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聊天室被洗版進行分析採證及證明] 

2015-8 ~ 2017 

 

地點： [各台 CHAT 民視, 中夭, 東森, 等等] 

日期： [2017-1] 

時間： [2017] 

與會者： [所有人]  

(歡迎提供實證 , 請於民視/中夭聊天室直接給, 但必經過查證才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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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別人 ID & 嫁禍給原 ID 

［方法 1］ 看註冊日期。因為你是無法進入時光墜道竄改別人的註冊日期，如本號 youtube.com/channel/UCnreCSwlX-

CoZNHXJ87MtQw 註冊日期標明為 2016年 6月 27日，如何看呢？ 

１）在頻道網址的 youtube 前加上："https://gaming."  

２）進入查看該質疑的ＩＤ註冊日期，再與另一個被山寨的原ＩＤ比較即看出真＆偽， 

［例：］正版 https://gaming.youtube.com/channel/UC5fuxEq2nuSHVujzLZTqTsg VS 山寨版 

https://gaming.youtube.com/channel/UC5JB2ptshFG7o50AtZ5E-FA (註冊日期還敢山寨，這下子你五毛真的被"抓到了" 別

給我改掉) ， 

［方法 2］ 看訂閱人數。如上列方法，也能看出訂閱數，不必加 https://gaming. 有時也能直接看出來。  

［方法 3］ 看文章的內容。這就是小編的工作了，建議各台小編在"沒有完全確定兩個 ID是否為同一人時，請先給予 300秒的

警告，再進行問答式的交談，從中分辨哪個是哪個。再給予山寨版ＩＤ永久封禁ＢＡＮ掉，不然會急著刪文，誤刪！  

［方法 4］開各聊天室觀察 ID 動向。目前主要聊天室有民視，東森，三立和中夭，＆ 山寨偽編奛台 多數ＩＤ都在這幾台流

竄，不可能憑空跳出一個號剛剛註冊就對ＣＨＡＴ環境和各網友全都認識。  

 

 

採證結論： 

1. [重要]這才是這洗版機器"习"在這的真相,想以上

海獨立為藉口叫台灣國軍給上海解放軍美國武器?

那不叫"繳械"&讓中共知道如何山寨美軍武器是什

https://gaming/
https://gaming.youtube.com/channel/UC5fuxEq2nuSHVujzLZTqTsg
https://gaming.youtube.com/channel/UC5JB2ptshFG7o50AtZ5E-FA
https://gaming/
https://www.youtube.com/live_chat?is_popout=1&v=XxJKnDLYZz4
https://www.youtube.com/live_chat?is_popout=1&v=R2jDXAiH73M
https://www.youtube.com/live_chat?is_popout=1&v=15IKxpj1gQA
https://www.youtube.com/live_chat?is_popout=1&v=Od-5LRHr-DQ
https://www.youtube.com/live_chat?is_popout=1&v=B2SbTqPob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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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強烈懷疑它是假冒獨立真武統的 

imagebam.com/image/739443538503978  

2. 這是一個開放給🌐全球網友的聊天室，絕對不是一個只開來為一小地區或城市的區域網路用的聊天 CHATROOM！所以你

若只會在那分這人是在台灣才能來，那人不是不能來，那這代表你和 【鮑幫】(見註:)一樣心胸狹隘！ 

3. 這裡只論是非對錯，我不會管你是台灣，支那，日韓，美歐或鬼神妖怪，一視同仁，你若講得有理合乎邏輯，自然給你大

讚，反之，我絕對給你反對意見！ 

4. 你若在洗版，不管你用何種方式自動或手動，機器或人工，或者支持洗版，你洗了就自己負責，別栽贓給別的ＩＤ，洗本

身就該被刪文或永久ＢＡＮ號，絕對不會分你是來自哪個地方的人 

5. 這直播是民視(各台)開的，平台是 YOUTUBE(GOOGLE)所有，所以遵循的是 GOOGLE 社群規範 & 規則，依照谷歌，是絕

對嚴禁 SPAM 垃圾廣告洗版文，所以你若違反，被禁剛好而已，創幾千個號都一樣，也沒有分你哪國人就有不被刪或ＢＡ

Ｎ的特權！ 

 

   圖 :  goo.gl/mlylyy 

http://imagebam.com/image/739443538503978
https://support.google.com/youtube/answer/2802032?hl=zh-Hant
https://www.youtube.com/yt/policyandsafety/zh-TW/communityguidelines.html
https://goo.gl/mlylyy
https://goo.gl/mlyl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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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  (提供證據) : 

 

1. 🌐寫給 FTV 的一封信🌐 goo.gl/MRjRRt 

2. 此圖 小編 FTVLIVE，非看不可，這個智障习近平/奛/豆油及其它，超過 500個免洗用洗版帳號何來的？ 

goo.gl/Yv4hJN  

 

https://goo.gl/MRjRRt
http://goo.gl/Yv4h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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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持共產黨奴役支那人一萬年" ： （非常令人感到不安的一句話）這一句看似沒啥的話，或

者你們所謂的:反諷？！ 但在支那人或者不知情的台灣或民主國家的人眼中，一眼就看出，你是在支持共產黨的一

員，一來，中共從不把台灣當作是化外之地，也把台灣人當作是他們的人，所以他們中共不只會想奴役支那人，也

會想要奴役台灣人一萬年。所以請收回這句爛口號和不是反諷的反話，這會造成不必要的誤解和一堆爭執！別人會

把你們說出這話的，當作是共產的支持者，因為這正是中共要的，奴役全部他們所統治的人民，正合他們的意，但

身為民主國家的台灣人，不會去使用和支持這說法，就像我們也不會支持蔣介石奴役或殺害我們台灣人一千年一

樣，因為我也能把共產黨三字改成ＩＳＩＳ恐怖份子，變成："支持ＩＳＩＳ殺光全世界反伊斯蘭主義的人一萬年！

"，這樣子對嗎？？這絕對是錯誤的概念和想法！ 

 

