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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偉基誓將搞激「雙料」拉下馬
專業專注無黨派服務社區 勝范國威為「反」懶理區務

鴿黨「北動傘兵」霸位「大龍鳳」晒相互片 林作非「法」賴傳媒
譚香文無膽打「人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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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男神人氣旺 義務諮詢惠居民
越來越多專業人士利用個人

知識服務社區，申偉基是其中
之一，他早於2009年在沙田
開始向居民提供義務法律諮詢

服務，並替一些地區組織做法律顧問。申偉
基近月在自己居住的將軍澳服務，對手范國
威卻一口咬定他是今年7月2日落區，他反駁
道：「7月2日是范國威的手下拿了我的單
張，放上facebook，就『懶醒』地說我7月2
日才落區。我只是沒有插旗而已。」

申偉基2009年在沙田開始向居民提供服
務。他在訪問中說，當時覺得火炭是中產社
區，希望自己的法律知識，協助居民解決大
小問題，而經民聯也覺得他的專業背景適合
服務該區。不過，專業背景其實在哪區都吃
香，今年6月左右，他離開了經民聯，並在
其所住的將軍澳服務，環境更熟悉，「靚仔
律師」、「法律男神」的人氣依舊。

范國威早前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一口咬定
他是今年7月2日才在將軍澳落區，他搖搖

頭道：「7月2日是范國威的手下拿了我的
單張，放上facebook，就『懶醒』地說我7
月2日才落區。我只是沒有插旗而已。」

申偉基笑言，自己不太注重外表，但實情
是「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他在今年
情人節，將以結他自彈自唱謝霆鋒《無聲仿
有聲》的片段放上facebook，成功引來過百
個「like」（讚好）。有留言稱「你咁玩好
屈機啫」、「啲女冧死晒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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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國威除了是「雙料議員」外，更於最
近三屆區選以高達2,000多票差距擊

敗對手。面對對方如此優勢，32歲的申偉
基近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自己以年
輕、專業、無黨派作為賣點，可以專心服
務地區，不會分身，也不會有政治掣肘影
響決定。「雙料議員」雖然知名度高，卻
猶如一把「雙刃劍」，因立法會議員所做
的事情，市民是會知道的。
他指出，「有些街坊不認同他（范國
威）那麼激進的手法，例如拉布拉得太厲
害，又與長毛（梁國雄）、大嚿（陳偉
業）、慢咇（陳志全）走得太近。街坊都
指他進了立法會後變了質，他以前不是這
樣的。」

批范「博出位」罔顧公眾利益
申偉基批評，范國威有時將政治目的
凌駕於公眾利益，如在警隊將軍澳分區
升格為警區方面。雖然其所屬政黨「新
民主同盟」在區內一直這樣提倡，但范
國威為配合反對派的「不合作運動」，
卻在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反
對撥款興建警方東九龍總區總部大樓，
最後撥款被否決，在將軍澳警署辦公的
東九龍總區人員至今無法遷出，變相升
格不成（見另稿）。
「雙料議員」日理萬機，申偉基直

言，范國威根本就無法抽時間處理地區
事務，經常在西貢區議會會議遲到、早
退，其中在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今年第二
次會議，范更只出席了10分鐘，另外也
曾經缺席兩個月才開一次的區議會大
會，「出席區議會會議是區議員最基本

的要求，但他這樣的出勤率，還竟然說
自己是最勤力的。」
「他經常博出位，經常博見報，『泛

民』議員見報最多差不多是他了。」申偉
基坦言，范國威聰明在懂得包裝、懂得提
高曝光率，又承認對方的宣傳單張「真的
很漂亮，真的很搶眼」。
不過，他也學懂「師夷之長技以制

