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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聯盟正義聯盟」」昨日昨日
抗議陳日君收受黎智抗議陳日君收受黎智
英數千萬鉅資英數千萬鉅資，，市民市民
和教徒強烈要求公開和教徒強烈要求公開
「「肥水流向肥水流向」。」。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被本報記者追問收捐醜

聞，毛孟靜理屈詞窮，惱羞

成 怒 ：我拒絕讓文匯

報記者壟斷發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
教陳日君，在8年間累計收取了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
最少2,600萬元「獻金」，但有關款項去向不明，陳日
君日前被追問有關問題時更傲慢地稱「毋須回應」。
「正義聯盟」及一批天主教教友、市民昨日下午到天主
教教區中心抗議，批評陳日君是教會的「猶大」，背叛
教會與信徒。「正義聯盟」召集人李偲嫣表示，已去信
梵蒂岡教廷及意大利主要傳媒，公開陳日君涉收受「黑
金」一事，並要求教廷跟進調查。

市民教友示威 要求交代「黑金」
自陳日君被揭發過去2年曾收取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
英合共600萬元捐款，連同2011年被踢爆在2005年至
2010年間所收的捐款，累積合共多達2,600萬元後，其
偽善一面展露無遺。「正義聯盟」成員聯同天主教教徒

等12人昨日向天主教教區職員遞交抗議信，並將象徵
猶大出賣耶穌的朱古力金幣交給教區中心人員。
李偲嫣批評，陳日君在事件被揭發後，最初不承認收

取秘密捐款，直至證據確鑿才肯公開承認，及後卻又否認
捐款與政治有關，稱「款項是用於牧職上，包括資助內地
的地下教會、轉贈予弱勢群體等」，但陳日君並沒有出示
任何證據，證明他確曾將巨額捐款用於他所說事項中。
她並質疑，在6月舉行的所謂「毅行爭普選」活動

中，陳日君高調支持反對派所提出的、不符合基本法規
定的「公民提名」方案，陳黎兩人的私下交易，或有其
它政治目的，而自爆出「黑金門」後，陳日君高傲地稱
「毋須」向公眾交代，毫無神職人員的謙卑，更混淆視
聽地稱「捐款與政治無關」。
李偲嫣續稱，陳日君自收取第一桶「黑金」時已經在
和魔鬼交易，是香港的「猶大」，欠港人及天主教教廷

一個交代，但教廷沒有嚴正處理神職人員在私下收取巨
額款項一事，縱容「猶大」及背後「金主」聯同其他政
客，做出試圖顛覆國家政權的事，難以向信徒交代。

翻譯證據信件 寄梵蒂岡意傳媒
她說，在「忍無可忍」下於昨日凌晨透過意大利一名
女信徒，將搜集到的黑金報道及證據，聯同資料出處，
以中、英、意大利文去信天主教教廷及意大利主要傳
媒，希望梵蒂岡教廷可調查陳日君收受黑金事件，讓陳
親自到教廷解釋，「希望日後公布調查報告，向全世界
的教徒，特別是香港教徒作出交代。」
被問及黎智英近年向各反對派政黨政客等豪派4,000

萬元，及2011年Foxy解密揭發黎在5年內向反對派發
放5,000萬元「黑金」後，再次暴露其反對派金主的身
份。李偲嫣指，黎智英不向慈善機構捐款是「居心叵

測」，「為甚麼他不將錢捐給有需要的人？好似現在雲
南災區有這麼多人等待救助，他可以捐錢救人，但他只
捐給反對派政黨，政治目的可想而知。」

設計圖片

「正義聯盟」函教廷促查陳日君

黎「馬仔」不齒毛語言偽術
在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

向反對派政黨以至個人「施
肥」後，各接受了「獻金」
的反對派議員窘態百出，有

人迴避有人潛水，被指收取了50萬元「獻
金」的公民黨議員毛孟靜，及民主黨議員
涂謹申則斷然否認，甚至在其「金主」黎
智英公開承認曾捐錢予他們後仍「死口唔
認」，令黎的「馬仔」、《蘋果日報》總
編輯張劍虹也「睇唔過眼」，在其專欄揶
揄兩人說的是「語言偽術」，「無論如
何，（毛涂）馬上劃清界線，豈非更此地
無銀？」

《蘋果》老總撰文譏收捐議員
7月21日，「壹傳媒股民」向本報在

內的多家香港媒體提供大批機密文件，
其中揭露了黎智英原來一直是反對派的
「金主」，包括曾向毛孟靜及涂謹申各
捐50萬元。7月22日，黎智英在接受旗
下網台訪問時，承認曾在2012年立法會
選舉前，向毛孟靜及涂謹申等各捐了50
萬元作為選舉經費。