4. ⚠這個說洗版可以的，反洗版不可以的?? ＞美利 臺灣™ 洗板 不可以 聊鮑魚不可以 反洗板可以 好笑 ；智障习近平 

好笑是真的~~🌐🌐🌐   ［可以ＢＡＮ了🌐FTVLIVE］🌐 goo.gl/ZGyGdu  

5. 🌐[反串洗版證據大公開]⚠證據 山寨台智障习近平 和其同伴或一些不情被誘騙進去山寨台，參與洗各台於民視關版

期間🌐 goo.gl/jacFSH 

6. FTVLIVE⚠另一個證據，智障习近平：＂就說了，帳號無限多啊＂實證全文: goo.gl/LXQVJZ 

7. FTVLIVE⚠另一個證據，智障习近平和道 道嗆我叫小編 FTVLIVE 再開台，因為說我和你們都有一腿，其他人也都沒

反彈，⛔ goo.gl/cAvT0s 

8. 🌐习鮑－智障习近平說黨絕對不會錯, 錯的全是十三億, 實證: 圖🌐>  goo.gl/9gtZBA 

9. 【懦夫十一鮑】, 過濾過頭不敢回應問題, 嗯正式命名,去看看习鮑回不回我們的問題， goo.gl/JtE3XZ 

10. 【懦夫十一鮑】之一,习鮑 , 自動機器洗版, 洗到讓民視網友們過濾過頭, 而习鮑不敢回應問題, 嗯正式命名,去看看习

鮑回不回我們的問題， goo.gl/xnQmtx  🌐part 1) goo.gl/TwEzWl  

11. part 2🌐习鮑洗版不敢回應關於提倡獨立以何制度(以獨裁奴役人治無自由反人權制嗎??) HD20161114 2+🌐🌐  

goo.gl/aNRBly  

12. 【懦夫十一鮑】之一，昏鮑＆习鮑回什麼？昏鮑：共產黨很好，他一向支持共黨：🌐 goo.gl/F6ioPv  

13.  智障习近平 （也就是這機器洗版工）🌐反串證據 (我們共產黨 - 叫的真順, 一般網友別傻傻的, 當你過濾

器失靈或沒有 CHROME 可開民視直播時, 你只要重開這聊天室按🌐F5 或重開, 你就能看到你的文是一點一滴的被洗

版工鯨吞🌐我們耶,不是你們, 他們)(2016-6-6 FTV  goo.gl/wtUCXc  

https://goo.gl/ZGyGdu
https://goo.gl/jacFSH
https://goo.gl/LXQVJZ
https://goo.gl/cAvT0s
https://goo.gl/9gtZBA
https://goo.gl/JtE3XZ
https://goo.gl/xnQmtx
http://www.goo.gl/TwEzWl
http://www.goo.gl/aNRBly
https://goo.gl/F6ioPv
https://goo.gl/wtUC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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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這是一篇支那人如何把人抹紅抹綠抹藍抹黑抹成什麼功的手法, 雖然這篇文是一位藍的支持者所說的, 但套在任何人

身上都適用,  讓你看出這種文革式的批鬥的抹人手法) > 原文 goo.gl/UNaxty / 備份文 goo.gl/NyJeIQ 

15. 🌐獨～[反串洗版證據大公開]⚠證據⚠上海五毛习鮑如何把洗版之罪名栽贓給你的ＩＤ，手法大公開：🌐🌐 

goo.gl/Jgx5l4  

16. 🌐[反串洗版證據大公開]⚠證據圖习鮑洗版不敢回應關於提倡獨立以何制度(以獨裁奴役人治無自由反人權制嗎) : 🌐 

goo.gl/qFdd4t  

17.  ［證據］兩個Ｖ：中夭 2016年 11 月 10日 goo.gl/IWZ4aj  

18.  自己去看吧，不想看的也您的自由，DYY 在三立談和一位 XX談的：這圖一刀不剪: goo.gl/pQHzQi  

19.  看你🌐智障习近平🌐怎麼山寨韓信的，栽贓手法如出一轍，這是在反串嗎？ ： goo.gl/iZ0zt1  

20.  🌐[反串洗版證據大公開]⚠證據⚠不能趕人走不然你就是"鮑"(出自奛和豆油在中夭和韓信對話中) 證據圖:  ▶▶▶ 

goo.gl/c12iEr  

21. 🌐[反串洗版證據大公開]⚠證據圖, 嗯,都沒看到,我在自言自語嗎 好 像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計算出智障习近平洗版時脈

⌚ 20160420-20-1▶ goo.gl/dVXdXI 

22.  🌐[反串洗版證據大公開]⚠智障习近平［山脈］在中夭被韓信叫什麼？20160422 證據⚠圖： goo.gl/OGNzrq  

23.  這就是你奛鮑啊當街漫罵的,先把要針對罵的人過濾了, 再盡情的在那自嗨謾罵的最佳寫照, 這是加拿大拍的一則廣

告: 🌐 CCA: Walk Away  >  goo.gl/VKFEHC  

24. 小編ＢＡＮ都ＢＡＮ不完，為何？ 但是你要ＢＡＮ洗版工也只需要３秒鐘，他設一號要一天～一星期！智障习近平

＆奛＆南瓜茶＆豆油，這麼多洗版的＂分身＂如何來的呢？ 證據～ ▶▶ goo.gl/OUdNrq  

25.  還有一個比這實在的證據，這是發生在 520那天，民視特別開了關了一個多月的 CHAT，你ＮＮ說了什麼啊？ "民

視山寨台昏叫自命 MODERATOR Name No 20160520"  證據 圖:  goo.gl/wXXmpv   影片: goo.gl/mKxo8E  

26. 🌐[反串洗版證據大公開]⚠證據⚠吱哪人你好(南瓜茶) + 毛折懂(智障) + Name No 談洗東森 20160527 🌐 

vid.me/tCHN 

27.   🌐[反串洗版證據大公開]⚠ (註: 100 毛＞昏Ｘ) ▶  goo.gl/bp3qMi  

28.  洗版工們在民視山寨台談論如何洗版&到哪洗版 2016 5 月 , 圖證:  goo.gl/lpz0Vm  

29.   [證據, 由上而下] 三立 + 山寨民視 + 中夭東森留言 20160515 ▶ goo.gl/EiKwWX  

https://goo.gl/UNaxty
https://goo.gl/NyJeIQ
https://goo.gl/Jgx5l4
https://goo.gl/qFdd4t
https://goo.gl/IWZ4aj
https://goo.gl/pQHzQi
https://goo.gl/iZ0zt1
https://goo.gl/c12iEr
https://goo.gl/dVXdXI
https://goo.gl/OGNzrq
https://goo.gl/VKFEHC
https://goo.gl/OUdNrq
https://goo.gl/wXXmpv
https://goo.gl/mKxo8E
https://goo.gl/dp6nE2
https://goo.gl/bp3qMi
https://goo.gl/lpz0Vm
https://goo.gl/EiKw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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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16-5月 12日，直接擷取／複製＋貼上，源自中夭台，因民視 聊天室正值關閉期(4月中旬~5月 28) 某洗版工