夷」，在單張設計上打破傳統、拒絕老
土，如派街的單張每周一輯，每輯不同
顏色，「我不想街坊以為是舊的，而不
接我的單張。」

倡設社區調解中心 推「物管」修例
在政綱方面，他希望在社區開始減少分

化、分歧，建議設立社區調解中心，以開
放溝通、調解等化解社區紛爭，「法律界
好幾年前已經提倡以調解代替打官司，不
是律師不想賺錢，而是想有雙贏局面。」
他又針對中產人士的最大投資—自住物
業，推動修改《建築物管理條例》，提高
屋苑管理透明度，既減少腐敗、圍標，也
能為屋苑保值。

促監管外傭中介 引計分制保質素
外傭也是中產議題之一，申偉基提倡加

強監管外傭中介公司，如引入計分制確保
外傭質素，「有家長向我反映家中的外傭
態度很差，好像她才是老闆，解僱她不久
後又看見她在同一屋苑出現，原來是中介
公司為了抽佣，不管外傭質素而繼續替她
們找僱主。」
運亨選區的候選人還有報稱獨立的黎子

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反對派6名「雙料議員」（立法會議員

及區議員）悉數在今年區議會選舉中競逐連任，其中「新民主同盟」范

國威在西貢將軍澳運亨選區出選，遇到年輕律師申偉基挑戰。申偉基近

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直言，對方的「雙料議員」身份是一把「雙刃

劍」：雖然知名度高，但其所作所為都會被街坊看在眼裡，包括行事轉

趨激進、變相反對將軍澳警區升格等，而這身份也令對方在區議會會議

中經常缺席、遲到、早退。面對社會上出現的分化與分歧，申偉基希望

未來能在社會帶起調解風氣，以開放溝通方式化解社區紛爭，並承諾全

身投入社區，不會分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黃大仙龍
星選區候選人林作，一直打着「牛津高材
生」的名義宣傳。不過，近日有人向傳媒
投訴，指林作自稱「牛津大學法律系畢
業」，但他實際上在牛津讀的是數學系，
並據此質疑他誤導選民。林作回應稱，他
從未說過自己是在牛津大學法律系畢業。
不過，其對手譚香文也被指故意在其宣傳
中，只打出「前綫」的旗號，不提及自己
是「人民力量」的成員，和林作可謂「半
斤八両」。
被稱為「十優」港姐冠軍麥明詩的男友
林作，是今年黃大仙龍星選區候選人。不
少傳媒都對林作甚有興趣，特別是報章的
娛樂版就有很多他的相關報道，不少報稱
他是「牛津大學法律系畢業」。不過，有
人近日向傳媒指稱，林作雖然是在牛津大
學畢業，但所修讀的是數學系而非法律
系，並據此質疑他有誤導選民之嫌。
本報記者翻查資料，發現不少報道中以

麥明詩的「牛津男友」，和「牛津畢業
生」、「牛津高材生」等比較含糊的字眼
來形容林作。不過，也有部分報章報稱林
作「畢業於牛津法律系」，其中《明報》
在林作的專訪中以「獲獎學金入讀哈羅公
學，又畢業於牛津大學法律系」形容他，
反對派的《壹週刊》則指麥明詩和他「分
別畢業於英國劍橋和牛津大學法律系」，
其後則指林「往牛津大學讀完數學，再轉
修法律並副修哲學」。不過，兩者均非由
林作口中說出。

林稱人未問「候選人」毋須澄清
林作在回應傳媒查詢時稱，傳媒從來沒

有問過他就妄自判斷他是牛津法律系畢
業，而「娛樂雜誌的內容很多都失實」，
他不可能每件事都要嚴正聲明、一一澄
清。他稱，自己一直很自豪修讀數學系，
及雖無法律學位卻能成為大律師。
不過，同區參選人譚香文，在公開自己
資料方面，和林作可謂「半斤八両」，其
宣傳單張及橫額上，均無註明她是激進反
對派政黨「人民力量」的成員，而是打上

「前綫」的牌頭出選。「人力」在上月宣
佈派出9人參選時，「人力」副主席兼
「前綫」召集人甄燊港承認，譚香文因為
「人力」的關係「經常遭辱罵抹黑」，因
此經商討後通過改用「冇咁尖銳」的前綫
名義參選，但強調譚香文「毫無疑問仍係
（『人力』）成員」。
在譚香文提供予選舉事務處的候選人簡

