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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選戰

圖甩訟棍臭名 陳家洛扮「教授」
陳淑莊「跟隊」博洗底 涉誤導選民廉署跟進

拉票「喊苦喊忽」圖呃兩席
在港珠澳大橋環評案、外傭居港權官司等，身為大律師的

公民黨港島區現屆立法會議員陳淑莊雖然只在該黨資深大狀
身邊「跟出跟入」，但仍難脫「小訟棍」之名，令她在去年的
區議會選舉中落敗。在今年立法會選舉中，她就在參選名單
中排在陳家洛之後，抬出對方的「學術形象」，試圖一方面淡
化「訟棍」之名，一方面就在公開拉票「喊苦喊忽」，試圖打
動他們的支持者「買豬肉搭件豬頭骨」以取得兩席。

死撐美學界統稱「教授」
雖然自詡為「法治化身」，在公民黨港島區參選名單排頭位

的陳家洛，為打出「學術形象」就涉嫌違反選舉法例：在該
黨的「官方」選舉網頁上，「大大隻字」地自稱教授，只在
其個人簡介中以小字註明自己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
系副教授，及多間非本地院校的「訪問教授」。投訴市民批評
陳家洛「為人師表者為了選票，居然自我抬高身份，蓄意欺
騙市民，實在是有違市民對廉潔選舉的期望」。
被踢爆並非「真材實料」的教授後，陳家洛聲稱，按美式

學術界慣例，助理教授以上職位可自稱為「教授」，又稱自己
是多間非本地院校的「訪問教授」，故宣傳資料「並無欺騙成
分」。

遭浸大踢爆改稱「博士」
不過，香港浸會大學發言人在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

陳家洛是該校的副教授，在大學架構上，教授與副教授是兩
個不同的職位。其後，陳家洛雖口硬依然，其選舉網頁介紹
及部分宣傳橫額中的「教授」銜頭已「被消失」，並改稱「博
士」。

有市民其後自發到廉政公署及選舉事務處，投訴陳家洛涉
嫌作出失實聲明，有違誠信，希望有關部門公平公正嚴查是
否有人違規。
民主黨3名資深黨員陳德明、楊錚及羅國強，亦就此到廉政

公署舉報，指在大學架構上教授與副教授是兩個不同職位，
是教育學術界極普通常識，但自詡「維護法治」的公民黨及
候選人陳家洛，在競選宣傳品自居「教授」，涉嫌違反《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中，發布虛假或具誤導性陳述行為
罪行，試圖誤導選民，是「知法犯法、有法不依」。
他們又批評，陳家洛自辯稱「助理教授以上職位可宣稱教

授是美式學術界慣例」，是「繼續誤導選民的低級謊言」，強
調在職稱、職銜和職業問題上，對任何國家或社會而言都是
非常嚴肅的事，如在美國，無論是政商界及教育專業界，均
對申報履歷及職稱有嚴格審核監督。

美國倘發現虛報需退選
3人舉例說，過去發生過美國某上市董事在學歷上未指明是

畢業還是肆業，就要公開聲明、道歉並受罰款處理；在外國
政界或學界發生「虛報」、「篡改」及不實聲稱個人「學歷」
等情況被舉報後，當事人有退出選舉、辭職或被撤職，或被
當局追究法律上責任等；倘香港的法律制度容忍此等「混水
摸魚」的行為而不作懲罰，香港社會便要付上沉重的代價，
「倘若副局長自稱局長等情況出現，會令天下大亂」。

投訴人引述指，廉政公署亦已落案受理正式介入調查。根
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任何人倘在選舉期間作
出非法行為最高可處罰款20萬元及監禁3年。
另外，未知是否因為隨時會被廉署「請飲咖啡」，陳家洛昨

日在出席一港島區選舉論壇時，在開場發言就花了相當長時
間介紹個人背景，並多次主動提到自己是「副教授」。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民黨自成立以來自詡「法治化身」，但其身為核心成員的多名大狀，先

