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
家洛被指為了明年立法會選舉，在今年區選中寧願
對撼「自己人」，來爭取明年「超級區議員」選舉
的入場券，備受「對家」、「人民力量」支持者的
批評。本報記者發現，在陳家洛的 facebook區選專
頁，不少網民在陳的帖子下留言，指陳家洛「人格
（將）使你輸掉議席」，又稱對公民黨「極之失

望」。不過，記者同時發現，陳家洛多個fb帖子下
的留言都「一模一樣」，懷疑不少批評陳的留言已
被人「河蟹」。
陳家洛早前和同屬反對派的「人民力量」主席袁彌

明的「手下」、參選海怡東的「海怡關注組」代表區
元發「爭位」，「人力」早前就批評陳家洛一意孤
行。前「社民連」主席陶君行近日在網台電目中，更
為袁彌明「××」陳家洛參選，又翻其舊賬，批評他
是「古惑仔」。

支持留言似「倒模」或有「河蟹」
陳家洛在其facebook區選專頁，上載了不少附有照

片的帖子，吹噓自己在海怡東的工作，又大晒其妻子
和女兒為他落區派傳單的照片。本報記者發現，在多
個不同的帖子下，不少無論是留言者、留言數目以至
內容，幾乎都「一模一樣」，未知是否不少批評意見
已被「河蟹」。
儘管如此，記者還是發現不少疑似「人力」支持者

留言批評陳家洛。網民「Agazi Chan」稱，「唉，同
人力撞到正，如果比建制派偷雞就PK，你地（哋）諗
緊咩？！」「Gelly Morris Vera」則稱：「正式書生論

政，建制派B隊分票。」
網民「William Ngan」質疑道：「人地（哋）區元

發覺得自己以原居民之利係（喺）海怡東出選的贏面高
過你陳家洛，同時人力又肯讓路畀你陳家洛海怡西。
最後你陳家洛如同共產黨一樣全不講理，盲目堅持海
怡東出選，不肯初選不肯抽簽(籤)，全無計（偈）傾，
私自向報張（章）否決人力讓路的秘密協議。……來
屆海怡東的區議會，無人會鎅你票的，但你的人格使
你輸掉議席。」

街坊料陳選舉後即失蹤
在fb上，陳家洛自貼了不少在海怡東的「政績」，

「Hamilton Wong Wai Chung」即揶揄道：「海怡關
注組呢？被隱形？」「Lloyd Lam」則稱，「支持海怡
關注組，對公民黨極之失望，對陳先生更加冇期
望。」「Deep Batra」則以英語留言，語帶諷刺地說：
「Wow.. Good job.. But...When will this guy dissap-
pear.. My guess... Right after the elections.（嘩，做得
好，但呢位仁兄（陳家洛）幾時會（在海怡東）失
蹤？我估（喺）選舉一結束後。）」
同時，區元發也「不甘示弱」，日就在其fb中，上

載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鄭家富為他打氣的照片。
海怡東選區候選人還包括報稱獨立的林啟暉，海怡

西候選人還包括競逐連任的新民黨陳家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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瞞撐「工」「鴿」何惠芳無誠信挨批
疑怕惹嘉湖選民不滿 單張圖片遮兩黨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年區議會選舉將於
11月22日舉行，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近日向會員發
出信函，呼籲警察會員在選舉中踴躍投票。有反對派
中人乘勢抹黑，稱警隊此舉「違反政治中立」，公然
要求警員參與政治。協會主席陳祖光昨日強調，警員
也有公民責任參與選舉投票，是次呼籲與「佔領」無
關，以往未發生「佔領」前的選舉，該會也有鼓勵警
察同僚投票，今次以書面形式發信函做法較正式。他
表明，投票是光明正大的事，不需要鬼祟隱瞞。
警務處人事部日前發出「區議會選舉11月22日請投
票」的通告，鼓勵已登記為選民的警隊人員行使公民
權利，在下月舉行的區選中投票。 「根據《警察通
例》第6-01（34）條，警務人員不能參與政治活動，
但警務人員身為社會一分子，應當履行公民責任，在
即將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中投票。」通告最後以粗體字
打出「行使公民權利11月22日請投票」。
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近日亦發出通
告，呼籲約22,000名警察會員於11月22日的區議會選
舉中參與投票。信中寫道，「警務人員亦是香港社會
的公民，行使公民權利，在選舉時積極參與投票，履
行公民責任，是理所當然之事。」協會指，了解警員
需保持政治中立，對會員選擇的投票對象，協會持開

