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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致公民黨成員全文
致 各公民黨兄弟姊妹書：
九年半前，我花了一年時間說服了前四十五條關注組成

員余若薇、梁家傑和吳靄儀共組公民黨。黨的名稱、第一

句口號：「為公為民，香港精神！」也是由我提出的。當

日組黨的理念和目標，是要爭取政治較為中立的港人成為

民主支持者，以執政黨的思維議政，最終成為真正的執政

黨。當日之高瞻豪情，奈何今天不再！

自零九年底，我開始察覺公民黨所走的路線，與當日創

黨的理念日漸偏離。我一直期待透過我的不斷努力，可以

啟發黨的視野，由單是面向民主派最堅實的支持者，轉而

致力於吸納更多政治傾向較為中立的港人，以壯大民主運

動。在政治立場上，我更希望公民黨能成為與中央建立關

係較為正面的首個民主黨派。這不是說要向中央委曲求

全，而是以堅定立場在一國兩制下，爭取民主執政空間。

當然，這目標在今天來說，可能有人會認為是太遙遠或不

切實際了；但這正是以執政黨的思維議政之第一步，亦是

爭取政治較為中立者支持的第一步。可惜經過近五年的不

斷努力，太遙遠和不切實際的，竟然只是我個人的政治理

念！

今天，現實證明了黨與我創黨之理念已偏離太遠了。我

不是輕言放棄的人，但每件事始終有完結的一天。從政十

一年，我撫心自問，已盡了最大的努力、渡盡了最難堪的

時刻。每一次當我欲急流勇退時，也想到這決定會否致令

民主運動、公民黨的政治前景帶來負面影響而因此擱置這

退念。但時至此刻，這決定可能是對民主運動、對黨的發

展影響最少的一天。這是一個極為痛苦的決定，但恕我未

能與黨再走在一起了。

月有陰晴圓缺，世事無永如人意；希望您們尊重及了解

我今天決定引退的心情和原因！

湯家驊 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在昨日舉行記者會宣布退黨及辭任立法會議員一職前，湯家驊首
先公開發表了《致各公民黨兄弟姊妹書》。他在信中指，在9

年半前，他花了一年時間說服了原四十五條關注組成員余若薇、梁
家傑和吳靄儀共組公民黨，「當日組黨的理念和目標，是要爭取政
治較為中立的港人成為民主支持者，以執政黨的思維議政，最終成
為真正的執政黨。當日之高瞻豪情，奈何今天不再！」

6年前察覺日漸偏離創黨理念
他續指，自2009年底，他開始察覺公民黨所走的路線，與當日創

黨的理念日漸偏離。他期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令該黨致力於吸納更
多政治傾向較為中立的港人，更希望公民黨能成為與中央建立關係
較為正面的首個民主黨派，「可惜經過近5年的不斷努力，太遙遠
和不切實際的，竟然只是我個人的政治理念！」現實已證明了公民
黨與他創黨之理念「已偏離太遠」，故他決定退黨。
湯家驊昨日在記者會上宣布他的「兩個決定」時，五
度泣訴自己退黨的心情。他在鞠躬向支持者致歉時已經
泣不成聲，停頓一會後始交代自己已向公民黨遞交退黨
信，即時脫離公民黨黨員身份，又向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書面辭去議員職務，於今年10月1日正式生效。

五度泣訴考慮退黨困擾逾5年
湯家驊在談到過去多次欲退黨時，也多次未說話即哽
咽流淚。他說，是次並非倉促的決定，退黨一事已困擾
了他5年多，自己在這段期間曾多次考慮退黨（見
表）。他自爆，有關的退黨及辭職信是自己在去年8月
31日時撰寫的，但當時被其助理游說他，應嘗試在全國
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框架方案下尋找出一條新路向，才把退
黨的想法擱下來。
他又解釋，自己當初是以公民黨成員的身份參選立法會，他不
知道當日投他一票的選民是支持他本人還是支持公民黨，為符合
「公義」，加上他覺得在議會起不到任何作用，今日的議會也令
他有些失望，自己在「無得揀」的情況下，決定一併辭去議員一
職，這是一個「最小傷害」的決定。

強調與中央溝通是港唯一出路
湯家驊強調，他了解到與中央溝通是唯一出路，「無溝通就無
辦法商議。」就算中央不願意溝通，他們都要繼續說服中央。自
己一直願意為反對派「搭橋」，早前就曾為普選問題「搭了
橋」，可惜反對派拒絕上橋。在特首普選決議案被否決後宣布退
黨，是一個「好時機」。假如自己留在議會，繼續忠於自己的政
治理念時，其言行可能會被視為分裂反對派。
他續說，自己選擇在10月1日離職，是希望照顧一班跟隨自己