後被指涉嫌幕後操控港珠澳大橋環評案、外傭居港權案，以至是近年困擾香港的「雙非」問題的始作俑

者，被市民批評為「訟棍黨」。身為公民黨主席的陳家洛，在今年立法會選舉「空降」到港島區參選，遂在

宣傳中突出其「學術身份」，圖淡化該黨的「訟棍」形象。不過，陳家洛未知是否因為自己在政界一向面目

模糊，地區政績全無，感覺其副教授身份「唔夠照」，竟在其選舉橫額以至選舉網頁中自行「升呢」為教

授，涉嫌作出虛假陳述並誤導選民，違反選舉條例。有市民以至民主黨人更就此到廉政公署投訴。

倒 數 7 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公民黨被指涉嫌「幕後操控」港珠
澳大橋環評案，令香港納稅人近百
億元公帑無端「被浪費」。在昨日
選舉論壇上，公民黨候選人未有正
面回應質疑，只將司法機構「擺上
」，聲言批評該黨者，都是「抹

黑司法制度」，試圖以「法」去堵
截悠悠之口。
去年，自稱朱綺華婆婆「契女」

的公民黨社區幹事鄭麗兒在接受
《南方人物周刊》訪問時「自爆」，
指自己於2009年秋天由公民黨東涌
北區議員林有嫻口中「了解」到工
程對空氣的影響，遂「自發」向街
坊派發公民黨環評意見信及徵集簽
名，朱綺華則在收到她分發的信件
後決定「出頭」，而鄭在公民黨聚
會上表達了「朱綺華的想法」，公
民黨副主席黎廣德當時稱，「除非
司法覆核，否則就難以叫停工
程」，更「建議」身患多種疾病、
又領 政府救濟金的朱綺華申請法
律援助，並對大橋環評報告提出司
法覆核。其後，黎廣德並為此案
「積極幫忙尋找環評專家」。

王國興批何秀蘭出賣勞工
在昨日電台舉辦的港島區論壇

上，工聯會候選人王國興首先批評

公民黨，涉嫌利用「義工長者」策
動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浪費公
帑，拖慢建築工程，又大搞外傭居
港權訴訟，並批評工黨候選人何秀
蘭是在「掛羊頭賣狗肉」，聲言關
心勞工，卻「或明或暗」支持公民
黨的大橋案及外傭居港權官司，是
犧牲本地工人就業的「工賊」：
「得一碗飯，應該係畀香港人食，
定係一定要夾硬分一半畀其他
人？」何秀蘭在回應時未有正面回
應，只稱自己不滿王國興「借工黨
打公民黨」，是在「挑撥離間」
云。

何君堯質疑余若薇假民生
在昨日舉行的新界西選舉論壇

上，有鄉事派背景的何君堯亦質疑
「空降」到該區參選的公民黨前黨
魁余若薇，狠批對方聲言關顧民
生，但其同黨就涉嫌協助外傭爭取
居港權、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既
「濫用法援」，亦反映了他們完全沒
有關注地區民生。余若薇在回應時
即「上綱上線」，稱對方是在「抹
黑司法制度」，又稱該黨在新界的
問題上「處理過不少個案」云。
新界西候選名單還包括麥業成，

曾健成，田北辰，陳一華，梁耀
忠，陳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選
舉投票日將至，爭奪同一票源的反對派不同
黨派在近期的選舉論壇上都主力攻擊其「同
路人」。其中，民主黨在向「人民力量」「宣
戰」後，該黨候選人就在各區的論壇向對手
「挑機」，雙方互揭「黑幕」。在昨日港島區
選舉論壇上，民主黨候選人單仲偕就質疑
「人民力量」收受「親中人士」的捐款，應
正名為「人民幣力量」；「人民力量」候選
人劉嘉鴻反指民主黨會慶時曾獲領匯「買 」
支持，互相攻擊，赤裸裸地將兩黨口心不一
的嘴臉公諸於世。

蕭若元與社科院有合作
「人民力量」一直拒絕與中央政府溝通，

又借此抹黑建制派中人，但在今年立法會選

舉中，排在「人力」主席劉嘉鴻名單第二
位、被指為「人力」金主的蕭若元，就先後
被《明報》、《蘋果日報》及《信報》陸續
透過報道及評論質疑，稱由他擔任主席的
「無限創意」是其子蕭定一任主席的創業板
公司「中國3D數碼娛樂有限公司」的大股
東，而後者於8月底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簽訂
了合作備忘錄，發展創意文化娛樂事業，又
稱「人力」收取了新界社團聯會名譽會長杜
玉鳳捐出、約值數十萬元的紅隧隧道口廣
告，被質疑該黨實為「人民幣力量」。蕭辯
稱，「無限創意」雖為「中國3D數碼娛樂
有限公司」單一大股東，但「並無控制性地
位」。