便轉往中夭及各台 洗版，留言記錄證據，請務必從圖頭看到圖尾～＞ goo.gl/jPX6gX 

31.  [反串證據大公開] 🌐預告: 🌐證據 民視山寨台洗版工偽小編們 把三立洗弟子規佛經洗到關了重開 20160523_11 點

37分 AM  goo.gl/w4O6R1  

32.  🌐[反串證據大公開]⚠證據⚠警告亂版(CHAT 1)三立(CHAT 2)山寨 "民視小編 FTVLIVE" by 偽編(都用簡字-由山寨台

王反串的 FTVLOVE)20160521＞ goo.gl/v2Gcyc  

33.  🌐[反串證據大公開]＊實證＊⏩▶[民視山寨留言版]＊奛＊豆油＊SU＊昏叫 與洗版王：智障习近平自曝洗版！共犯同

夥(明知故犯+放任"智"機器洗版)＊實證＊除了：民視，還洗三立，中夭，東森，還洗：台視 華視 公視(目的：報復

因民視關閉聊天室，便在山寨台聊天室集結策劃洗爆各台) 20160515⏩▶ goo.gl/2WGmKP  

34.  DYY 出來, 或者山寨版的也行, 嗯, 製造一下五毛亂版的戲~~.｛奛｝鮑 山寨ＤＹＹ－ＩＤ證據 ＞ goo.gl/k497Ri 

[文件原文一字不刪存文加連結] ＞ goo.gl/GBFoIJ  

35.  中夭韓信罵二號軟人 鮑 20161103 🌐 goo.gl/bv4bs7 

36.  " 他奶奶的熊 " 被韓信叫什麼?? 而且 完全無視"中夭小偏" 在場 2016 10 10  🌐  goo.gl/iJuDVt  

37.  2016-11-2-02AM, FTV 洗版證據🌐🌐  goo.gl/ZtzOht  

38.  還有你們一直挺的道 道, 有人說 ⚠:道到是 我們這邊同心份子(後又改正為道道)(來源:2016 10 17 擷取自錄製影片作

為實質證據用)🌐  goo.gl/rTKNBg  

39.  時代鮑魚黨工 TM (豆油馬甲之一，對時代力量不滿？)  goo.gl/Z3iThk  

40. god dog 洗民視證據 20161017-0115 goo.gl/MYJ31Y  

41.  等不及? 想先睹為快??? 4 月時 FTV 關閉前一刻的留言記錄擷圖 🌐🌐🌐🌐  goo.gl/vQ3WuH  關台前影片： 

goo.gl/PF8krh 

42.  ⚠證據 6 关二爷 洗民視證據 20161016-0015 goo.gl/DmtmQw  

43. （這清楚記錄左是三立直播，右是誰在洗版啊？🌐三立智障习近平亂洗版證據 20160514  🌐   goo.gl/Xlouig  

44.  TITLE : 三立智障习近平亂洗版證據 20160515 🌐 ＊我先得提醒，我只對這幾個在民視＋三立洗版指責， 你的Ｉ

Ｄ若出現在民視山寨台，請別誤會跟你有關，當然你可以說你是無辜 被叫去那的，懂？🌐 goo.gl/LOiKvV  

45.  影片 : TITLE: 🌐三立 youtube 直播台 智障习近平 + 山寨版民視聊天室自幹小編 亂洗版證據 20160518-1 證據🌐  

goo.gl/l2Z2JD  

https://goo.gl/jPX6gX
https://goo.gl/w4O6R1
https://goo.gl/v2Gcyc
http://www.goo.gl/2WGmKP
https://goo.gl/k497Ri
https://goo.gl/GBFoIJ
https://goo.gl/bv4bs7
http://goo.gl/iJuDVt
http://www.goo.gl/ZtzOht
https://goo.gl/rTKNBg
https://goo.gl/Z3iThk
https://goo.gl/MYJ31Y
https://goo.gl/vQ3WuH
https://goo.gl/PF8krh
https://goo.gl/DmtmQw
https://goo.gl/Xlouig
https://goo.gl/LOiKvV
https://goo.gl/l2Z2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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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打個打油詩叫洗版? 中夭的小偏認知果然超然 中夭的 GOD DOG (曾來這亂的崩潰了)  ▶ goo.gl/gfOa3Y  來一段打

油的, goo.gl/5593d0  

47. 企圖否認和丿清曾經說過：佔(占)領民視，恢復帝制，而使得民視聊天室文章一半以上全天候都是洗版文

＜三立對話 擷圖＞ goo.gl/CpYHqH  註：(占&佔，意思相同，不然你打字選字時怎麼會都有＂領＂？ 

48. 台視被洗版實證 , 到底是誰在指使進行各台洗版之事由此清楚可見： 2016年 4月 26日，於台視聊天室，因民視關

閉紛紛轉往各台 , goo.gl/KrvTk5    

49. 公視/華視 - 留言版對話 2016/05/05  恰巧在台視聊天室關留言版之後發生 , goo.gl/afpqUj  

50. 昏叫 & RU 洗版證據 2016-11-17-210644 : goo.gl/PJlP3P 

51. 三立洗版證據豆鮑 (毛泽东是婊子生的中国猪习近平是婊子养的大陆狗 , 大陸狗中國豬) 20161119> 

goo.gl/p4QRQs 

52. ↩🌐有圖為證, 勝過千言&萬語, 20160517 山寨台&三立實證 於民視正版聊天室關閉期被山寨台的人發動機器人 智障

习近平洗版 ; 圖解🌐▶▶ goo.gl/C3XP3C 

53. [實證]20161118 洗版證據挑戰民視小編 FTVLIVE 的上海五毛網軍 智障习近平 圖示 goo.gl/lRU51m 

54. 這支真的有 BAN 不完的號嗎? 不是如此 FTVLIVE, 如果是我, 每 2秒 BAN 一號, 只需要按 500 次, 1000秒=16 分

鐘解決，再出來再 BAN 它 16分鐘, 就不信它有幾萬個? 還讓你在這猖狂的洗版?? 為與不為而已！ 🌐▶▶ 

goo.gl/FRnxOi 

55. 《實證》2016/11/21 讓你看看當智障习近平的機器洗版文一被 FTVLIVE BAN 掉時,他反應是像閃電一般立刻出現

以很不滿的表情,這像是他說的那樣是中央 X脈在洗版,而被刪的反應嗎,照理來說如果被刪他應該高興呀,怪不怪,問

號? goo.gl/D4m1LN 

56.  🌐有圖為證, 勝過千言&萬語[證據]民視洗版&誰在挺 2016-11-22🌐goo.gl/Kmd8a8 

57. 去你的习鮑🌐智障习近平🌐上海五毛黨網軍洗版機器毛, 造謠惹事生非,無所不用其極的把所有不同意他洗的全冠上為

【支那人】，還不閃嗎?【懦夫习鮑】實證啦，你說的那個中央山脈現在就在反五毛和共產黨，去你的~滾，造謠製

造事端的五毛五鮑黨：擷取影像存證：goo.gl/DtKn5R 

58. 有圖為證呀, 時間: 20161124.060146▶解釋一下, 豆油, 不回我就又再次默認了，你們的軟"件'都是共用的，這點我一

點也不懷疑，因為你們給過不少人這種東西了 這種３０秒一文的洗版必定出自你們這五個人手中▶goo.gl/GFtmpo  

59. 有圖為證, 勝過千言&萬語[證據]大明(奛鮑)於 20161124 213334~213623 總共貼了 11則相同的文複製貼上手動洗

版,實證來源自影片 (目的證明了你奛鮑曾經洗過版,也正在洗版中)＞圖＞goo.gl/0KCzhH  > 影片＞goo.gl/kCyC7s 

https://goo.gl/gfOa3Y
https://goo.gl/5593d0
http://www.goo.gl/CpYHgH
https://goo.gl/KrvTk5
https://goo.gl/afpqUj
http://goo.gl/PJlP3P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OhsdCgEvVUxwPwpBm-ZaA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12YHb24rR4K1257eDp1RTg
http://goo.gl/p4QRQs
http://goo.gl/C3XP3C
http://goo.gl/lRU51m
http://goo.gl/FRnxOi
http://goo.gl/D4m1LN
https://goo.gl/Kmd8a8
http://goo.gl/DtKn5R
http://goo.gl/GFtmpo
http://goo.gl/0KCzhH
http://goo.gl/kCyC7s