但同日，毛涂否認收過錢，毛孟靜更
宣稱，和黎智英並不相熟，「有關人
士」是在「放料抹黑」，「我覺得他
（黎智英）是閒談之間隨口說，我不覺

得他說我有做過這件事（收受選舉捐
款）。2012年4月，我沒有收到任何來
自這位黎先生的任何捐款。當選立法會
議員後，有沒有收到黎先生捐款？答案
是沒有，一毫子也沒有。」

8月4日，以「沙膽虹」為筆名的張劍
虹，在《蘋果日報》刊出的專欄中，在談
到毛涂兩人時揶揄道：「他們（毛涂）說
2012沒有收過肥佬黎捐款……這兩年被語
言偽術訓練久了，腦海馬上閃過，沒收這
位黎先生的捐款，那Mark Simon（黎智
英『家臣』）的呢？沒收過黎的選舉捐
款，有否收過黎的其他捐款？無論如何，
馬上劃清界線，豈非更此地無銀？」

他又在專欄中批評另外兩名涉及「黎獻
金」事件的反對派議員李卓人及梁國雄，
在交代問題時吞吞吐吐，「難免給人唧牙
膏式回應之感，有欠理想。」對一直被視
為肥佬黎「最愛」的公民黨黨魁梁家傑，
則說其「算是最能釋疑的一位」。

就在張劍虹文章刊出的當日，「壹傳
媒股民」再公開另一批機密文件，包括
一封寄給壹傳媒集團副財務總裁周達權
的電郵，證明黎智英 2012 年 4 月開支
中，包括三筆支付給 Mark Simon 的款
額，每筆50萬港元，以「特別項目」名
義轉給毛孟靜、涂謹申等。

新聞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而記者
的天職就是提問，對涉及公眾利益之事
尋根究柢，找出真相。傳媒出身、經常
將「捍衛新聞自由」掛在嘴邊的公民黨

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在被揭發涉嫌收受肥佬黎「政治
捐獻」一事後，昨日舉行記者會解釋，但在面對本報
記者追問時，既拒絕回應，更禁止記者再提問，露出
了反對派所謂「捍衛新聞自由」的真實嘴臉。

拒絕公開「分肥」日期紀錄
包括毛孟靜等反對派議員，經常將「捍衛新聞自

由」掛在嘴邊，尤其是涉及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旗
下的《蘋果日報》的利益，例如所謂「抽廣告」事件
時，都表現得非常「勇猛」。不過，在被爆涉嫌收受
肥佬黎「政治獻金」後，各反對派議員處處迴避，對
傳媒的追問「欲言又止」，採取擠牙膏式的交代，對
被視為「不是自己友」的傳媒更態度惡劣。
自稱為「壹傳媒股民」人士，近日再向傳媒發郵

件，證明黎智英曾透過親信Mark Simon，於2012年4
月向毛孟靜支付50萬元，而根據立法會申報文件顯
示，毛孟靜曾申報一筆丈夫捐贈的50萬元選舉經費，
與發放「黑金」的時間十分吻合。「一國兩制」研究
中心總裁張志剛認為，毛孟靜應公開她與丈夫在過去
36個月的銀行交易紀錄。
不過，毛孟靜在昨日的記者會上，僅提供了只得兩頁
紙的簡單紀錄，令人無法「盡窺全豹」。香港文匯報記
者向毛孟靜提問道：「點解你唔回應外界要求，公開過
去36個月的銀行戶口情況？」毛孟靜立即發難：「咩外
界？公道自在人心，咁樣公開有咩意思，意義在哪？點
解要36個月，唔係48個月，又唔係10年前，不如叫我

公開自從認識黎生（黎智英）後，所有銀行戶口、電
郵、電話錄音……Where is end（在哪裡結束）？」

本報記者質問為何「嚴人寬己」
文匯報記者再追問她如何看爆料電郵內提到她的名

字一事，毛孟靜揶揄稱，記者是「揸住（電郵）文件
當《聖經》」。當記者追問她何以在回應是次事件時
有如「擠牙膏」，毛孟靜則稱自己在記者會開場時已
解釋過，不知記者是否遲到。記者即反駁，自己並沒
有遲到。
香港文匯報記者其後追問，「你（毛孟靜）之前

（在購地事件上）指責發展局局長陳茂波，不單要陳
茂波交代一切，連陳的太太、家人也不放過，為何你
今次就只交少少資料，不全部交給立法會議員個人利
益監察委員會？你是公眾人物，需要讓公眾知道更多
事情。」

毛借口不能「壟斷發問」散場
此時，毛孟靜再次發難，稱「我覺得現時公布的資
料已經足夠」。文匯報記者其後再想發問時，毛孟靜
就聲言，「我拒絕讓文匯報記者Monopolize（壟斷）
發問。」一直坐着的她更即時站起來，拒絕再回應記
者提問，記者會也隨之結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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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根據據「「壹傳壹傳
媒股民媒股民」」

