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智英獻金陳日君內幕詭秘
黎智英政治捐款文件透過foxy外泄，捐款紀錄顯示，

由2005年至今，黎智英每年都會捐贈300萬元予香港天

主教區前主教陳日君，總額達2,000萬，但用途不明，

數目之大，更甚於公民黨和民主黨。當中2006年更捐

贈500萬，當年陳日君獲冊封為樞機，更帶同黎智英往

梵蒂岡見教宗。　

黎智英獻金陳日君內幕詭秘。天主教香港教區表

示，對於黎智英捐款予陳日君並不知情，陳日君並沒

有代教區收取黎智英捐款，教區帳目沒有顯示有收黎

智英的捐款。教區指出，教區沒有規範神職人員以私

人名義收取捐款，但任何神職人員進行公開籌款活動

時，需先得到教區的同意及批准。

揭示黎智英與陳日君狼狽為奸關係

「維基解密」機密電文披露，2006年正是陳日君獲

梵蒂岡冊封為樞機的一年，當年3月27日，陳日君在梵

蒂岡進行獲冊封儀式，陳日君帶同黎智英和民主黨創

黨主席李柱銘同行，並引領兩人向教宗本篤十六世朝

聖。美領事館於2006年3月31日的電文表明，會探討

「傳媒、宗教、政客」三種力量結合下的影響力，既透

過美國「線人」收集當時三人在梵蒂岡的一言一行，

還研究了當時傳媒的看法，更特意就此事詢問了香港

天主教界消息人士的意見。此後，三人常密晤美國駐

港領事尋求資助及要求對方提出策略性指導，擬藉各

人手上「宗教」、「政黨」及「傳媒」三大影響力，藉

以操控香港反對派乃至整個香港政壇路向。黎智英獻

金陳日君，揭示出黎智英與陳日君狼狽為奸的關係。

陳日君是披 宗教外衣的「政治主教」，黎智英反中亂

港、作奸犯科劣行罄竹難書，二人臭味相投。

「政治主教」嚴重損害教會形象
陳日君經常替反對派「站台」，而反對派則倚靠和利

用陳日君的主教影響力。陳日君收受黎智英獻金幹什

麼事？人們可以看到，每次反對派搞遊行示威，陳日

君便利用自己的主教身份和地位煽惑教徒和市民上

街；每次選舉，陳日君就呼籲教徒投票支持反對派候

選人；去年公民黨和社民連策動違法違憲、浪費公帑

的「五區公投」，陳日君鼓動教徒參加。

陳日君參與了近年在香港發生的幾乎所有政治事件

和政治爭議。他憑藉自己的特殊地位多次發表過激、

具煽動性的言論，影響和誤導 信眾的行為，無休無

止地製造 社會動盪和不安，與宗教的宗旨大相徑

庭。說陳主教是「政治主教」，這是各方有目共睹的事

實。陳日君以主教身份高調介入香港俗世政治事務的

行為，香港天主教界甚為不滿，認為其製造一系列反

中亂港事件，已經嚴重影響香港天主教的形象。　

陳日君收了錢公然昧了良知
陳日君收了黎智英的獻金，不僅密切配合黎智英反

中亂港的言行，而且黎智英宣淫販

賤，旗下臭名遠播的淫褻周刊《壹本

便利》偷拍藝人換衫照，嚴重侵犯他人私隱的犯法行

為，黎智英面對輿論抨擊，毫無悔意，而陳日君公然

昧 良知，對淫賤黎的誨淫誨盜視而不見，出言力撐

黎智英，表示相信黎智英尊重編輯自主，對旗下刊物

屢次踩界並不知情。有關言論，更令陳日君惹起部分

天主教徒的不滿，有人曾因此事批評指，陳日君較黎

智英更應受譴責。

「維基解密」公開的大量機密電文踢爆，陳日君打

天主教「樞機」的名號，實際上一直擔當為梵蒂岡

教皇提供中國政策建議的角色，並作為「線人」向美

國提供內地和香港情報，以賣港換取美國駐港總領事

館的「賞賜」。其賣港的醜惡行徑，獲領事館「賞賜」

了「捍衛宗教自由敢言者」和「推動香港民主領導人

物」之名。黎智英獻金陳日君，倘若陳日君不嫖不賭

不吸毒，那麼這些獻金用來幹了什麼事？是否用來組

織和煽惑教徒上街和投票？是否用來資助內地地下教

會、干預內地事務？是否用來收集內地和香港情報匯

