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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繼原民主黨中委、觀塘區議員何偉途04年因在東莞嫖妓而被捕，及民主黨現任立法會議員
甘乃威涉因「求愛不遂」解僱女助理而被立法會調查後，再有一名民主黨核心成員涉及「性醜聞」：已婚並育有一名約8歲
大兒子的民主黨總幹事陳家偉，被揭發在尖沙咀一疑為「鳳樓」的「鳳姐」單位內逗留，被懷疑嫖妓，他雖辯稱自己是付錢
予鳳姐「訪談」
，但其後即日就此事向民主黨辭職並申請退黨。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在回應有關問題時，只稱
該黨已接納對方的呈辭，但就以這是陳家偉的「私事」為由，拒絕回應對方是否涉
及嫖妓，或該黨是否接納其所謂「付錢邀鳳姐訪談」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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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總幹事

陳家偉涉嫖妓
狡辯僅「裸體訪談」 最終辭職退黨何俊仁竟拒評

據 內一個疑屬「鳳姐」的單位，並逗留40分鐘
報道，陳家偉日前進入位於尖沙咀香檳大廈

後離開，期間發現有記者在場即表現慌張，並「非
常熟路」地奔逃出大廈外。在記者多番追問後，陳
家偉強調自己「有畀錢」，隨後辯稱自己一直有協
助性工作者，而是次付錢予一名「鳳姐」
「訪談」
，
只是為了「教導」對方如何進行安全性行為，但這
次由於是以「私人身份」到場「訪談」，與民主黨
無關，其妻亦不知情。

稱有畀錢 否認身體接觸
陳家偉又承認，自己要求對方在他「訪談」期間
全身赤裸，及擺出各種的性愛姿勢，隨即「授
課」
，但否認雙方有身體接觸。
「事件主角」陳家偉在「東窗事發」後，於昨日
清晨6時多向傳媒發出短訊，指「因自己行為引致

民主黨聲譽受損及令黨尷尬，我昨晚（即前晚）已
向黨主席辭任總幹事，已獲接納，我亦同時作出退
黨申請」
。
在事件見報後，何俊仁昨晨7時在被傳媒問及有
關問題時，聲言自己未聯絡到陳家偉，並稱會於稍
後發新聞稿交代。

晚主動以口頭方式向他提出辭去總幹事一職，在考
慮過是次事件的情況後，他已即時接納其辭職並豁
免其通知期，並會於稍後商討填補總幹事一職空缺
的安排。

劉慧卿道歉籲黨友行事小心

不過，何俊仁以陳家偉已經申請退黨為擋箭牌，
拒絕評論對方曾親自向他解釋，及他是否接受其所
謂「訪談」的說法：「這是他私人的事情」，「個
人操守的問題」。而在該黨稍後發出的新聞稿中，
亦以此為由，稱「民主黨不會就今次事件為他（陳
家偉）作出解釋」
。
民主黨並稱對是次事件感到遺憾，又稱此事對所
有從政者都是一個警惕，從政人士應該自律、自
愛、重視個人操守，以免令其個人、組織及家人的
聲譽受損。

該黨副主席劉慧卿隨後回應了傳媒查詢，指是次
事件令民主黨的聲譽受損，她為此向市民道歉，並
呼籲黨友行事要小心。該黨另一名副主席單仲楷則
稱，他不清楚事件詳情，但承認事件會對民主黨造
成打擊。
直至昨晨11時，何俊仁始在同黨議員張文光陪同
下在立法會大樓內正式回應是次事件，稱陳家偉知
道是次事件會對民主黨造成極大的尷尬，故已於前

第二梯隊核心 曾任區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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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用陳已退黨作擋箭牌