10 

60. 支那愛支不同心會道鮑:道 道洗版再加一筆 2016/12/09 證據 goo.gl/0TzWZz  

61. 支那愛支不同心會道鮑:道 道洗版再加一筆 2016/12/10 14:13:00 證據 goo.gl/GkXCij  

62. 道鮑 20161215 哭臉洗三立 後自刪 04:34:39 AM  goo.gl/dqXIyU  goo.gl/IE47aV  

63. 三立 2016 12 17 留言存證：goo.gl/1a3yxb 

64. 鳥克攔茶: 還有很多字可以用啊 "東" "森" "編" 全禁了一定很好玩 🌐 實證呦: imgur.com/a/ELGQd 

65. 智障习近平小號, 为人民维稳服务 三立洗版證據 2017 01 28 (影片)  vid.me/iwgN 

66. 三立洗版證據 + PO 色情 LINE- 影片實證, vid.me/OhyX 

67. {實證} 於三立, 2017/1/27 道 道: 黄安 民族英雄 打击法轮功台独狗 

youtube.com/channel/UCLYwL6uO9LjUxH7qhFCeepg  / imgur.com/a/kMDSj 

68. 中夭: 大頭照展示(韓信) 叫你"智障习近平"的小號:中鮑 imgur.com/a/5pw0a 

69.  懶得一字一字 PO 了, 看圖說故事即可: imgur.com/a/E2EUh 

70. 不知道這洗版的"了 的"是誰嗎? 這就是證據: imgur.com/a/dK6wZ 智障习近平你在任何地方的都被認定機器跟蹤

ID洗版機囉, 信譽從此破產~BYE BYE 

71.  對這完全沒反應, 呵, 道 道 : 支那民国台湾人你们好 (三立) 這種的你們吞得下去呀, 喔, 秒懂惹, 億清二楚 

imgur.com/a/QyKXw 

72. 這是民視現在一位自稱大師的洗版工的露饀證據, 眼不尖的台灣人都能看出其中奧秘 imgur.com/a/I1Pl8 

73. 你們有的真的不知道, 以前有個機會, 詢問誰能有資格幫民視刪文, 奛推誰你們知道嗎??? 說出來別嚇到, 他推:這洗版

機器人"的, 了, 智障习近平, 所以, 還不醒的真的繼續睡吧~ 

74. 好清楚完全在眼皮底下洗版耶： vid.me/fUlE 

75. 2016 12 22 - 01:57:00 智障习近平出現在民視, 然後在今天 2016 12 22, am 04:07:41 秒機器洗版機出現在民視洗

版 有影片+圖為證, 逃不過這法眼地: imgur.com/a/xeWFA 

https://goo.gl/0TzWZz
https://goo.gl/GkXCij
http://goo.gl/dqXIyU
http://goo.gl/IE47aV
http://goo.gl/1a3yxb
http://imgur.com/a/ELGQd
http://vid.me/iwgN
http://vid.me/OhyX
http://youtube.com/channel/UCLYwL6uO9LjUxH7qhFCeepg
http://imgur.com/a/kMDSj
http://imgur.com/a/5pw0a
http://imgur.com/a/E2EUh
http://imgur.com/a/dK6wZ
http://imgur.com/a/QyKXw
http://imgur.com/a/I1Pl8
http://vid.me/fUlE
http://imgur.com/a/xeW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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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洗版帳號 恰啥小: imagebam.com/image/66a259522194623 中夭洗版 看好被洗什麼??  

imagebam .com/image/5ee9ea522194694 三立被誰洗版? 也看好: imagebam.com/image/4b1a60522194808

這民視的, 有沒有看出一個共同點?? imagebam.com/image/9a5a7c522194784 

77. po line 影片 1) vid.me/SnZw  2) vid.me/qRaW 

78. 嗯, 讓我再提供一個證據 , 有人說要加入"新黨" ,呵, 支支也難怪, imgur.com/a/t4yfL 

79. 2017/03/20 民視聊天室與 DYY 對話, 鮑幫揚言要錄下來,很好,正要你們一齊做證,謝謝  goo.gl/UYwuWx 

80. WHO IS THIS "习"的洗版機?  實證 FTVLIVE: imgur.com/a/i2wPJ 

81. 豆油 TM 山寨美國的中央山脈小號(請勿違反規則尊重 YOUTUBE 社群的 ID,以下藍的為豆油,咖啡色為中央山脈, 實

證源自影片擷取 🌐 imgur.com/a/ZJ3M8 

82. 五毛道道說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什麼? 而且說他從反台獨的, 而且兩岸如何呀? 在中夭講的,當時 DYY 韓

信都在場,只敢在中夭講,來民視和其它台就又另一張臉的五毛 這張就夠了: 

imagebam.com/image/db353f539273338 

83. 正是要給那些不知道真相的人看的 XD FTVLIVE JU 智障习近平 ID叫 JULIEN 別鄉愿囉,圖: 

imagebam.com/image/3ab597537707327 

84. 無恥+無智都是那你叫：支那簡字五毛！三立小編指的煩人的機器习 imgur.com/a/ZsbxA 

85. 想看他們之前洗版用的小號嗎?? 這裡有一部份, 🌐 imgur.com/a/qDtAb 

86. 🌐這是近幾個月來 民視小編砍最多 ＩＤ的一次，讚！連日本的也被你這"假哭🌐表情" 波及到, 🌐鬧太久囉～ 🌐 

imgur.com/a/jjQbK 

87. 老王,幫你生孩子的好鄰居 TM (豆油 TM)與其中夭友人韓信互道早安稱其為將軍(實證) imgur.com/a/r0x2u 

88. FTVLIVE， 機器习版機冠名制原由,還有自願被冠的才怪~~~ : imgur.com/a/9pLBN 

89. 三立+民視對照: 有串證、逃亡、滅證的事實  imgur.com/a/aDRV9 

90. 小心慎入, 18+ 心臟不好的請別開, 有人說我們和他們都是.... imgur.com/a/EpZ7F 

91. 想看真實的嗎? 看某些 ID在民視大吼大叫, 到了有小編的地方服服又貼貼?? 舔得很自然? 立刻擷圖給所有人看囉~~

這才是真的, 呵, 實證擷圖 🌐🌐🌐imagebam.com/image/80d57e539179551 

http://imagebam.com/image/66a259522194623
http://imagebam.com/image/4b1a60522194808
http://imagebam.com/image/4b1a60522194808
http://imagebam.com/image/9a5a7c522194784
http://imagebam.com/image/9a5a7c522194784
http://vid.me/SnZw
http://vid.me/qRaW
http://imgur.com/a/t4yfL
http://goo.gl/UYwuWx
http://imgur.com/a/i2wPJ
http://imgur.com/a/ZJ3M8
http://imagebam.com/image/db353f539273338
http://imagebam.com/image/3ab597537707327
http://imgur.com/a/ZsbxA
http://imgur.com/a/qDtAb
http://imgur.com/a/jjQbK
http://imgur.com/a/r0x2u
http://imgur.com/a/9pLBN
http://imgur.com/a/aDRV9
http://imgur.com/a/EpZ7F
http://imagebam.com/image/80d57e53917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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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要看擷圖嗎?? GOOGLE 一下"奛", 找圖, 底下就出現這字, 謊呢, 呵🌐🌐🌐imgur.com/a/rZJZr 