11年的助理，讓他們有足夠時間尋找新工作，他個人也希望完成
今個立法年度的事務。在他辭職後，在上屆立法會選舉時，在名
單排名其後的公民黨成員楊岳橋就會較有機會通過補選接替其議
席，只要在補選中取回議席，自己與公民黨就「互不拖欠」，可
以「瀟灑」地推動自己的「第二條路」。
湯家驊稱，他雖辭去立法會議員職務，也不計劃再參選立法
會，但不代表他會終止其政治生涯，而是透過思想形的「民主思
路」平台，繼續為香港尋找「第二條出路」。由於議會是黨派鬥
爭之地，他相信議會外的效果未必較議會內差。

訟黨「搞激」無出路

即時退黨 辭立會職10月生效
湯家驊割袍斷議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中三丑」發起的

違法「佔中」撕裂社會，各反對派政黨進一步趨向激

進。公民黨創黨成員、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昨日宣布退

黨，及辭去立法會議員職務。他稱，當日組黨是為了爭

取政治較中立的港人成為「民主支持者」，以「執政

黨」的思維議政，但自2009年底開始，他察覺公民黨

所走的路線與該理念日漸偏離，而他個人無力改變，倘

繼續「忠於自己的政治理念」，其言行可能會被視為分

裂反對派，故他決定退黨。政界人士普遍認為，湯家驊

是次退黨，顯示各反對派政黨自「佔中」趨激進，已容

不下不同意見者，凸顯他們「假民主」的本質。

湯家驊退黨過程
■2010年政改期間，湯家驊反對「五區公投」，公民黨一意

孤行參與，裂痕初現

■2011年，就針對網上侵權的版權修訂條例，湯家驊不滿黨

友陳淑莊另闢戰線、提出修訂，不再支持由他與政府討論

出來的結果，一度欲退黨

■2014年4月，立法會議員到上海訪問，參觀當地的基建項

目，湯家驊與黨友分開活動

■2014年12月，湯家驊不再擔任公民黨新界東支部主席，

也不再出任公民黨執委，逐漸淡出公民黨的核心

■2015年，湯家驊不滿反對派不斷聯署要否決政改，公布決

定不再參與「沒有意思」的綑綁聯署

■2015年，湯家驊不滿黨魁梁家傑提出「袋住先、袋一世」

言論，又批評反對派拒絕溝通的行為

■今年6月初，湯家驊「另起爐灶」，成立新智庫「民主思

路」

■普選方案表決日，湯家驊沒有參與反對派多次的集體行動

■2014年6月22日，湯家驊正式宣布退出公民黨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湯家驊
昨日宣布退黨並辭去立法會議員一職，
不少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均感可惜，認為
湯家驊在反對派中相對較為溫和理性，
及在「一國兩制」下探討民主，他是次
決定反映了香港反對派漸趨激進，已無
法容下稍有不同意見者。

李慧琼：立會補選浪費公帑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昨

日表示，她尊重湯家驊的決定，但感
到可惜，並形容對方是主張在「一國
兩制」下發展民主和願意溝通合作的
反對派中人，但她認為因湯的辭任而
舉行立法會補選是浪費公帑。

黃國健：反對派將更趨激進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坦言，有關消息

來得突然，自己也沒有想過湯家驊會
辭去議員一職。他擔心，是次事件反
映了反對派在「佔中」後的取態轉向
激進，令湯家驊等相對較理性溫和的
議員被邊緣化，繼而感到意興闌珊而
辭職，更擔心激進勢力抬頭會引導了
反對派政黨未來的方向。

謝偉俊：為人「君子」顧大局
獨立議員謝偉俊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則形容，湯家驊的做法「君子」，值
得尊重。他認為，湯家驊一向顧全大
局，屬溫和理性的人，而對方與他的

政治路線相近，皆屬中立、溫和及理
性的一類。

周融：道不同辭職是「解脫」
「保普選反暴力」大聯盟發言人周

融昨日指，湯家驊與公民黨是「道不
同不相為謀」，形容對方辭職是個
「解脫」，又反問道：「（反對派
中）有誰可以表現出一些領導才
能？」「有誰敢試走另一條路，走出
一條理性民主兼備的新路？」

顏汶羽：「假民主」排斥異見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對有關消息

感到詫異。他認為，湯家驊一直試圖
協助反對派與中央官員溝通，減少分
歧，及盡力為爭取民主而努力，他在
過去幾年的付出，香港市民皆感受
到。他批評，湯家驊的辭職是證明反
對派已容不下稍有不同的路線和聲
音，令對方變成「異見人士」，是
「假民主」的表現。