介中，亦只打出「前綫」的牌頭，及自稱
「堅實民主派」，無片言隻語提到自己是
「人力」成員。實有故意隱藏其政黨身份
之嫌。

星島校際賽搗亂 譚遭控索償
今年5月，譚香文與社民連主席「長

毛」梁國雄及「人力」成員譚得志等，在
星島新聞集團舉辦的全港校際辯論比賽總
決賽上搗亂，星島入稟高等法院，控告譚
香文等有意圖破壞該項活動，向3人索償
最少157.5萬元，並要求法庭下令禁止他
們再現身星島新聞集團舉辦的活動。法院
仍未完成處理。
龍星選區候選人還包括岳敬寬及何偉

權。

同屬反對派的民主黨與「傘
兵」團體「北區動源」為爭位
屢演「大龍鳳」。「北動」祥
華選區候選人黃嘉浩近日在

facebook指稱被民主黨「欺壓」，稱對方
「唔畀我哋掛banner，仲報警話我哋嚇到
佢」。不過，據黃嘉浩自己上載的照片可
見，現場多張疑為該區民主黨候選人陳旭明
的選舉橫額疑被人破壞。有網民質疑「搞事
者」是「北動人」，更上載其照片「證明」
黃挑釁在先，又批評他抹黑其對手的競選團
隊。雖然這場所謂的「欺壓」事件的真相為
何，相信只有當事人知曉，但事件反映，各
反對派中人為爭位可謂無所不用其極，能有
多少心機去服務市民，實是盡在不言中。

雙方網民互攻擊 真相誰人知
黃嘉浩前日在其facebook（面書）中發帖

「今朝街站又被欺壓」。他稱「有人」不
許他們掛選舉橫額，還報警說他們「嚇到
佢」。儘管黃並無說明有關人等是誰，但
據他上載的現場照片，隱約可辨該批人身
穿的是民主黨的背心。
「北動」的支持者「Lai Chun Rex」問

道：「banner位唔係法定架（㗎）咩？」黃

則回應稱，「邨內宣傳的確是，但今朝喺
街站宣傳，佢哋話佢哋擺先喎！」
多名「北動」的支持者在黃的帖子下留

言，炮轟民主黨。「紀雲」稱，「叫佢哋正
正經經推介自己政綱吧啦！」「Yoshio
Ng」罵道：「白鴿黨無恥至極！」「Barry
Ng」則稱：「無懼打壓，撐住呀！」不過，
網民「Napo Leung」就留言稱：「我今天經
過睇到幫『北動』的高佬在業主會攪事分子
今次事件是由他挑起，唔洗（使）多講。」
黃即稱：「首先，得白鴿有高佬，你相都無
張，唔洗（使）多講。」不過，網民「See
Look Look 」其後上載了一張聲稱是「高
佬」的照片，並質問道：「這個人是否『北
動』的幫手？」
不過，該張照片其後「神秘消失」。
「Napo Leung」質疑黃刪相刪文。黃嘉浩承
認自己刪除了該照片，是因為該張是「街坊
張相」，但稱不會刪除留言，「睇你到而
（）家仲留到就係最好證明。」「Napo
Leung」即揶揄道：「嘩，真係你天賜了，
多謝黃先生重『留』我係（喺）度……希望
你係新人、門外漢，都要分清『法團』、
『法團管委會』、『法團管委會主席』係三
樣『嘢』，好有分別。」

不過，「Napo Leung」的留言其後同樣
「神秘消失」。另一人「See Look Look」
「接力」留言，更上載了照片，稱事實是
「當時早上七時三十一分見到2號候選人（陳
旭明）橫額掛在鐵欄上。「北動」將易拉架
放在2號候選人前面橫額有意挑釁。後來2號
候選人的工作人員着他拿走！基本禮貌都不
識！」「Kongman Hong」也留言道：「黃
先生：鐵一般的事實。你現在將你所影的相
沫（抹）黑你的對手團隊，你這做未免太小
氣了，你應該未成年罷！幼稚！」黃則迴避
稱：「看圖作文，不用多談。」