放態度讓會員自行選擇，「投票給自己認為能代表自
己爭取和保障應有權利的候選人。」

書面正式呼籲 堂正不需隱瞞
根據《警察通例》，警務人員需保持政治中立。有

反對派中人聲稱，呼籲警員投票「違反」了警隊的政
治中立。陳祖光昨日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參與投票
並不影響警隊政治中立，因為警員也是香港社會的公
民，有公民責任參與投票，而是次發信與「佔領」事
件無關。早在「佔中」發生前，協會已多次呼籲會員
在選舉中投票，只是當時是以口頭形式告知，今次則
改以書面形式。
他強調，近年來，社會整體在改變，政治發展同
時，市民都在進步。是次用信函呼籲投票，是因為書
面形式較正式，投票是光明正大的事，不需要鬼祟隱
瞞。警員對呼籲投票的訊息持正面回應。很多警員積
極登記做選民。隨社會變遷，新一代警察的政治及
公民意識強，整體會員都願意盡公民責任投票。

懲教協籲選票踢走拉布者
懲教事務職員協會上月向會員發信，指所謂「抗爭

行為」已令香港社會瀰漫不信任氣氛，個別議員拉布

窒礙民生，部分人更利用懲教人員製造新聞，歪曲事
實，令他們忍無可忍。該會呼籲會員及其家屬投票支
持表裡一致、切實為民者，而非逢事必反、毫無建
樹、破壞社會和諧的政客。

批陳家洛「冇人格」網民對訟黨「極失望」

籲警投票被抹黑 陳祖光：同為公民有權責

涉打人被揭拒退選 何偉祥扮無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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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違法「佔領」
助長了不守法之風。社民連深水埗下白田選
區候選人鄧美晶及其義工，前日在未有向地
政署申請的情況下「擺街站」，被居民投
訴。民政事務署及食環署人員到場處理時反
被社民連的支持者包圍。儘管事件其後和平
解決，但社民連就發出新聞稿惡人先告狀，
更屈是次事件是「建制派打壓的陰招」。
鄧美晶及其義工前日下午4時在石硤尾南昌

街及偉倫街交界擺街站宣傳。有民政事務署
及食環署人員到場，指其街站沒有向地政署
申請，因此要充公其街站的物資。鄧美晶即
時發難，聲稱執法人員要充公其物資就要先
把她帶上警車。民政署及食環署唯有報警求
助。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等也帶領一批「馬
仔」到場「聲援」，雙方一度對峙。到晚上7
時，警方及食環人員終答應不會充公物資，
而鄧美晶及其支持者散去。

鄧美晶「班馬」圍食環署職員
鄧美晶事後發出新聞稿，惡人先告狀地
稱，是次事件「很可能」是區內建制派不斷
向政府部門投訴，以「官僚霸權打壓不同意
見的候選人」，又聲稱「有居民」目擊該區
另一候選人甄啟榮在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車
上「遠距離監察」，更稱鄧在區內的橫額、
直旗、海報等「經常被盜竊及撕毀」，「懷
疑是建制派打壓的陰招。」

副主席認違規 厚顏賴小氣
到場「聲援」鄧的黃浩銘，昨日在其fb留
言，承認鄧的確沒有向地政署申請地方擺街
站，「你可以說是我們做得不對，因為沒有
申請。」
不過，他厚顏地稱，「選舉潛規則，一向