報給美國領事館？陳日君必須作出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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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的「Foxy解密」披
露，陳方安生亦於2007年至2009年
期間，共獲得黎智英捐出130萬的
政治獻金，大部分用途不明。陳
方安生透過公關公司表示，不會
對與捐款有關的問題作出評論。
陳方安生對她收受黎智英的政治
獻金諱莫如深，採取鴕鳥政策，

與她聞「維基解密」色變如出一轍，令人更加質疑
其中的黑幕。
陳方安生身為前政務司司長，不僅是公眾人物，

而且被部分西方傳媒封為「香港良心」，因此她收受

黎智英的政治獻金絕對不是個人的私事，而是涉及
公眾利益。這些獻金用來幹了什麼事，陳方安生必
須作出交代。
陳方安生與黎智英搞黑金政治，揭開了她退而不

休大搞政治活動的黑幕。陳方安生收受政治獻金用
來做什麼？人們看到，陳方安生退而不休參加立法
會補選、參與和鼓動反對派的示威遊行、策劃反對
派的選舉部署、到處演講發表政見，特別是在外國
勢力支持下，組織「宗政媒」勢力，指揮本港反對
派發動的包括「五區公投」在內的種種政治行動，
以及背地裡不斷促使美國插手香港政務，將她收集
的香港和國家的政情機密源源不絕輸送給美國，等

等，這些政治活動，大都需要資金才能運作，而且
這些政治活動都涉及公眾利益。因此，陳方安生收
受黎智英的政治獻金用途不明，是欠了公眾一個交
代。
實際上，陳方安生捲入金錢醜聞早有前科。陳方

安生任內發生「十成按揭」醜聞，又透過私人公司
成交以減付印花稅，其女兒也在同一年獲銀行九成
一按揭購買豪宅，涉嫌違反《防止賄賂條例》，是典
型以權謀私的事件。陳方安生「十成按揭」涉及
「高官特權」、「政府誠信」、「官商勾結」三個回歸
以來市民關注的問題，本港逾七成民意要求她作出
交代。但陳方安生對「十成按揭」醜聞一直抵賴不
作交代，現在又故伎重施，對她收受黎智英的政治
獻金拒不交代，充分說明這位「香港良心」極度缺
乏良知和誠信，實乃一大諷刺。

陳方安生在退休時接受記者訪問時說：「我在公
務員隊伍已服務了超過38年，在政務司司長職位也
有7年⋯⋯遲早都要離去，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所
以我絕對不會在退休後從旁指指點點。」但她退
休後，不僅「從旁指指點點」，而且在政壇搞風搞
雨。這「香港良心」為何「不甘寂寞」和「紅杏
出牆」？有分析指她有政治野心，或指她被西方
封為「香港良心」後欲罷不能，但她接受黎智英
政治獻金，則透露出金錢也是其中一個因素。
2007年立法會補選，反對派陣營竭力為她抬轎，
但她欲迎還拒，千呼萬喚猶抱琵琶半遮面，直到
黎智英向她捐出政治獻金，才「欣然參選」，亦暴
露這位「香港良心」銅臭熏天。陳方安生與黎智英
搞黑金政治，撕下了這位「香港良心」的面具。

柳頤衡

黎智英獻金陳日君2,000萬，陳日君作為一名神職人員要這些錢做什麼？這些獻金用來幹

了什麼事？是否用來組織和煽惑教徒上街和投票？是否用來資助內地地下教會、干預內地

事務？是否用來收集內地和香港情報？陳日君必須作出交代。

陳日君收受黎智英獻金幹什麼事？　

■責任編輯：袁偉榮　

立會多招改善採訪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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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記者於上周在立
法會新大樓內採訪施政