93. 這圖存好呀, 當 FTVLIVE 和三立 LIVE 新聞出現時就給他們看, imgur.com/a/ojV4I 

94. 我 PO 的那談如何洗各台的對話, 絕非空穴來風, imagebam.com/image/c2f986534024660, 而這是擷圖, 自己去看

吧, 文和圖對照, 再說沒那回事嘛: imgur.com/a/2ZrPM 

95. 上海五毛智障习近平開小號-了-測試洗三立版 五毛道道讚掦不已 20170216-050847 https://vid.me/JFSU 

96. 三立,所有三立網民全見證 20170214_235852⚡⚡ imgur.com/a/aDRV9 

97. 三立 2017/02/11，再把它 ID加進洗版文內，就再次證明是你智障习近平操縱的, 謝謝台灣鯛民提供證據 

imgur.com/a/DjHDS 

98. 存文實證加連結一字不刪不增豆油 TM 的各小號及其以梵文心經連續洗版 2016 年 6 月 1 日[全文

檔加連結 DOC] goo.gl/ulbx5R [全文擷圖說明] goo.gl/6aBxoI №98存文實證加連結一字不刪不增,這實證就讓你們

看看到底誰把民視開始洗到關掉又重開後誰又開始向支那人喊聲叫囂並故意洗誰都看不懂的梵經文吧,FTVLIVE,民視

豆油 TM 的各小號及其以梵文心經連續洗版 2016 年 6月 1日[全文檔加連結 DOC] goo.gl/ulbx5R [全文擷圖說明] 

goo.gl/6aBxoI  波罗蜜心经 臺灣™ 美利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thpQoBdoPWhIkQqN6iaRA

王朔®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thpQoBdoPWhIkQqN6iaRA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

thpQoBdoPWhIkQqN6iaRA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thpQoBdoPWhIkQqN6iaRAhttps://www

.youtube.com/channel/UC4thpQoBdoPWhIkQqN6iaRA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thpQoBdoP

WhIkQqN6iaRA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thpQoBdoPWhIkQqN6iaRAhttps://www.youtube.co

m/channel/UC4thpQoBdoPWhIkQqN6iaRA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thpQoBdoPWhIkQqN6i

aRA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thpQoBdoPWhIkQqN6iaRA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

UC4thpQoBdoPWhIkQqN6iaRA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thpQoBdoPWhIkQqN6iaRAhttps://

www.youtube.com/channel/UC4thpQoBdoPWhIkQqN6iaRA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thpQo

BdoPWhIkQqN6iaRA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thpQoBdoPWhIkQqN6iaRAhttps://www.youtu

be.com/channel/UC4thpQoBdoPWhIkQqN6iaRA 

99. 2016年 06月 03日民視聊天室全文記錄豆油™如何洗三字經心經和弟子規其中一部份還有人在說拉仇恨的是其他

人?№99存文實證加連結一字不刪不增 2016/06/03 豆油™以連續性的開出 9個小號在民視進行集體霸凌式的攻

擊 [全文檔加連結 DOC] goo.gl/8MkFjK [全文擷圖說明] goo.gl/a90XUs 

http://imgur.com/a/rZJZr
http://imgur.com/a/ojV4I
http://imagebam.com/image/c2f986534024660
http://imgur.com/a/2ZrPM
https://vid.me/JFSU
http://imgur.com/a/aDRV9
http://imgur.com/a/DjHDS
https://goo.gl/ulbx5R
http://goo.gl/6aBxoI
https://goo.gl/ulbx5R
http://goo.gl/6aBxoI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uELCBtUCNhogvCIeYXXGq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CaTKIf-TtL5rn2JdeA_t7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0wDWfrj4gPiq-28DL1Cj_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0wDWfrj4gPiq-28DL1Cj_g
https://goo.gl/8MkFjK
http://goo.gl/a90X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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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2016/06/02 於三立鮑幫討論如何洗民視用何文連聖經也提出來

並且恐嚇網友若不閉嘴就以"鮑族"以命名之 [全文檔加連結 DOC] 

goo.gl/JIKuQa  [全文擷圖說明] goo.gl/e8mdwx 

101. ⚠20170330 奛台出現假支那公安而他們全部都是管理員連個動作也沒有,可見可以強烈的質疑那極可能是

他們成員其中之一開的小號恐嚇反對意見的人誤以為台灣台是公安管的 🌐🌐https://vid.me/P33a 有個 FAKE 支那公

安, 在恐嚇所有網友? 自己去看, imagebam.com/image/b2702e540883852 [頻道和留言]  

102. ⚠20170330 奛台出現假支那公安而他們全部都是管理員連個動作也沒有,可見可以強烈的質疑那極可能是

他們成員其中之一開的小號恐嚇反對意見的人誤以為台灣台是公安管的 🌐🌐https://vid.me/P33a  

https://imgur.com/a/k4VVR   

103. 山寨就是山寨,既沒有背景原圖批他們那奛台派出來的习版機,也沒有批他們奛台山寨和用機哭习版的實證,擷

取圖並說明之: https://imagebam.com/image/5f5fa0541011132 ［他們如何山寨別人 ID？］20170331 山寨本

人 ID實證並且還敢在奛山寨私人台發言 ⚡驚爆🌐 https://vid.me/c6a4 

104. ⚡驚爆智障习近平被隊友認定為?🌐imgur.com/a/9cowS 

105. 🌐20160413[智障习近平] YOUTUBE 民視新聞台 聊天室 留言版 洗 24 小時版 ⚡驚爆實證影片🌐 

vid.me/m5U7 

106. ☔⚡讓你一圖就看出真與偽 ID⚡☔ imgur.com/a/EMsL1 

107. ARECA GREEN 2017/04/02 在東森說: "偶素原住民", 證實一下,沒什麼 原住民沒怎樣, 但我怎麼會看到所有

你們那幾個不是跟原民有關,就是跟香港人有關,只是一個質疑而已,沒什麼 這連結很大呢,民視也有個用美國印地安的頭

像在洗版的也是美國"原民" 昏叫是原民, ARECA GREEN 原民,豆油也跟原民有關,雪茹嫁給原民軍人, 反正在各台和民視你

會看到很多跟原民有關的發言, 很久了, 原民沒怎樣喔, 只是洗版的那群人怎麼都跟原民有關聯, 我只是合理的懷疑而已 

imgur.com/a/hcZy4 

108. 造假真的別造過頭，不然一被抓包是很丟臉的，我就讓你看看這山寨別人ＩＤ的怎麼會超越時空回到過去

還能發言的，嗯 https://imagebam.com/image/fa2e34541413368 

109. 你山寨也山寨得 太過火了點連 ID和註冊日都能跨年  gaming.youtube.com/channel/UCRLfVBUMyWZFVI689sKiyGg  