劉國勳：少了一個溝通窗口
民建聯大埔區區議員劉國勳對湯家

驊請辭感到可惜，認為他是一個可溝
通的溫和反對派。一旦他辭職，就會
令立法會的中間派空間進一步收窄，
「少了一個溝通窗口。」他認為，事
件顯示溫和反對派對陣營中人越來越
激進感到不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湯家
驊宣布辭去立法會議席，於10月1日生
效，將引發立法會新界東議席補選。雖
然湯家驊稱，建議公民黨新界東地區
支部主席、大律師楊岳橋出戰，惟不
少建制派及反對派均緊盯此席。

公民黨楊岳橋陳淑莊覬覦
公民黨主席余若薇昨日在記者會上

稱，該黨未來會與反對派進行溝通及協
調，並「積極考慮」推薦年輕黨員參加
補選，繼續公民黨在新界東及立法會的
工作，但拒絕回應該黨考慮的人選是被
湯家驊點名的楊岳橋，還是此前失落立
法會議席的陳淑莊。現身記者會的楊岳
橋稱，會聽從該黨意見。
「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稱，該議席

得失會影響議會內的「關鍵否決權」，
故指點公民黨應派重量級人馬應戰。

民建聯或考慮劉國勳陳勇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被問及會否

派員參加補選時認為「言之尚早」，
但民建聯作為主要參政政黨，會爭取
機會，及盡最大努力贏取議席。
據稱，民建聯可能會派員參加是次

補選，考慮的人選包括北區區議員劉
國勳及陳勇，但前者指出，目前討論
有關問題時間尚早，自己會仔細考
慮，並需要等待民建聯的決定。後者
則指出，會尊重建制派決定，又笑言
自己僅是「超級執波仔」。

葉偉明稱等候工聯會調遣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昨日亦指，他們

需時消化有關消息。在上次立法會選
舉中落敗的工聯會成員葉偉明也表
示，他會等候工聯會的決定。
曾參選的方國珊則指，她要考慮資

源的問題，特別是新一屆立法會選舉
明年開始，該議席餘下的任期不多。
另外，「公民力量」龐愛蘭及可能
會被革除黨籍的民主黨成員黃成智等
都有可能參加補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直與公民黨(訟黨)其他「大
佬」面和心不和的湯家驊，昨日在記者會上正式宣布退黨，其間
踢爆該黨並無挽留他。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在記者會上未有正面回
應，只稱湯家驊已多次提到有意退黨，他們對此並不意外，並尊
重其決定。不過，余若薇不忘揶揄稱，他們原本以為湯家驊會完
成其立法會議員任期，並為此向選民「致歉」。
在湯家驊宣布退黨及辭任立法會議員後，公民黨最初只發出225
字的聲明，其中稱「公民黨尊重其（湯家驊）個人決定，感到十
分可惜，但並不意外，因為湯家驊在不同場合都表達過有關意
願……2012年，公民黨支持湯家驊在新界東競選立法會議員時，
以為他會完成4年任期，他今（昨）天宣布辭職，公民黨就此向選
民致歉，並承諾會做好未完成的工作。」
其後，公民黨各大佬舉行了記者會，但各人全程「笑容不

斷」。余若薇在記者會上稱，湯家驊是公民黨創黨成員，對他決
定離去感到可惜，但尊重對方的個人決定。在2009年、2010年、
2012年及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框架發表後，湯家驊
都曾提到有意退黨，故自己對他離去未感意外。

余若薇：突然辭職想不到
她續稱，2012年立法會選舉時，自己曾向湯家驊了解對方退黨
的問題，「當時我問他（湯家驊），如果他決定退黨，應該預早
通知黨員，因為需要（為2012年立法會選舉）作出部署，但他在
向傳媒表示感到很hurt（受到傷害）後，仍表示希望參選立法
會。……我初時以為湯會完成整個（立法會議員）任期，想不到
他突然辭職。我在此要向選民致歉。」
被問及湯家驊解釋退黨的原因，是因為公民黨所走的路線，與
當日創黨的理念日漸偏離，余若薇稱，公民黨在民主、核心價
值、法治等議題上，並沒有偏離創黨的原意。

「黨友」談笑風生無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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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補選 各黨虎視眈眈

■■ 余 若 薇余 若 薇
「「笑談笑談」」湯湯
家 驊家 驊 「「 雙雙
退退」」事件事件，，
身後是可能身後是可能
為公民黨出為公民黨出
戰立法會補戰立法會補
選 的 楊 岳選 的 楊 岳
橋橋。。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湯家驊昨湯家驊昨
日宣布退黨日宣布退黨
及辭立法會及辭立法會
議席時議席時，，熱熱
淚盈眶淚盈眶。。

路透社路透社

■■湯家驊昨日宣布即時退出公民黨湯家驊昨日宣布即時退出公民黨，，同時辭同時辭
去立法會議席去立法會議席，，1010月月11日生效日生效。。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