報告及答問會時遇到多重阻礙，引發傳媒
不滿，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昨日再與傳媒
代表會面，介紹大樓內傳媒最新活動範圍
的安排，指經過連日來與各部門開會討
論，決定作出多項改善措施，包括在會議
廳與前廳之間的「綠地毯」範圍，不再設
立特定採訪區，方便記者採訪官員及議
員，保安人員只會勸告傳媒騰出空間，讓
官員及議員進入會議廳，但不會阻礙傳
媒。

撤採訪區 增建記者室
鑑於現時記者室位處偏遠，採訪相當困

難，吳文華就說將會把記者招待會1B室進
行改裝，拆掉部分椅子，增加10張長 、
電話等設施，藉以增多一個記者室，同時
改善示威區及採訪區的位置。至於開放議

員專用通道予傳媒上落，吳文華就指，需
要在周四舉行的行政管理委員會上討論後
才能決定。

研究開放議員專用通道
對立法會保安員被指阻礙傳媒採訪工

作，吳文華解釋，周四當日由於行政長官
提早到達，加上未有按照指定位置落車，
令保安人員相當緊張，才會出現誤會。當
得知有關事件後，她便立即與保安組高層
職員會面，了解事件始末，上周六亦已與
大部分的保安同事申明他們協助傳媒工作
的角色，同事的反應積極。

特首辦未要求加強保安
另外，吳文華又指，已問過特首辦是否

事前要求保安在特首到場時加強保護工
作，特首辦的回應為「沒有這樣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政府近年因應環保訴求，擴大部分鄉
郊的保護區範圍，影響傳統鄉紳的權

益。鄉議局將於本周六舉行村代表大會，討論傳統權益，
民生經濟及地區發展等新界原居民非常關注的議題，預計
會有1,300人出席。今年大會最特別是找來兩位「疑似特
首參選人」梁振英、唐英年一起共商鄉事，希望他們可以
多了解新界原居民面對的困難。

CY和唐唐此次是應鄉議局主席劉皇發邀請出席大會，
希望聆聽一眾村代表的意見和「苦水」。據了解，唐唐此
行主要是聽意見為主，未必會發表意見，而且唐唐與CY
出席村代表大會的時間亦相差了一個小時，其中唐英年會
於2點半先到場，至於梁振英則會稍遲，大約3點半出席，
期望見到兩人同場發表政見的朋友可能還要再等一等了。

唐唐一家茶餐廳嘆奶茶
此外，唐唐在考慮是否參選之餘亦忙裡偷閒，昨日一家

三口到灣仔一茶餐廳「嘆」冰鎮奶茶、雞批及菠蘿油，又
和侍應及茶客討論街市行情及時事。唐唐亦好熟路搵食，
嘆完茶後，再與太太到附近的鹵八鵝店買滷水鵝片及掌
翼，又去一間四代人經營的椰子香料店買咖哩，回家玩
「煮飯仔」。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介紹港人大代表選舉辦法

隨 下屆特首選舉越來越受關注，港區全國
人大及政協委員月前接獲通知，預告喬曉陽將
會南下舉行「重要會議」，惹來傳言揣測不斷，
不少傳媒亦因此「美麗的誤會」蜂擁而至。逾
百名港區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包括全國政協
常委鄭家純、楊孫西、陳永棋、盧文端，以及
人大代表王敏剛、黃國健、葉國謙等，昨晨抵
達深圳紫荊山莊，與喬曉陽會面一個多小時，
聚焦討論港區人大代表選舉辦法，及後共進午
餐，期間沒有談及香港特首選舉及民生議題。

梁振英重申無關特首選舉
據悉，多名政協常委包括梁振英會前與喬曉

陽交談。梁振英會後就重申，是次會議與特首
選舉完全無關，會前會後亦無提到選舉事情，
但不便公開會議內容。被追問與喬曉陽會前談
話內容時，梁振英透露話題是「閒話家常」，否
認觸及選舉事宜以至個人民望等事宜。
葉國謙則說，港區人大代表選舉的立法，需