imgur.com/a/4lBfx 

110. sam hsieh 註冊日期： 2012年 1月 29日  簡介 gaming.youtube.com/channel/UCry7L-

AZAck8zv6yXKE3VzQ VS  山寨版 訂閱人數：1 註冊日期： 2017年 1月 31日 

gaming.youtube.com/channel/UCYb0JH4zrIJSXKin5REpaYQ 

https://goo.gl/JIKuQa
https://goo.gl/e8mdwx
https://www.youtube.com/live_chat?is_popout=1&v=B2SbTqPobTo
https://vid.me/P33a
http://youtube.com/channel/UC0e2KrK4XrfypLmvpV1pfEA
http://youtube.com/channel/UC0e2KrK4XrfypLmvpV1pfEA
http://imagebam.com/image/b2702e540883852
https://vid.me/P33a
https://imgur.com/a/k4VVR
https://imagebam.com/image/5f5fa0541011132
https://vid.me/c6a4
http://imgur.com/a/9cowS
http://vid.me/m5U7
http://imgur.com/a/EMsL1
http://imgur.com/a/hcZy4
https://imagebam.com/image/fa2e34541413368
http://gaming.youtube.com/channel/UCRLfVBUMyWZFVI689sKiyGg
http://imgur.com/a/4lBfx
http://gaming.youtube.com/channel/UCry7L-AZAck8zv6yXKE3VzQ
http://gaming.youtube.com/channel/UCry7L-AZAck8zv6yXKE3VzQ
http://gaming.youtube.com/channel/UCYb0JH4zrIJSXKin5REpa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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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新實證影片＊名稱：20170403偽編奛台心慌到他們連一個正式和正版的 ID都沒 BAN 到只

好山寨一下別人 ID進行假發文並由他們其中一位假 BAN 掉那山寨版極奇極謬只在那出現 XD~謝謝

提供，各位［奛話連編］的用戶們～智障习近平或者稱作"习機"& SU豬的隊友們。山寨版 

1)https://gaming.youtube.com/channel/UCZ-PUo4lZ73xURfBD-1lNZQ 

2)https://gaming.youtube.com/channel/UCn9fNxePujaIXBsWrHMtt6w ＶＳ本 ID正版在此 

https://gaming.youtube.com/channel/UC4yAePAe0IAb05ZiC_5wHAQ ＊並且在這聲明：＊你們

那種聊天室根本不需要裝任何的［說奛話插件］直接觀看即可，以下為［奛話連編］台 

https://www.youtube.com/live_chat?is_popout=1&v=B2SbTqPobTo 實證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wkT_2Ks 

112. 想看他們如何替我的其中一個 ID發文並且 BAN 掉山寨版的 ID的? 這影片

youtube.com/watch?v=GwkT_2Ks2ls +擷圖是十清又百楚, 我會發那種文就真的不用在這混了 ! 山

寨別人的 ID號發言然後假 BAN,這會讓人以為是原 ID發的,這戲會一直上演, 來源是那裡然後把所有

反對他們開機器洗三立和各台的人全當作是支那人或滯台支人 9.2,這是他們那裡人的邏輯,所以你

們各台小編不行刪他們的文,不然你們和所有反對洗版機的全都得被冠上"支那人" 看圖 

imagebam.com/image/22a268541553515 

113. 請教一下"貴"說奛台的偽編們,這是怎麼發生的? imgur.com/a/HxGZt 

1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IWZmY39xl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QzjExbUPPI 我講清楚好了,2015/08/12日,智障习近平尚未

進入民視,哇,找到影片作證了, 再來 2015年 09/13奛昏智洗版實證 LOADING...REC by ＭＥ 2015

年時會用機器洗的只有 JULIEN/奛/豆油,其他人全是手 PO的 2015年 09月 13日奛[馬魯大]昏智

[习]民視洗版實證 http://goo.gl/X68rXg 

在這影片出現自動或手動洗版的名字ＩＤ： 

＊奛(所有那些洗狗圖的 ID都是用機器洗的，因為他有次問過我：我可不可以允許他奛拿我的其中一文

去洗版，結果出現的正是這幾個ＩＤ在洗我創的文章)！ 

＊智(JULIEN 機器习,即是上海的智障习近平,24小時無間斷過) 

＊昏叫(手 PO同一圖,大約連發三次再外加兩次,在那記錄中，完全手動的) 

＊豆油雖然在這段影片中沒有出現, 但在 2015/09/13之前和之後都用過相同手法,機器自動洗版。之後

若有找到他那些洗版證據，再講！ 

＊我講清楚好了：因為在 2015當時會用機器（軟體）洗版的只有 JULIEN（智障习近平－习機）/奛/

豆油，其他人全是手 PO的，因為那時他們這三個不斷的譏笑所有其他用戶，手洗的好爛之類的話！所

有人不管支那人或台灣人全部都是證人！ 

＊之外, 無關緊要但卻都知情的: 紅笑笑(現在那愛喝酒的 ID), RU(ID開頭有個 RU的), SU(在那時他們

叫他鳯梨酥) 

https://gaming.youtube.com/channel/UCZ-PUo4lZ73xURfBD-1lNZQ
https://gaming.youtube.com/channel/UCn9fNxePujaIXBsWrHMtt6w
https://gaming.youtube.com/channel/UC4yAePAe0IAb05ZiC_5wHAQ
https://www.youtube.com/live_chat?is_popout=1&v=B2SbTqPobT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wkT_2Ks
http://youtube.com/watch?v=GwkT_2Ks2ls
http://imagebam.com/image/22a268541553515
http://imgur.com/a/HxGZ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IWZmY39xl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QzjExbUPPI
http://goo.gl/X68r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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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影片說明 (我就用口語話,不拐彎抹角) 1. 這幾個原民的,佔領住民視嘛 2.GOOGLE: 

blog.xuite.net/go54563/bike/18474075-環島民宿-金崙+馬魯大民宿+++5☆推薦 3. 嘿, 對, 馬魯大跟原住民無關, 嘿, 沒錯? 4. 