都是各有各做」，「如果像一個小學雞般，
那麼喜歡投訴，我們『民主派』支持者大可
逢『保皇黨』的檔口都投訴……當然，這樣
的行政遊戲也可是政治比拚的一部分，但如
果事事都要如此，實在太小家，太小氣

了。」
黃浩銘稱，他覺得食環警察民政等都只是受命行

事，「公道說句，他們沒有做出超越權力範圍的
事，……但有食環署人員跟我說要沒收直幡，就恕我
們不會從命了。」他又感謝支持和「保護」他們的街
坊。到最後，他還是留下了一句：「安全起見，……
請諸位民主派友好就去申請街站位置好了，免得被他
們（對手）騷擾。」
沙田瀝源區候選人還包括公民力量/新民黨的黃宇

翰。

有嘉湖區街坊最近接獲何惠芳的單張，其中的重點宣
傳字句是說自己「真正無黨無派」，又展示她在

2014年3月16日參與的「反貪腐、反圍標」活動的照
片。不過，是次活動由民主黨及工黨舉辦，何惠芳展示的
橫額中，也寫上民主黨及工黨5個字，顯示她與兩黨關係
密切，而非一般的參加者。

市民質疑或涉虛假陳述
該街坊發現，何惠芳在單張中以「捍衛業主權益」6

字，遮蓋了照片中有關政黨的圖文，但「民主黨」及「工
黨」五字的字腳卻未能完全遮去。該市民質疑何惠芳「心
中有鬼」，有故意隱瞞自己與兩黨的關係之嫌，更可能涉
及虛假陳述。

藉詞派單張 避記者追問
本報記者昨日致電何惠芳了解事件。她一聽到是本報

記者來電，未待記者提及今次事件就稱，「我派緊單
張。」不過，當時電話背景並無雜音，沒有街上的人車
聲，反映何惠芳可能是在一處「安靜地方」派發傳單。
記者再詢問會否有其他時間方便作電話訪問時，她則稱
「我呢段時間都好忙，唔係好方便，唔該晒」，繼而匆
忙掛線。
根據選舉法例，未得組織同意，不能使用組織的名稱作

宣傳，否則會觸犯法例。在何惠芳單張中「半隱形」的民

主黨，其總幹事林卓廷在接受本報查詢時稱，何惠芳未有
向黨提過會使用該黨活動的相片，又對此一笑置之，稱
「我評論唔到，我都冇得代何惠芳講」。

李月民：業主忌屋苑事政治化
元朗嘉湖北另一候選人李月民認為，何惠芳可能擔心民

主黨及工黨的旗號會對選情有負面影響。他解釋，私人屋
苑業主一般不希望政黨介入屋苑事務。工黨爭取最低工
資，令管理公司的工資成本增加，將費用轉嫁給業主，不
少嘉湖業主都不滿管理費的加幅，也對工黨的最低工資方
案有異議。同時，不少嘉湖居民也對民主黨鼓吹的「佔
領」事件反感，故兩黨在部分居民心目中形象一般，標榜
與該兩黨有關可能會使選票流失。
李月民認為，何惠芳涉嫌欺騙選民，是在損害其個人道

德誠信，同時對涉事的政黨也不公平。「佢攞人哋資源做
橫額，唔單只功勞自己領，仲抹走人哋標誌，即係話人哋
陀衰家，侮辱人哋。政治氣候成日轉，民望低就刪走個政
黨名，唔通民望高又套返個名出嚟？」
李月民認為，何惠芳既參與其他政黨的活動，倘以此為

自己宣傳的時候理應尊重對方，不能偷取別人的功勞，又
當沒事發生。他認為，選舉是一時三刻，人格卻是一輩
子。選舉重民主公平，不應該作出欺騙選民的事。蓄意
隱瞞是大問題，選舉是拚功績，也拚人格，這樣的態度，
難以令人信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各

