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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肥佬黎政治鉅捐 教區不知

拒交代
陳日君拒交代
陳日君

■陳日君被踢爆過去數年內
收受黎智英超過2,000萬元政
治捐款。圖為他們兩人一起
參加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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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被揭過去5年收受壹傳媒老闆黎
智英2千萬私人獻金的原天主教
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回歸以
來一直高調參與本地政治，開
始時主要利用其主教身份發表
各類有關政治言論，其後更與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黎智
英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組
成「四人幫」
，大搞密室政治，
在幕後操控反對派，包括公民
黨成立、勸退甘乃威參加07年
補選，乃至近年策動所謂的
「公投」運動。

密」踢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在過去數年內，
合共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前樞機主教陳日君捐巨款
逾2,000萬元，但用途不明。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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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志
明表示，教區並不知道事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說說明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明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件，教會賬目亦沒有出現有關
捐款，又強調教區規定任何神職人員進行公開籌款活動時，需要先得到教區的同
意，至於以私人名義捐助就不會監管；又說不會要求陳日君交代如何運用款項。
捲入「捐款門」風波的陳日君昨早現身堅道天主教座堂時對事件「三緘其口」
，並
一度黑面，令巨款去向及用途更添懸疑。多名學者則認為陳日君有需要向公眾解

「四人幫」巨頭
「報料」美領館
「維基解密」早前公開的近千份美國駐港
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中，亦揭露陳日君與黎智
英和李柱銘不時一起與美國駐港總領事會面
吃飯，討論的話題非常廣泛，包括香港的政
治、政黨及政府官員等方面。電文亦披露，
李柱銘、黎智英、陳日君於06年到梵蒂岡
「朝聖」，首次令他們嘗到「傳媒、宗教、政
客」組合可發揮的影響力，隨後就和美領館
「情投意合」，並幕後操控反對派多場政治鬥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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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最新「Foxy解

遏阻05年政改
策動「五區公投」

「四人幫」近年主導整個反
對派的力量和意識形態，隱身
其後的陳日君和黎智英更是合
作無間。2003年，他已公開表
明，以主教身份鼓勵信徒參加
紀念「6．4」集會、「反23條」
遊行等政治活動是「教會要他
做的事」
。在2005年政改方案一
役中，陳日君高調批評，有關
方案「難以接受」
，要求反對派
議員反對。時任政務司司長許
仕仁更於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
後，罕有點名批評陳日君。天
主教刊物《公教報》於2006年
刊登一名神父的文章，指有教
友對陳日君就政改等政治問題
的高調取態感到不滿，唯陳日
君反而變本加厲。
2007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
時，陳日君被揭發聯同黎智英
和李柱銘，透過所謂的「飯聚」
干預選舉，包括強推陳方安生
代表反對派參與補選，並勸退
準備參與競選的民主黨成員甘
乃威等。至2008年，由黎智英
牽頭，「四人幫」在黎位於九
龍加多利山的豪華大宅內進行
了3個小時的「秘密飯局」，游
說陳太再度參選立法會，未能得逞。陳日君
亦被外界視為策動所謂「五區公投」的反對
派幕後黑手之一，並以神職人員身份，呼籲
市民支持所謂「五區公投」運動。

版
面

六中全會決定
推動文化強國

■天主教香港教
區副主教陳志明
表示，教區不知
陳日君收受鉅額
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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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捐款流向及用途，否則公眾難免質疑捐款用途「見不得光」
。

香「政治獻金」文件時，已指出當中最弔詭

力關上車門，差點夾中攝影師的手，似乎有點老
羞成怒，落荒而逃，希望盡快離場避開記者追
，今日
之處是陳日君由05年至10年間，獲得「個人捐款」 訪。不過，「避得了一時，避不了一世」
高達逾2,000萬元，還超過公民黨及民主黨，亦足 陳日君將見傳媒回應校本條例終審法院裁決，但
證陳日君在黎智英心中的地位與他人相比確實不 傳媒焦點勢必放在「獻金」風波上，屆時陳日君
便避無可避。
可同日而語。
港文匯報細閱經Foxy軟件外洩的黎智英

門
猛關車

怒關車門避追問 險傷記者手
對巨額捐款去向，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陳
志明昨日表明，教區從來沒收過來自黎智英的
捐款，教區的賬簿內亦沒此紀錄，也不知道陳
日君是否個人接受有關捐款：「大額的我們全
部都清楚的，（全部賬目也好清楚？）我們有
一部門列明的，特別有些人捐款我們也要知來
源是哪裡，清清楚楚很緊要的。」但他形容陳
日君樞機好心，樂意幫助任何人，如果他需要
幫助任何人，都需要人幫助他，他接受捐助是
可以理解云。
未知是否「做賊心
虛」
，陳日君兩度被記
者追問捐款一事，都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總額
不肯作出回應。他早
300萬
300萬
300萬
300萬
- 2,000萬
上現身堅道天主教座
150萬
315萬
300萬
302萬
*2萬 1,457萬
堂時，一聽到問題，
55萬
202萬
200萬
400萬
400萬 1,369萬
一度黑面就走進座堂
內，其後再被追問
20萬
100萬
10萬
130萬
「有冇件咁
事」時，
100萬
100萬
他就掛 勉強笑容，
20萬
20萬
40萬
繼續「收口」；下午
*黎智英亦於2011年的捐款預算中預留了300萬元捐予民主黨 離開座堂時，更急步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衝進」的士內，並大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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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截圖
■有線電視截圖