再想要騙肖哩雷沒吃水? 5.不用急啦, 慢慢揭 6.你們吼, 想要用騙的吼, 唉, 唉, 唉, 唉, 唉~~ 7. 因為我正想把 ID改成唉唉唉唉

唉因為太無言以對了 8. 還記得那狗圖嗎?? 9. 原本那圖是反方向的, 我, 把它改成另一個方向 10.你奛, 和昏叫, 在這影片裡, 

洗的全是用我改過的, 嗯 山寨別人的創意, 還山寨得那麼開心有理 11. 舌頭本來不是捲的 12. 看到影片就知道, 全 COPY 別人

的文在洗版  13. 因為原本那狗圖, 是朝反方向的, 無法放屁 我把它改方向, 才能放那"屁" 14. 山寨別人 ID就算了, 別人的創意

也山寨, 嗯 15. 奛 ID之一: 中國是八國聯軍固有領土, 不容分裂 16. 這全是你奛的 ID, 前~ 奛 ID之一: 馬魯大 17. 從頭像就看

得出來不同帳號一起洗, 用 ROBOT🤖18. 其中你奛的 ID, 叫孫悟空 19. 企鵝, 前奛頭像之一 

116. 2016/04/13 沒用實在的影片出來都不承認的嘿，嗯，豆油洗ＦＴＶ，眾所周知，洗到民視２０１６年４月關

惹聊天 比較一下中夭台和東森台 , YOUTUBE 民視新聞台 留言版 24HS 被惡意洗版 

20160413-2 [註: 衛生免洗筷，嗯，奛的號之一, 這影片一公布, 你那幫子人就...U KNOW] http://goo.gl/s0WD4N 

117. ＊看一個人有沒有說[奛]謊, 從實證就看得出來  imgur.com/a/GqoZJ ＊有圖為證, 勝過千言&萬語[證據]大明(奛)於 

20161124 213334~213623 總共貼了 11 則相同的文複製貼上手動洗版,實證來源自影片 (目的證明了你奛曾經洗過版,也正在

洗版中) 圖 goo.gl/0KCzhH  影片 goo.gl/kCyC7s10 ＊你奛還敢講出你兩年沒洗版過的謊話, 鬼真的也信了,  

imgur.com/a/GqoZJ  實際上是這樣子 imgur.com/a/RSCMs  也看一下, 中夭的部份, 是不是跟這習版機很吻合, 全是亂碼 

118. 自己放在文裡洗, 還告誡所有人不要惹到他, 不然洗到你們的 PC 全當機 洗佛經, 洗很大, 趁廣告, 看真相吧, 

imgur.com/a/vtPvK  IMGUR 圖太小 這才看得出來 imagebam.com/image/fc197d544644085 

119. 把本來是給觀眾一個向民視檢舉的🤖聯絡方式全面改成...自己看就知道, ⚡ imagebam.com/image/a31748544639581 

120. http://www.imagebam.com/image/4cb036544636096 2016 民視, imagebam.com/image/d801eb544721813  再一

張 FTV 2016  :awesome: imagebam.com/image/70005d544720102  

121. 這群人根本不知道別人去別台留什麼, 哪像他們這種在這留一種, 去別台留別種, 的, 千面人 :awesome:2016 年中夭

留言, 看看我和誰去那留什麼, 嫑嫑 快爆料🤖 imagebam.com/image/fea2cb544718361 

122. 怎麼證明這山寨美國中央山脈的其中一個是道道開的呢? 自己去看吧, 剛出爐的, :awesome: 

imgur.com/a/Z5CSl 

123. . 

124. . 

125. . 

126.  

 

 

http://goo.gl/s0WD4N
http://goo.gl/s0WD4N
http://goo.gl/s0WD4N
http://goo.gl/s0WD4N
http://imgur.com/a/GqoZJ
http://goo.gl/0KCzhH
http://goo.gl/kCyC7s10
http://imgur.com/a/GqoZJ
http://imgur.com/a/RSCMs
http://imgur.com/a/vtPvK
http://imagebam.com/image/fc197d544644085
http://imagebam.com/image/a31748544639581
http://www.imagebam.com/image/4cb036544636096
http://imagebam.com/image/d801eb544721813
http://imagebam.com/image/70005d544720102
http://imagebam.com/image/fea2cb544718361
http://imgur.com/a/Z5C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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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對不起啊，我們台灣人會自己分辨誰是誰，不需要一個自稱住上海或新加坡或不管你是哪的機器洗版工來替我們發言

和回答～ 

2. 我們台灣人清楚明白，一看到簡字的，你一定聯想到是支那對岸的，除非你很愛反串？＠＠ 

 

3. 我們台灣人更加的了解到人權，自由，民主，宗教，言論自由。。等等的重要性，因為這正是我們和支那共產的不同

點，除非你想要統戰，把這兩者混淆 ？！＠＠ 

 

4. 你們這幾個只給過濾不請小編 FTVLIVE 進駐或者怕被小編或請小編亂ＢＡＮ人的，不是你本身就是五毛，不然你即是

這幾天用機器在洗版的人＠？？ 

 

5. 我可以把為何你的名字會被加入這洗版工的歸納為：１) 你是支那人, 那些１３億沒加入共產黨的，被機器人認定為被

奴役的對象，而他則屬於高級共產黨員８０００萬之一，所以看不起那１３億人２) 你反對它在任何台自動洗版。３) 

你反共。４) 你是法輪功的，但是依照支那人的說法已經被鎮壓到幾近０在支那  [我呢, 被洗版工冠上是因為 2)&3)] 

 

6. 從別的直播台偷來的. 守則嘍 OAO: 1.不可洗版,如果洗版管理員有權禁言 2.可粗口,但不要過多 ３.請勿在本串流放

出一些有關商業,色情等與"民視"無關的資訊,一旦被管理員發現會被刪除的~! 4.enjoy yourself~~~ 

7. 會用簡字洗你們, 就代表不是給我們綠的繁體人看的, 懂嗎?  

8. (偽)山脈 & (偽)中央 都是 智障习近平 的小號，點進到網頁都沒有 資訊就知道了，都免洗號，中共的，五毛，

洗版，駭客網軍上海的, 被 FTVLIVE 刪和 BAN 剛好而已~ 

 

9. 東森是秒殺在那洗或留言心臟要很牆,在中夭是混吃等死的親中媒體留言手要很巧,在民視是肝臟要很硬因為是長期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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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事實又再次證明, 小編根本不需要裝什麼過濾器, 直接刪, 還裝什麼奛器? 

11. 🌐✍中共對台美韓設薩德表示：倘內事不決，可以放狗；外事不決，可以撒幣。🌐🌐🌐🌐放狗,撒弊,愛國,這三個東西不就是

鮑幫在做的事嗎?? 放狗, 你习狗放出來咬人了, 撒弊🌐, 砸車車(因為嫌人民弊🌐多嘛, 多如草紙, 名車🌐算什麼?, 🌐愛國, 不

用我說了吧, 白狼咩🌐 

12. 鮑一字乃鮑幫用語, 您若想加入他們? 請自行植入腦袋, 鮑🌐,一字即可🌐🌐🌐 

13. ＊本人堅持中國的看法~~~ 再看一次蛤~~ 一點也不能少~~~［註］看仔細再批我哊，謝囉～  imgur.com/a/CRobu 

14.  

 