於於77月向香港文月向香港文
匯報及其他報匯報及其他報
章披露的資料章披露的資料
顯示顯示，，肥佬黎肥佬黎
於於 20122012 年年 44

月月，，即各界開始積極部署即各界開始積極部署20122012
年年99月月99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之際日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之際，，向向33名現任或名現任或
前任立法會議員前任立法會議員，，包括公民黨的毛孟靜包括公民黨的毛孟靜、、陳淑陳淑
莊莊，，及民主黨的涂謹申各及民主黨的涂謹申各「「捐捐」」了了5050萬萬。。其後其後，，
肥佬黎在接受旗下的網台訪問時承認肥佬黎在接受旗下的網台訪問時承認，，自己確有自己確有
向有關人等捐款向有關人等捐款，，作為選舉開支作為選舉開支。。不過不過，，由於由於33人人
在選舉後的申報在選舉後的申報，，並無顯示有肥佬黎的獻金並無顯示有肥佬黎的獻金，，被被
指涉嫌違反選舉條例指涉嫌違反選舉條例。。

44月月「「收錢收錢」」 騷騷88月紀錄月紀錄
33人在事發後一直否認人在事發後一直否認，「，「壹傳媒股民壹傳媒股民」」早前再早前再
披露一批機密文件披露一批機密文件，，在在20122012年年55月月77日的一封電郵日的一封電郵
中中，，黎智英下屬黎智英下屬Rosalinda MendozaRosalinda Mendoza在向壹傳媒集在向壹傳媒集

團副財務總監周達權匯報每周財務報表時團副財務總監周達權匯報每周財務報表時，，提到以提到以
20122012年年44月月2121日作結的一周日作結的一周，，有有44筆超過筆超過5050萬港元萬港元
的付款的付款，，其中其中33筆由黎智英支付給筆由黎智英支付給Mark SimonMark Simon，，每每
筆筆5050萬元萬元，，註明是給註明是給JamesJames、、TanyaTanya及及ClaudiaClaudia三人三人
作作「「特別項目特別項目」」之用之用，，其中其中ClaudiaClaudia就是毛孟靜的就是毛孟靜的
英文名英文名。。
在醜聞爆出後一度躲進廁所逃避記者提問的毛孟在醜聞爆出後一度躲進廁所逃避記者提問的毛孟

靜靜，，昨日終於舉行記者會昨日終於舉行記者會，，稱自己已向處理稱自己已向處理「「黎獻黎獻
金金」」事件的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提交了共事件的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提交了共
兩頁紙的文件兩頁紙的文件，，包括她的包括她的20122012//20132013財政年度的個人財政年度的個人
戶口存入紀錄戶口存入紀錄、、其丈夫其丈夫Philip BowringPhilip Bowring於於20122012年年88月月
1515日給她的支票單據日給她的支票單據，，及她丈夫及她丈夫20122012年年88月的戶口月的戶口
紀錄紀錄，「，「證明證明」」他的丈夫確曾調動其外匯投資他的丈夫確曾調動其外匯投資，，給她給她
5050萬元參選萬元參選。。
毛孟靜續稱毛孟靜續稱，，其丈夫被指其丈夫被指「「代收代收」」捐款捐款，，感覺被感覺被
「「嚴重冒犯嚴重冒犯」，」，又聲言收取選舉捐款是又聲言收取選舉捐款是「「天公地道天公地道」」
的的，「，「全部乾乾淨淨全部乾乾淨淨，，實收實報實收實報，，在陽光下進行在陽光下進行」。」。
不過不過，，根據前後兩次曝光的資料根據前後兩次曝光的資料，，均指肥佬黎是均指肥佬黎是
在在20122012年年44月捐款的月捐款的，，但毛孟靜並無出示有關日期但毛孟靜並無出示有關日期
的任何紀錄或資料的任何紀錄或資料，，20122012年年44月至月至88月這段可能的月這段可能的
「「收金期收金期」，」，可說是一片空白可說是一片空白。。而毛孟靜展示的銀而毛孟靜展示的銀
行紀錄行紀錄，，反映其丈夫確在其外匯投資戶口調動了反映其丈夫確在其外匯投資戶口調動了5050
萬元萬元，，並以支票方式存到她的戶口並以支票方式存到她的戶口，，但該筆巨額金但該筆巨額金
錢此前何來錢此前何來，，她所提供的資料中並無紀錄她所提供的資料中並無紀錄。。
在記者追問她何以不向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在記者追問她何以不向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