要先在常委會提出，再在明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
代會議通過，會面主要介紹整個選舉內容的考
慮及制定，「正如喬曉陽所指的『五年一聚』，
跟往日程序一樣」。他續指，討論期間有代表建
議因應選委會人數增至1,200人，同時考慮上調
選舉提名，但喬曉陽解釋有關修訂涉及全國法
律，認為選委人數增加亦應維持。

葉國謙：人大不適合討論

就外界視會議為特首選情「啟示」，葉國謙坦
言，人大不會干預香港特首選舉，人大常委會
亦非適合場合，又笑指個人無看到喬曉陽與梁
振英有特別眼神交流，只是討論選舉廢票問
題，曾建議出任監票主任的梁振英提出意見，
「喬曉陽即場建議梁振英提出意見，不過他無特
別提出及發表意見，其後梁振英先後到每圍打
招呼，但無任何暗示及明示」。

黃國健：喬不評論遞補制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國健透露，會議期間有政

協委員就遞補制，主動要求喬曉陽借鏡人大經驗
提供意見，他引述喬曉陽指「這是香港事務不便
評論」，及後會議亦未有提及「外傭居港權」等
重要民生議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距離新一屆區議會選舉不足3星期，各黨派候選人
作最後衝刺。成立不足一年的新民黨共派出12人上

陣，該黨主席葉劉淑儀形容選情艱苦，有黨友要挑戰建制派與反對派
的「6：4黃金定律」，亦有陷入「大混戰」或挑戰「老建制派」，但她
相信選民愈來愈有獨立思考，不愛偏激，而在互有攻守的政治氣氛
下，有信心新民黨在現屆只有1位區議員的基礎上會有進帳。
參選荃灣愉景選區的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在茶 時就向傳媒訴說

「落區之苦」，尤其以「洗酒樓」難度最高，一要面皮夠厚，二要低聲
下氣，「有些人會拿 報紙不睬你，有次更有人問我：『你來做咩？
擾民，行開！』」但既然「洗濕個頭」，他強調現階段會努力做好工
作，不評估勝算。同區參選人有民主黨現任區議員王銳德。

葉太未定是否選特首
除區選外，特首選戰氣氛日濃。曾表態有意參選的葉太重申，自己

服務港人的決心不變，每次落區亦有街坊支持她去馬，但目前仍在考
慮中，在區選後會再諮詢黨友意見；又指由於近年忙於做群眾工作，
未開始向選委拉票，不知會否獲得支持。至於候選人開支計算方法，
她就指曾參考法律意見，認為特首選舉候選人的定義不在於宣布參選
的日子，只要有類似候選人行為，如積極拉票及公關宣傳等，都有可
能在法律上被視為候選人；但她不評論坊間疑似候選人的情況。

彈新立會太暗唔上鏡
談到對立法會新大樓的評價，葉太最滿意增加了助理辦公室，有更

多地方開會；但最不滿是議會燈光顯得議員特別蒼老，「個個女同事
上鏡面都黃晒，我都好擔心，現在的燈光太高太散，以前燈光好一
點」。至於議會秩序及保安方面，她亦稱曾與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通電
話，相信對方在上周的答問會上因地方太大而影響裁決，但自己就一
定反對「掟 」，「教壞細路」；並支持傳媒採訪區應更寬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田二少嘆「洗酒樓」難度高

深圳晤港人代政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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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昨日「南下」深圳，與逾百名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會面，介紹及討論「港區人大代表選舉

辦法」，包括選舉時間表及主席團組成等，以趕及在明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代大會通過，

香港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李飛等亦有出席。據與會者透

露，會上有政協委員就本港遞補機制問題詢問喬曉陽意見，喬曉陽以「香港事務不便評

論」作答，會議亦並無觸及特首選舉事宜。

緣慳一面

落區經驗

從善如流

界線清晰

■梁振英將於
周六出席鄉議
局大會。圖為
他 昨 出 席
H a r v e y
Nichols亞洲
旗艦店開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彭子文 攝

■吳文華向傳媒介紹採訪區改善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新大樓的
記招室（1B）
將改為記者
室。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喬曉陽 資料圖片

喬老爺不談選特首

黑金政治撕下陳方安生「香港良心」面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