上回， 這個王大明（奛）說要給一個小編專用的能偵測到有人的文重覆十次就自動設定為是洗版並且刪除？ 

   
  我必須再來告誡所有人，一段文章會已經讓機器辨別出來是重複時，你的直播聊天室的版面，早已經被洗到不知何年

何月何日了！我故意用誇大的話來告誡那些還在相信洗版工，沒有能力規避這限制的不重複的人，看一看會報時的 dog god

的洗版文即能得知根本無法用機器偵測&杜絕！ 

  你們若還只相信機器能夠辨別和取代人的頭腦，尤其在這種如此社會和政治性爭議的頻道！想要靠機器人替你辨別是非

對錯或有沒有重複，我想你是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 

  就舉一個例子好了，你們這十鮑愛講的一句不是反諷的反諷的話：「我支持共產黨永遠統治支那！」 請問各位， 你會

只以這句話來判斷是反共的嗎？或者你必須再進一步的去問講這句話的是反話還是正的呢？也許吧，你會說他根本只是在說

一句簡單的口號，其實根本也有的是跟著別人說，直覺感覺不錯而已，但是，所有的文的背後真的都只是單純的一句支持或

反對而已嗎？ 

  不必再跟我說【機器人】在為你們回應別人問題！因為我根本沒有從這機器洗版文裡得到他應該給我的答案！一個不會

也不知道如何回應人的機器，你會想要它幫你回答政治問題？簡直是天方夜談～！ 

  我想你是在找【不想管】的藉口而已， 而且把【管理的責任】推給一部機器，然後當有人說你【誤刪】時， 你也把責

任推給機器嗎? 說這是【機器誤判， 跟我無關】，那所有人都得小心了！ 

  因為你的文不可以重複到被機器人偵測到，不是要嚇所有人， 而是這種事只會在【機器人判斷事理】時才會發生！當

你那時被這部機器認定為你是在洗版，而你無法替你的文說明你【並無洗版之意】時， 那你就真的百口莫辯了！會的，這一

定也必定會如此發生！因為它是部死板機器人而已， 會誤判！ 

  也許，你會說這是有人偷了你的小號把洗版的罪歸咎在你的帳號身上？那你要小心了！也許有人駭了你的 MAIL？！ 或

者根本沒有這一回事！誰也沒有偷了誰的號，只不過是【機器誤判】？恘～也對，因為你們根本沒有想得那麼深入，只想到

反正我有得聊天，有得留言，有得過濾誰就過濾誰，管別人有沒有過濾可用！管有沒有人早就把民視版面洗到你的文只剩一

半！ 

  我在找也在看，是不是所有人都跟你們這十個過濾鮑一樣這麼【無感】， 有， 有一些， 但這一些都很少，非常之少，

就不超過二十個人。但就一個每次看的流量都近 5000 人的聊天室而言，這 10 幾個人實在是微不足道！只是你們宅得比別人

多時間，和在這瞎聊時間多而已，並不代表你們這十個人就代表所有人的心聲！ 

  但是要真的排除這個洗版的機器人真的有所說的這麼困難嗎？？你說你們無法看管 24 小時嗎？也不會，這也是某森台

已經不會開到灰姑娘下班時段以後的原因！問題就在你們信任不信任得過某些人，就我觀察山寨台的管理過程以及他們如何

認定誰能進入誰不能進入的各種荒謬的條件，這幾個曾在山寨台管理過的用戶，絕對不能給他們權力！ 

  原因：1.會包庇機器人洗版，從這幾個對於习鮑的機器文【完全】無任何反應和反彈，就看出他們永遠不會把它當作洗

版！2. 他們這種其實不叫洗版這麼單純的動作而已，而是包括了：【性騷擾，跟蹤，放任，辱罵和集體霸凌】！3. 只會躲在

http://imgur.com/a/CRo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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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洗版文背後或底下使用【過濾器】當作所有網友都沒有看到他們造謠抹黑紅對方，並且進行自嗨式的辱罵和詛咒，連人

都走了還沒發現，繼續造謠式的辱罵！有點像是手提著已熄了的燈籠在街上找人打罵一般！ 

  但是，當你們把所有人都當作是支那人看待時，也許吧，有些人不會也不知道怎麼反駁你們，就認命的被你們十個人抹

下去？！會有反應的，也無法真實的被人看見他的反抗和辯解文， 這是為什麼？ 因為你們，一來，叫人用過濾，這使得辯

方的文無法展示出來讓所有人去判斷，二來，若不追根究底的查明來歷，只會以一句話，就定人生死！ 

  那我想你們也不配當個能判斷是非的人，就你們十個人，就以為能決定所有網友的政治去向嗎？和決定誰是誰嗎？你們

的洗版工告訴所有人，這人是 XXX，那人是 XXX，機器人的話你們都信了，卻不信任一個有血有肉會回應你的人？ 

  也許我沒有辦法說服所有人，因為總有人不想看到真相，原因極可能會危害到你想掩飾的事實！而這問題的嚴重性， 

我會一再的提出來，絕對不是看到一個人，只講一句話就定了他就是這樣，永遠不會改變，不是如此！！這種政治的問題，

有的根本是被帶著走， 牽著走，硬拖著走，有的是看別人怎麼走，跟著走罷了。但是，你會說他永遠只相信一個方向繼續不

斷的走嗎？我想也不會！  

  因為當他發現像 633這種騙局出現時，他就會驚醒了！但在這之前，你會說這人已經沒救了，丟了算了，管他的，別人

的孩子死不完！但是當那人發現有問題要回頭，你接不接受呢？但是，這是他自己發現問題而回頭的，不是你把他帶回走向

和你相同路！所以你說是你的功勞嗎？我想是自誇的比你真實引導別人的多一點！ 

  再來，你們把人罵到【狗血淋頭】但當你們罵完氣消了，驀然回首，這人竟然是和你走同一條路的人，但你們當時的那

些，只因有時你們一時興起，憤怒到一發不可收拾的話，那些不經意的文，早就把人弄得【遍體鱗傷】，還要再叫別人相信

你們嗎？還是你們要說，我們堅決否認有說過這些話？其實不是別人不相信你， 也不是路和你走的不同，而是很多時候是有

人【從中作梗】。 

  我也不管你們是否早就過濾掉我和我的這些文，總是該說的我一定要說，不管你們看不看，或看不看得到，一切都各人

的自由。這裡是一個公開的 CHAT，我也不必只為和只向某些人講而已！把人罵到什麼都不是時，其實也自知是自卑心作

祟！我從不把一個人當作什麼都沒用，你會的絕對不會把你否認，因為誰也搶不走你的能力，但身外的東西你總有一天會失

去！ 

 

 

 

註: 

1. 11鮑： 奛鮑, 习鮑, 豆鮑,   SU 鮑, 瓜鮑, NN鮑, RU 鮑, 馬鮑, 昏鮑, A 鮑, BU 鮑 

 

2. 特點:支持洗版反對有小編介入管理和刪洗版的, 奛鮑(給洗版程式自動的,然後再假裝給過濾), 昏鮑(肖想當老大,但歧

視任何外族)习鮑(洗版機器人會跟蹤人), 豆鮑(洗版山寨王主), SU 鮑(挺各種洗版), 瓜鮑(言出必惡), NN鮑(跟風鮑無

是非), RU 鮑, 馬鮑,A 鮑(教人地理只要 87分並說台灣不是島?!)  

 

3. 尊重 YouTube 社群 請勿違反規則 我們會仔細審查遭檢舉的內容 輕鬆參與、樂在其中 ⏩ goo.gl/UxEJ50 

4. 🌐好言不抵一字真, 🌐壞言不抵一字狠, 🌐欲冠之名莫須有, 🌐實證明暸在眼前 ~! 

 

  

https://goo.gl/UxEJ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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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人不支持任何有共產勢力或思想或行動的組織/人員，反共到最後一秒，但請勿

將在台灣反共當作是想要陪同國民黨或藍營人士的反攻支那奪取中共政權以取代

之，非也，在台反共是為杜絕任何共產勢力(例如：愛國同心會，中華統一畜進擋，新黨等

等）在台灣影響或干涉台灣政治的行動和思想！ 

 

6. TAIWAN 建國理想及進程 7 分鐘讓你看清國共的騙局 (台灣主權歸屬

WHO?) 影片： vid.me/TDHA 

 

7. 當你的 ID被別人冒用時, 怎麼辦?? YOUTUBE 說明【冒用他人身分】⚠  goo.gl/2BqBQb  

 

使用不同的帳戶及身分攻擊同一/多名受害人，

導致受害人誤以為很多人討厭及攻擊他。 

 

 豆油 TM         

          

          
 

  

 

https://goo.gl/76Ekpk
http://www.goo.gl/2BqB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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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辦事項 負責人 期限 狀態 

[交辦事項] [ME] [無]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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