單仲偕謔稱「人幣力量」

不過，在昨日的港島區選舉論壇上，單仲
偕在主場質詢環節試圖「隔山打牛」，向因
不滿原社民連主席黃毓民向「江湖中人」租
用單位作為「黨址」的勞永樂提問，揶揄蕭
若元旗下公司已經「染紅」，「人民力量」
應改稱為「人民幣力量」，並僅僅1年就「成
功分裂『泛民』」。

民主黨會慶獲財團買
蕭若元隨即插嘴，破口大罵稱：「你這樣

說是誹謗，是否我的公司？你再講一次！這
樣會成為法庭的證據。」劉嘉鴻其後在其
「主場環節」則反擊稱，民主黨於2004年支
持領匯上市，「答案好簡單，民主黨在2010
年會慶就有領匯買 ，仲有大有錢佬、大地
產商買 」，又稱對方支持特區政府在今年

預算案中退差餉，是在「劫貧濟富」，並稱
有公司因此收回9,000萬元云。

兩黨都收建制派捐款
在昨日新界西論壇上，民主黨候選人李永

達在質詢環節也指「人民力量」陳偉業收取
建制派背景的「新界社團聯會」名譽會長杜

玉鳳捐款。陳偉業即指，民主黨亦有收全國
政協委員劉夢熊的捐款。李永達回應時稱，
該黨的接受捐款政策，是「無附帶任何條件」
的，陳偉業即聲言「我 都係」。民主黨的
陳樹英稍後為其丈夫李永達「報仇」，高舉
蕭若元在報章的聲明，批評「人民力量」，
「（自己）有事就卸膊」。

白鴿「人力」互揭對方「收水」

選舉進入「大直路」。在昨日港島區選舉電視辯論中，各
候選人均出招拉票。民建聯候選人曾鈺成盡展口才，「七情
上面」地強調，立法會議員除識「吹水做戲」外，還要為社
會重要議題作出負責任的決定：「撐社民連，上街；撐『人
民力量』，上網；撐公民黨，上court（法庭）；撐『事旦
男』，舉牌；撐蕭若元，拍《玉蒲團》。選議員？還是要選民
建聯！」

鍾樹根真告急 葉太一票不懈
民建聯候選人鍾樹根團隊就打正「真告急」旗號，呼籲選民支

持20年來一直在社區用心做事的港島最強團隊。新民黨葉劉淑儀則
用誠意拜票，細說自己當年冒 成為「過街老鼠」風險，放洋留
學後回港參與立法會選舉，一票一票爭取市民認同及支持，強調
今年戰況混亂，民調結果隨時「高開低收」，新民黨一票不能少。
至於一直衝 無 電視參選的「事旦男」何家泰，就盡用發言

時間揶揄無 節目及大鬧公司高層的作風。
參選港島區名單還有許清安、鍾樹根、吳榮春、葉劉淑儀、劉

健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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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領匯導致基層市民生活壓力大
增，是各黨派都關注的議題。不
過，反對派就只懂借最初「領匯
上市」的問題攻擊建制派議員，
卻完全未能提出可行的解決辦
法。在昨日新界西地區論壇上，
公民黨候選人郭家麒就被質疑該
黨要求回購領匯的建議，只會
「益 (佔領匯極多股份的）外來基
金」，郭家麒即刻「口啞啞」。

田北辰：夠起11萬公屋
在昨晚新界西論壇上，新民黨

候選人田北辰批評，反對派政黨
要求特區政府回購領匯，其中耗
用的公帑將高達800億元，其中大
部分只會「益 外來的基金」，是
「藥石亂投，公帑亂揮」。郭家麒
被問到「口啞啞」，只語無倫次地

不斷重複說「要方便基層長者」。
田北辰隨即解釋，指800億元公
帑，可興建11萬公屋單位，及將
所有巴士置換為環保巴士，並批
評郭家麒不懂經濟。

李卓人一味「馬後炮」
另外，工黨候選人李卓人就質

疑民建聯候選人梁志祥，稱對方
支持領匯上市，是「出賣基層市
民」。梁志祥反駁道，這完全是偷
換概念，強調當年房委會幾乎破
產，各界在經考慮後才決定支持
領匯上市，並批評李卓人在領匯
上市時「唔聲唔聲」，「上 市先
話呢樣 樣」，並強調他提出要建
設社區設施，改善就業問題，及
設立市集街市及商場，讓居民享
受低廉物價，才是真正解決領匯
導致區內物價飛升的關鍵。

■陳偉業被揭收受建制派人士捐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民主黨被指會慶時獲領匯「買 」。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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