「桃花劫」呃公帑
白鴿黨醜聞不斷

是次涉嫌嫖 租 用 自 己 的 物 業 ， 誠 信 備 受 質
妓的陳家偉為 疑，而在有疑點的匯標租金單上
民主黨連年爆出 與陸鳳萍的離婚手續前共賦同居。
民主黨資深成員， 簽署核實的，正是份屬匯標登記股
醜聞，多名議員均
。他
擁有神學及社會學雙碩士學 東的陳家偉，是為「匯標事件」
何俊仁甘乃威再添春色
曾捲入涉嫌桃色以
位，於2000年至2007年間任香港九 在接受傳媒查詢時，就直認向來在
至濫用公帑的醜
進入千禧年後，民主黨主席何俊仁
龍城區議員，並於2004至2007年間 未有核實匯標是否收取租金時，早
聞，包括現立法會 於2000年9月被傳「金屋藏嬌」
。據報
任九龍城區議會副主席，但於2007 已預先簽發租單，讓涂謹申向立法
議員甘乃威的疑似 道，該名涉及何俊仁的婚外情女主角
年仕途逆轉，被現時專業會議立法 會作出申報。
桃色醜聞；該黨原 姓竺，而兩人都對此作出否認。但竺
在選舉落敗後，陳家偉退居幕
會議員梁美芬擊敗而未能連任。民
中委兼區議員何偉 氏在否認的同時，爆出所謂「金屋」
主黨顧念陳家偉對黨「無功都有 後，但一直未見重大工程，故坊間
■甘乃威
途在東莞嫖娼被判 是她和何俊仁合作開設的「炒樓」公
勞」
，為免原是全職議員的他中年失 對他並不熟悉。近年，民主黨成為
勞教事件，以至陳 司，被揭發以前經常要求當局打擊炒
業，終安插他退居幕後擔當民主黨 憤青攻擊對象，擔當「大內總管」
家 偉 的 「 親 密 戰 樓活動的何俊仁，涉嫌言行不一、缺
總幹事一職，被視為該黨的「第二 的他則表現得忠心耿耿，如曾在憤
友」
、九龍西立法會 乏誠信。
梯隊」的「核心人物」
。
青到民主黨議員辦事處踩場後，聲
議員涂謹申涉嫌
2009年，再有報章揭發甘乃威被指
陳家偉今年48歲，妻子為社工， 言該黨「歡迎」各界表達不同意
「以貴租租自己樓呃 對女下屬作出性騷擾的言論，以及因
兒子今年約8歲。在是次涉嫌嫖妓的 見，但就批評有人放下「吉儀」，
公帑」的「匯標事 求愛不遂而解僱該名職員，立法會目
，
醜聞爆出之前，陳家偉在04年立法 「用詛咒 方式，派埋 死人 」
件」
。
前就此展開調查。
會選舉前夕亦捲入財務醜聞：他當 卻沒料到一場桃色醜聞，一直向黨
時與其「親密戰友」
、民主黨九龍西 大佬「表忠」的自己，在是次事件
李柱銘險家變
何偉途最大鑊嫖娼被拘
立法會議員涂謹申雙雙被傳媒揭 中會被黨大佬與之「劃清界線」
。
■何偉途
高達折騰
民主黨最轟動的嫖娼醜聞則為何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發，涉嫌用公帑以高於市值的租金
民主黨的桃色醜聞最早可回溯到80 途，他於2004年8月在東莞市公安進
年代中後期。據報，李柱銘在任香港 行「百日掃黃行動」的一次例行檢查
基本法草委時，被指與一名女記者 時，被查獲涉嫌賣淫嫖娼者。何後被
「卿卿我我」
，關係曖昧，知情者均罵 判入收容所勞教半年，服刑約5個半
啞仔：總是要幹房事＝總幹事
rawhidesix：咁就累死其他要出選
李柱銘「丟人現眼」
，有傳李柱銘因此 月後提早獲釋。
oldgamesman：正呀！（陳家偉）
黨友啦！民主黨可以改口號，由
另外，最新醜聞主角陳家偉的「親
差點鬧家變，後李柱銘的父親李彥和
喻（寓）工作於娛樂，唔知係咪仲 堅定不移改為堅硬不倒！
密戰友」涂謹申，亦曾被揭涉嫌以
舊部證實，李柱銘和時任記者、現民
可以開公數呢？
007decky：（回應民主黨主席何
主黨副主席劉慧卿確有一段婚外情， 「超貴租」租回自己物業作議員辦事
小由888：強烈要求區議員加人 俊仁與陳家偉劃清界線）見微知
處「自肥」
，並隱瞞向立法會申報，
而當事人一直未有公開承認或否認。
時間長達5年多，涉及申報津貼的公
工，就可以有錢去私隱度更高的私 著，鐵頭何（何俊仁）只會和你共
90年代初，有傳媒揭發民主黨前主
竇。
榮，而不是辱；民主黨在關鍵時刻
席李永達被指與女助理陸鳳萍有婚外 帑高達60萬元，當時與涂謹申排同一
tax_free：陳家偉聲言為黨尋找第 背棄盟友以求自保。
情，其後與妻子陳樹英離婚，並與陸 參選名單的陳家偉亦被捲入事件之
資料來源：各大網上討論區
三代接班人：到香檳大廈的 房鳳
鳳萍結婚，詎料李永達隨後再傳出有 中，後在民主黨「自己查自己」後稱
，被坊間譏為「閉門一家
婚外情，而第三者竟為李氏曾拋棄的 「冇事發生」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樓找第三代接班人。
親」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前妻陳樹英，兩人更在李永達未辦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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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揶揄陳家偉民主黨