試問反對派多大誠意為街坊？
值得注意的是，在黃嘉浩上載的其中兩

張照片，隱約可見多張已損毀的、疑為陳
旭明的宣傳橫額，不知被何人破壞。到底
這場互相指責的鬧劇背後是否還另有故
事， 恐怕只有當事人知道。唯一肯定的
是，反對派候選人為了爭位，只顧互相挑
釁、攻訐。所謂「服務街坊」有多大誠
意，實令人懷疑。
祥華選區的候選人還有競逐連任的獨立人

士葉曜丞，及報稱無黨派的阮海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將軍澳區罪案隨着人口急速增長而越來越多，居
民都希望附屬於東九龍總區的將軍澳警區能夠獨
立。不過，身為該區區議員的「新民主同盟」立法
會議員范國威，口稱要爭取獨立警區，卻於今年初
否決了有關的撥款申請，令獨立的將軍澳警區成立
無期。
有關成立獨立的將軍澳警區的討論一直非常熱

熾，特別是2013年西貢發生了一連串豪宅爆竊，
人稱「汪阿姐」的汪明荃三度遇竊，引起了社會關
注。當時，身為西貢區議員的范國威稱，有迫切需
要把將軍澳警署升格為警區並增加警力，巡邏位於
偏遠地點的豪宅。
當年，警務處向立法會提出文件，建議興建東九

龍總區總部大樓，一方面應對未來啟德區的發展，
另一方面可將目前佔用了將軍澳警署一半辦公室位
置的東九龍總區行動部及行政部，及東九龍總區刑
事部等人員遷往新總部，讓將軍澳警署由將軍澳警
區使用，以應付將軍澳獨立警區成立後開設專責的
刑事單位及調查隊、警民關係組、交通組、訓練及
職員關係組，和增加相關的文職人員，以便2015年
「升格」。
口稱支持成立將軍澳警區的范國威，在今年6月

還與同黨到灣仔警察總部「抗議」，質疑警務處拖
延將將軍澳分區升格為獨立警區，要求警方兌現承
諾。但原來，范國威在今年初立法會時，就聯同其
他反對派議員投票反對興建東九龍總區總部大樓的
撥款申請，令目前在將軍澳警署辦公的東九龍總區
人員無法遷出。有市民近日就在網絡發佈短片，引
用范國威在立法會在相關議案投下反
對票的片段，旁白批評：「范國威的
口是心非，真係呃到唔少唔知內情的
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申偉基自彈自唱申偉基自彈自唱，，贏得過百個贏得過百個「「likelike」」
（（讚好讚好）。）。 網上截圖網上截圖

■■申偉基指申偉基指，「，「雙雙
料議員料議員」」猶如一把猶如一把
「「雙刃劍雙刃劍」，」，立法會立法會
議員所做的事情議員所做的事情，，
市民是會知道的市民是會知道的。。

陳庭佳陳庭佳 攝攝

■■黃嘉浩同時上載一張顯示一黃嘉浩同時上載一張顯示一
批被破壞的批被破壞的、、疑為民主黨候選疑為民主黨候選
人的選舉橫額人的選舉橫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黃嘉浩聲稱這些人黃嘉浩聲稱這些人
滋擾他滋擾他。。雖然相中人雖然相中人
相貌被卡通掩蓋相貌被卡通掩蓋，，但但
相信他們身穿的是民相信他們身穿的是民
主黨的背心主黨的背心。。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網民上載照片網民上載照片，，指摘是黃嘉浩先將其指摘是黃嘉浩先將其
宣傳板置於陳旭明的橫額前宣傳板置於陳旭明的橫額前，，引起爭引起爭
拗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譚香文個人競選單張刻譚香文個人競選單張刻
意不加上意不加上「「人力人力」」的標誌的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