黨派支持違法「佔領」，加上多次阻撓有利

經濟民生的措施落實，可謂人人唾罵。今年

區議會選舉元朗嘉湖北候選人、報稱獨立的

何惠芳，未知是否知道這些政黨已經「神憎

鬼厭」，於是在自己的宣傳單張中，在自己

曾參加民主黨及工黨舉行的示威活動的相片

「加工」，遮去兩黨的名字。不過，由於其

「加工技巧」不如理想，有街坊發現有關相

片仍隱約見到「民主黨」、「工黨」5個字

的最底部，更批評何惠芳涉嫌刻意隱瞞自己

與兩個政黨的關係。同區候選人李月民昨日

表示，部分嘉湖業主對工黨及民主黨有不

滿，私人屋苑業主更不希望政黨介入屋苑事

務，故不排除何惠芳刪反對派標記的原因是

擔心個人選情受拖累，並批評此舉有損個人

道德誠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被涉「黑」更懷疑曾經打
人的前「學民思潮」成員、區議會屯門富泰選區候選人
何偉祥，一度稱會為事件退選，但近日又稱因區選無退
選機制而「反口」。他前晚在接受報章訪問時，自稱當
年在涉嫌打人的集會上，只是因為「波友」電話邀請他
「落去傾偈」，並稱被「賣豬仔」及「中伏」。不過，
他未有提到多份報章當時刊登的照片中，顯示他涉嫌打
人，絕非他口中所說的「無辜」。
何偉祥在今年區議會選舉，以「傘兵」組織「屯門社

區關注組」成員的身份參選。有網民其後揭發，在特首
梁振英在2013年出席天水圍地區論壇時，何偉祥與在場
的反對派示威者衝突，多份報章更拍攝到他涉嫌有份打
人的照片。
當時，有報章稱打人者，是「建制派中人」。不過，

耐人尋味的是，網民揭發他在是次事件後不久，就加入
了「學民思潮」，有關照片也顯示他與「學民」召集人
黃之鋒及前發言人周庭等關係密切，令人懷疑「建制派

打人」或有人「插贓嫁禍」。事後，「屯門社區關注
組」發表聲明，稱何偉祥提出退選及辭去「關注組」職
務，但何偉祥其後卻聲稱自己不會退選。

自稱「被賣豬仔」網民揭「有圖有真相」
何偉祥前晚在接受親反對派報章《蘋果日報》的網上節目

《壹錘定音》訪問時，聲稱自己當年收到「波友」電話，邀
請他「落去傾偈」，又稱自己到現場見到「他們那邊的人」
與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對罵才知是被叫來「撐梁」，
而他欲離開時「被阻止」，又繪形繪聲地稱現場有人「派
錢」。他聲稱自己是「被賣豬仔」及「中伏」。
何偉祥在節目上說得自己當時就像「路人甲」一樣。不
過，有網民直指要害，稱當年多份報章都刊出了照片，拍
攝到自稱「朋友約傾偈」的何偉祥，和其他打人者一樣身
穿黑衣、載上口罩，在場指罵示威者，更涉嫌參與打人，
絕不可能如他說的「被賣豬仔」、「無辜」。
屯門富泰選區候選人還包括工聯會的陳文偉。

■區元發日前在fb上載鄭家
富支持他的照片。網上圖片

■陳家洛在fb吹噓自己
在海怡東的工作。

▲陳祖光 資料圖片

▶有警察協會發信
函呼籲警員投票。

該協會網站

■相片清楚顯示遊行當日的橫額有「工黨」及「民主
黨」，惟何惠芳刻意去掉政黨字樣。 街坊供圖

■何惠芳為傳單相片加工，刻意以「捍衛業主權益」6
字遮蓋「民主黨」及「工黨」標記，並自稱「真正無
黨無派」。 街坊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