■何俊仁等被問及陳家偉涉嫖妓事件時，即時以有關問題
屬對方私隱而拒絕評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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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民主黨
再爆醜聞，其總幹事陳家偉涉嫌嫖妓。立
法會各黨派議員均認為，雖然陳家偉並非
議員，但既然屬於政黨中人，同樣為公眾
人物，其言行必須更為謹慎，他們亦會提
醒黨友自律。

李華明稱事件無礙選舉
是次陳家偉涉嫌嫖妓事件成為了昨日立
法會的熱話。民主黨立法會黨團召集人李
華明聲稱，陳家偉擔任的是該黨的總幹事
一職，而非領取公帑的公職人員，且並未
準備參加未來舉行的各級選舉，故聲言是
次事件對該黨的選情影響問題不大。香港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亦與
民主黨同一鼻孔出氣，稱陳家偉「只是民
主黨一名職員」
，相信是次事件不會對該黨
年底的區議會選情造成大打擊，但就聲言
「不排除其他黨派會借此大做文章」
。

劉健儀揶揄「職員」說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對民主黨時常發生類
似的事件坦言感到奇怪：「可能佢 鍾情
⋯⋯」
，又揶揄所謂「只是民主黨一個職員」
之說，強調政黨的總幹事十分重要，其職
責是就有關政黨作全盤的統籌工作，並非
「打一份工」這麼簡單。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坦言，自己身為女
性，覺得陳家偉「很肉酸」，又指作為政
黨，黨員多難免會出現良莠不齊的情況，
故政黨必須不斷提醒黨員留意自己的品格
與操守。
工業界議員林大輝亦指，身為公眾人
物，言行必須審慎，因為除會影響自己之
外，其所為所行也會影響其他人，又笑
道：「就算有需要（尋找性服務）也應適
當處理，例如該『一樓一鳳』是否犯法？
如果不合法（陳家偉）就已經違反法例
了！」金融服務界議員詹培忠亦強調，從
政者應該自律。

彩虹促民主黨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就陳家偉因涉嫌召妓而
被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表示遺憾」
，關注性工作者權益
的「彩虹行動」發表聲明，對何俊仁對陳家偉事件的
遺憾聲明「表示遺憾」
，質疑民主黨對不同醜聞的處理
明顯有欠標準，「我們要求民主黨對被侮辱之廣大性
工作者及嫖客公開道歉」
。
彩虹行動在昨日的聲明中表示，陳家偉光顧本地
「一樓一鳳」，屬「你情我願」，完全不涉及違法的問
題，「不應訴之於黨或公眾」
，「何俊仁高調對事件表
示遺憾，明顯地是對『性』的不理性貶抑，侮辱性工
作」
，而該黨副主席劉慧卿指事件影響民主黨聲譽，則
是「嚴重侮辱了廣大的性工作者及嫖客」
，加深社會的
歧視。

批處理黃成智事件標準不一
該組織並以民主黨在處理該黨議員黃成智虛報社工
身份的事件為例，指事件中黃成智被社工註冊局停牌
半年，明顯與公眾利益有關，亦顯示了黃成智的誠信
問題，但民主黨卻沒有為事件公開表示遺憾，故「對
民主黨之黨紀表示質疑」
，認為「民主黨處理醜聞的方
式有欠標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