完之後理得你班友係生係死吖。早前，
兩個舊年潛逃去台灣嘅香港暴徒，喺當
地做咩都處處碰壁，仲話傳媒質疑蔡英
文「冇兌現承諾」，又話自己有被遺棄
嘅感覺喎。近日，赴台升學嘅香港新生
就因為島內防疫政策遇到阻滯，再次上
演一場鬧劇。
「在台香港學生互助協會」喺8月2日

發表聲明，話佢哋眼見舊年台灣因為突
如其來嘅疫情，令各大專院校新生赴台
手忙腳亂，所以今年特意提早喺今年6月
聯絡台灣有關教育部門查詢新生入台方
案進度，仲希望該部門向疫情指揮中心
及「移民署」提出新生入台方案，針對
境外新生入台事項作準備。

辭工準備升學 無得去感彷徨
台灣教育相關部門就hea佢哋，僅稱以

「疫情優先」為考量就算答咗。過咗兩

個月開學在即，台灣有關政府部門仲未
公布新生入台程序。「協會」就話極度
失望，仲強烈譴責台灣當局，「疫情於
世界各地肆虐，即便早已習慣公共行政
速度只能如此，但本會仍然強烈譴責政
府對於新生入境隻字不提之作為。」
該會聲稱有多名香港學生向該會表

達，有部分學士、碩士或博士生因為預
備赴台就學而於7月至8月期間遞請辭職
信為9月赴台作準備，更有香港租屋族個
案指，由於放棄工作與租約需要提早通
知，為了赴台升學，他們早已通知房東
在9月退租，若不能如期前往台灣就會同
時失去工作與居所，導致生活壓力大幅
上升。「由此可見，若沒有確實赴台指
引作參考，令新生無法預估退租、放棄
工作日期，導致他們居無定所、失去工
作。」
攬炒派組織「台灣香港協會」亦公開

呼籲台灣教育有關部門能夠喺疫情期
間，兼顧境外升學權，盡早提出方案與
公告流程指引。

網民：食港人血饅頭選舉最積極
對台灣當局嘅安排，好多香港學生都

覺得強烈不滿。「Cora Hon」話：「已
辭職+1，日日比（俾）人問我幾時飛。
答：我都想知。」「Dickson Chan」
稱：「睇死政府擺爛唔理，搞到好似舊
年啲人咁差唔多期中考先嚟到台灣，乜
都追唔到，考試又唔合格，學校又完全
冇支援冇酌情處理，搞到佢哋要重修、
暑修甚至延畢，然後又可以賺多一嚿
錢，幾×好賺。」
「YauChun Siu」就直言：「台灣個
（嗰）班高官嘅處理效率同態度係咁架

（㗎）啦。」「Mk Chan」亦話：「台灣
就係咁。始終你冇選票，優先考慮既
（嘅）項目唔會有你份，何況有選票既
（嘅）台灣人都非常贊成暫緩『境外人
士』入境，所以更加冇誘因去做。」
「Chan Lh」直言：「民進黨正常發
揮……吃香港人血饅頭來選舉最積極。」
其後，大概是受到民進黨當局的壓

力，「在台香港學生互助協會」其後在fb
另一帖文「跪低」，奴顏婢膝地稱：
「我們明白在這次協會就着香港新生來
台的各篇聲明比以往『更為積極』，若
措辭上讓各位『感到不適』，希望『各
位長官、民眾原諒與指教』」云云。

●「在台香港學生互助協會」譴責台灣當
局的不作為。 fb截圖

●「台灣香港協會」呼籲台灣教育相關部門
盡早提出方案與公告流程指引。 fb截圖

●黃耀明以
2,000港元簽
保守行為 18
個月。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黃耀明當日
在區諾軒的造
勢會上獻唱。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