員會提交員會提交20122012年年44月至月至88月的紀錄時月的紀錄時，，她即發難稱她即發難稱，，
委員會並無要求她提供有關資料委員會並無要求她提供有關資料，「，「佢唔問佢唔問，，交甚麼交甚麼
呢呢？？好像你們有行家好像你們有行家（（記者記者））說說，，有個男行家被指女有個男行家被指女
人型人型，，是否就要他立即除衫俾人驗證一下呢是否就要他立即除衫俾人驗證一下呢？？事情是事情是
合法合法、、合情合情、、合理合理，，這是個人選擇這是個人選擇！」！」
毛孟靜在被質疑毛孟靜在被質疑「「個人個人」」可能沒收過肥可能沒收過肥

佬黎的錢佬黎的錢，，但肥佬黎可捐款予公民黨但肥佬黎可捐款予公民黨，，並指並指
定交給她定交給她，，這也是這也是「「收過錢收過錢」」而非而非「「冇收冇收
過過」」時時，，她稱她稱，「，「黎智英黎智英（（在接受網台訪問在接受網台訪問
時時））只說了只說了『『選舉囉選舉囉！』！』三個字三個字，，其後表明他其後表明他

確有捐款給政黨確有捐款給政黨（（公民黨公民黨），），但他不會理會政黨如但他不會理會政黨如
何使用該筆捐款何使用該筆捐款。」。」

肉肉麻麻「「護主護主」」 亂噏被抹黑亂噏被抹黑
毛孟靜續稱毛孟靜續稱，，立法會選舉時立法會選舉時，，有很多人有捐款給有很多人有捐款給
公民黨公民黨，，她不會過問政黨的捐款來源她不會過問政黨的捐款來源，「，「公民黨有公民黨有
接受捐款的條件接受捐款的條件，，就是不會接受有條件的捐款就是不會接受有條件的捐款，，也也
不會公開捐款人的名字不會公開捐款人的名字。。我再說一次我再說一次，（，（我我））為甚為甚
麼需要回答這類問題麼需要回答這類問題？」？」但當記者追問但當記者追問，，倘有關捐倘有關捐
款是指明給某位議員款是指明給某位議員，，公民黨會否視為有條件捐款公民黨會否視為有條件捐款
時時，，毛孟靜聲稱毛孟靜聲稱，，這是一個這是一個「「假設性假設性」」問題問題，，但公但公
民黨民黨「「不會接受不會接受」」這種捐款方式這種捐款方式。。
她又再次聲稱她又再次聲稱，，自己雖於自己雖於20062006年開始認識黎智年開始認識黎智

英英，，但雙方見不了幾次面但雙方見不了幾次面，，但就肉麻地大讚黎智英但就肉麻地大讚黎智英
對民主運動貢獻很多對民主運動貢獻很多，，她非常敬重他她非常敬重他，，又試圖轉移又試圖轉移
視線稱視線稱，，是次事件的是次事件的「「本質本質」，」，是肥佬黎的私人電是肥佬黎的私人電
郵被黑客入侵郵被黑客入侵，，是受害人是受害人，，現在卻反過來被批評現在卻反過來被批評，，
是是「「國家機器國家機器」」有組織地有組織地「「抹黑抹黑」」反對派反對派。。被問到被問到
有何證據指近日醜聞是有何證據指近日醜聞是「「國家機器的抹黑國家機器的抹黑」」時時，，她她
只稱只稱「「這是大家都看到的這是大家都看到的」，」，但就無法提出任何事但就無法提出任何事
實根據以至證據實根據以至證據。。

「分肥」三疑點
公開紀錄非收捐期
無佐證夫錢從何來
拒答經公民黨袋金

毛賴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禍港四人幫」之首的壹傳媒集團主席

黎智英（肥佬黎），向反對派兩年「泵水」近4000萬元，其中被指在選舉

期間收受肥佬黎50萬元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一直矢口否認，並延

至昨日才舉行記者會「解釋」。不過，本報記者發現其解釋最少有三大疑

點：一是她昨日展示的銀行紀錄等，都是在有關密件所披露的「收錢」日

期後的文件，二是她聲稱有關的50萬元是丈夫調動外匯投資給她參選的，

但並無相關文件佐證其夫「錢從何來」，三是她迴避回答肥佬黎曾否通過

公民黨捐款給她，反映是次「獻金」事件，似乎仍有很多「未揭之秘」。

&
�

■■毛孟靜公毛孟靜公
布的部分個布的部分個
人 戶 口 資人 戶 口 資
料料。。
鄭治祖鄭治祖 攝攝

■■毛孟靜只拿出丈夫毛孟靜只拿出丈夫20122012年年88月月
份的銀行單據份的銀行單據，，仍然未有交代仍然未有交代
20122012年年44月份月份，，被指已收受黎智被指已收受黎智
英捐款的單據英捐款的單據。。 鄭治祖鄭治祖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