反對派接受黎智英捐款紀錄
團體或個人 2005年

2006年

陳日君

300萬

500萬

民主黨

-

300萬

公民黨

-

2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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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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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擦「輸機」封口 網友譏「等上帝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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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
廣認為，陳日君作為神職人員及公眾
關注人物，對巨額捐款去向「有說明
好過無說明」，但是否要向公眾說明
要交由他自行判斷：「如果他不作出
說明，難免社會會有很多猜想、懷
疑，好多諗法，陳樞機要考慮此代
價，及是否想成日被人質疑。」
李彭廣坦言，香港並無法律規管要
求收款人向公眾披露詳情，其他人可
能「闊佬懶理」，但陳日君基於身份
問題，公眾對他有所期望，若他不交
代，公眾因此產生「背後交易」的質
疑亦屬正常：「他（陳日君）講多些
起碼對維護聲譽，釋除公眾疑慮有幫
助。」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
導師蔡子強亦認為，由於教區已表明
未曾收取有關捐款，陳日君更有責任
向公眾解釋事件，澄清捐款的用途。
本報記者昨日亦再度致電黎智英，
希望他回應事件，但至截稿為止，都
未有回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有網友認為教廷應介入調查事件，但網友「cwbguy」
卻說：「冇聽聞過梵蒂岡有ICAC這個部門，所以陳樞
機應該無事！」

原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捲入傳媒老闆黎智英
近期政壇太熱鬧，網上討論區的話題亦不時更新，
「他不須向凡人交代」
「捐款門」風波，更成為捐款榜頭號人物，不少網民就 新鮮熱辣的黎智英「捐款門」風波昨日可謂「獨佔鰲
在討論區上熱論「捐款門」事件，狠批「陳日君平時 頭」
，成為網友關注「大熱」
。對陳日君獨得2,000萬捐
網友「阿倫伯」就建議陳日君與黎智英宜先夾過口
口硬兼牙擦，一問到錢淨係識啞口無言尷尬傻笑」
，而 款但又不肯回應捐款用途，網友「dummylem@n」就 供：「天主教會話一毫子都無收過呢~~樞機要好好同
關於「落格」
、「清高有限」
、「靈魂有價」
、「收錢干 認為：「他連反駁都唔敢⋯⋯證明身有屎⋯⋯」
黎生夾 口供先得啦！」陳樞機一下由「道德高地」
政」的質疑更是此起彼落。網友尋正就嚴正呼籲：
跌落凡間，網友「temeda-2」就直斥他是「神棍陳」
，
「2000萬元靈魂真值錢」
「陳日君主教，你一向公義，一直為社會不公平事發
又揶揄：「他唔洗同你班凡人交代，佢需要同上帝交
聲，依家有人話你收錢講 喎⋯⋯咁嚴重 指控，請
還有網友質疑「政治獻金」會否用於「荷包自肥」
， 代咋。」
你為自己清白，講句 啦⋯⋯」但陳日君全日「封 如「胸毛一人」便問說：「陳教主收 政治獻金，投
「Anti_block」就猜疑巨額捐款用途神秘：「呢 應
口」
，有網友不禁揶揄他「等緊上帝畀指示，所以無可 放天主教會身上？定抑或自己荷包內？」
「ms168」嘆 該係好秘密，唔講得出口，人為 錢都係為異性，享
奉告」
。網友「barcam002」則說：「陳輸機，公眾， 道：「收 政治獻金，呢鋪變 政治神棍，正宗『輸 樂，權力等等，做主教應該唔會有大享樂，一係佢為
教友，教會都有知情權，快出來交代吧，唔知記協及 機』醜聞」
。網友「那些年」就嘆道「樞機靈魂有價」： 權力，咁如果天主教可以用錢搞掂而上位，仲唔係大
港台會否為我 的知情權出點力嗎？」
「陳樞機所付出的，原來值2000萬？他的靈魂真值錢！」 大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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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提警告
法國恐降級

鄂市民間借貸
規模超2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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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新手機
性能傳超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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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失業率低
364萬人就業

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
「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
榮」的決定，提出了到2020年文
化改革發展目標。

上周20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
議未令歐債危機降溫，穆迪昨突
指法國評級展望面臨壓力，令外
界憂該國Aaa評級不保。

內蒙古鄂爾多斯民間借貸規模超
過2,000億元人民幣，參與人員更
廣涉當地近九成居民，鄂市極有
可能成為「溫州第二」
。

Google將於今日早上在香港發布
第3部Google旗艦手機，新手機採
用最新Android 4.0作業系統，據稱
性能超蘋果。

本港最新失業率維持3.2%的低水
平，總就業人數達364.2萬，接近
全民就業，但製造業的就業情況
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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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第11/122期) 攪珠結果

4 9 23 37 47 48 14
頭獎：$13,198,120
(3.5注中)
二獎：$1,365,730
(2注中)
三獎：$60,470
(135.5注中)
多寶：無
下次攪珠日期：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