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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藏「金」梁繼昌惹「屎」
驚爆保安漏洞 議員憂或藏危險品促徹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密室殺人」是古往今來偵

探小說的好題材，但立法會昨日就出現「密室有屎」奇

案。立會政府賬目委員會昨晨在立會大樓會議室二，就審

計署早前的報告召開公開聆訊時，委員之一、會計界議員

梁繼昌發現自己的褲子染上其枱面下的啡黃色物體，懷疑

為糞便。由於會議室在不開會的時候會鎖上，或反映立法

會存在保安漏洞。不同黨派的議員均擔心，日後或有人會

在該處收藏刀片甚至炸彈來傷害議員，促請行政管理委員

會正視。

賬委會昨晨9時在立法會大樓二樓的二號會議室舉行聆訊，梁繼昌在
會議期間，突然發現其衫褲被座位鍵盤底部穢物弄污，「聞到好

大陣惡臭。」他即時向委員會主席石禮謙投訴，「主席，我發現有污穢
物。」當眾人以為他開玩笑時，梁繼昌即道：「真係，係糞便嚟，我已
經中咗招喇。」他即時展示在自己褲子上沾上的啡黃色污穢物，在場的
職員即協助梁清潔。

初以為廚餘 斥離譜如放炸彈
梁稍為抹乾淨後換位及繼續提問，其後終離席到洗手間徹底清潔。他

在離開前向傳媒展示褲子上的污漬，稱自己在聆訊約20分鐘至30分鐘
後發覺有臭味，初時以為是廚餘，「第一反應我唔知係咩物體啦，啡
色，係咪廚餘嚟㗎？因為（聆訊）講緊廚餘。我問緊嘢，我就唔係好為
意，繼續問，但之後呢，我發覺臭嘅，啲屎味點會唔知啫！」
他其後發現自己褲子上沾上啡黃色物體，懷疑是人類或動物糞便，且
還是「濕的」。雖然發現懷疑糞便座位並非其既定座位，相信事件並非
針對他，但這是非常嚴重的保安問題，因為有人竟然可以在不知不覺
間，將一些物品放在議員座位，事件「好離譜」，「簡直同放炸彈差唔
多。」他會去信行管會要求跟進。

初步化驗無結果 座位無特定非針對
立法會秘書處其後跟進事件，包括將梁繼昌穿着的恤衫取走化驗，以

確定污漬性質，並在會後即封鎖會議室二，不准記者進入，讓化驗所人
員取樣，又派出保安員全面檢查所有會議室，確保沒有類似的情況，
將各會議室加鎖鏈鎖好。秘書處指，其他會議室並未發現異常，而經初
步化驗，未能確定有關的污物是什麼物質，最快要本周初才有結果。在
翻查過去數天的閉路電視影帶後，秘書處暫未發現可疑情況，但會繼續
翻查錄像。同時，秘書處會加強所有會議室的保安。
當時坐在梁繼昌旁邊的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對事件感到錯愕，「未聽過
立法會有啲咁嘅嘢」，並稱自己當時沒有聞到異味，「你話係特別針對
梁繼昌又唔似，因為個名牌係今朝先放落去（冇特定位置），如果放嗰
個係我個名牌，我咪坐嗰度囉。」他認為，有必要徹查是否有人蓄意為
之。

吳亮星嗅不到臭味 但污漬覺似冀便
坐在梁繼昌後排的金融界議員吳亮星也指，自己當時嗅不到異味，但

梁繼昌褲子上的污漬和顏色會令人覺得是糞便，又認為行管會有責任跟
進事件。
工黨議員何秀蘭則稱，她當時在另一會議室開會，不知道具體情況，

但認為事件並非純粹惡作劇，而是對議會的惡意作為，希望行管會盡快
調查，嚴正處理，以儆效尤，又認為事件反映了立法會的保安漏洞。
當時不在席的「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在其facebook稱：「執行議員
職務，竟然獲此對待，可恨也。」他其後向傳媒稱，立法會必須徹查事
件，「否則第日啲人裝毒藥、炸彈、刀片都得啦，隨時可以放到傷人
嘢，要放到（喺立法會議員枱底）絕對不容易。」
根據立法會日程表，會議室二在剛過去的周二（12月8日）上午舉行
的是福利事務委員會，討論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在一公開活動後稱，如非有會議進行，會議室一般不容許
公眾，包括導賞團入內，平日有保安及職員維持一般秩序及清潔，故是
次事件「好奇怪」，要先交由秘書處調查，了解真相。

「 密 室 有
屎」反映立法
會保安存在漏
洞 ， 但 所 謂

「日防夜防，家賊難防」，
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曾經多
次涉嫌濫用權力，容許其
「支持者」以「訪客證」甚
至「職員證」自出自入，令
立法會大樓變成「無掩雞
籠」，相信遲早「搞出大
事」。

前年曾發生「電梯逐層按停」
2013年4月，立法會審議

《2013年撥款條例》時，有
人在立法會大樓內議員專用
電梯逐層按停，令兩名建制
派議員差1分鐘未能從議員
辦事處趕回會議廳，險釀成
流會。根據當時的記錄，顯
示當時有人用社民連主席
「長毛」梁國雄辦事處職員
黃軒瑋的證件在有關樓層進
出。
梁國雄其後承認，涉嫌在
立法會將議員專用電梯每層

都按鈕的，是一名以「訪客」身份進
入大樓的社民連「支持者」，而黃軒
瑋以其立法會職員證替該人「拍卡」
開門進入大樓其他樓層，但他無法解

釋何以其助理要該名「支持者」開
路，只稱他們事先不知該人會按停電
梯。

去年收容「佔中」骨幹多達300人
在去年違法「佔領」期間，多名反

對派議員也涉嫌濫用公帑，招呼一眾
違法的「佔中」核心人物，大搖大擺
進入立法會大樓內享受各種由納稅人
支付的設備，高峰期間每晚有達200名
至300名「佔中」示威者，在立法會大
樓內「沖涼」、煮食，甚至「男男女
女」瞓在一起，有辦事處職員甚至在
垃圾桶發現類似避孕套的物件，廁所
內又發現被棄置的牛仔褲、衛生紙
等，可謂烏煙瘴氣。
在「學民思潮」及學聯煽動「佔

領」者圍堵政府總部時，「長毛」助
理和社福界議員張超雄助理等，先後
帶領時為學聯秘書長的周永康、學聯
副秘書長岑敖暉、常委梁麗幗和「學
民」召集人黃之鋒等多名「雙學」頭
目進入立法會大樓。「長毛」助理及
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助理更「靜悄
悄」從當時的「佔領區」將兩台發電
機運進大樓內。
其後，行政管理委員會決定限制訪

客使用立法會設施，包括規定議員每
星期使用會議室時間的上限；訪客除
非獲議員陪同，否則不得於午夜12時
至凌晨6時逗留在立法會大樓，議員助
理只能逗留相關議員所屬樓層。

示威者曾闖葛珮帆辦擾職員
不過，有關規定對視法規如無物的

反對派議員來說，根本毫無效果。今
年6月，「新民主同盟」議員范國威，
就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帶六七名自
稱為中文大學學生的示威者，私闖民
建聯議員葛珮帆位於立法會大樓內的
辦事處示威，騷擾該辦事處職員。民
建聯強烈譴責范國威議員的行為，威
脅在立法會工作的人員安全，並要求
立法會行管會和秘書處嚴正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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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近
年經常以拉布等手段，拖延不符己意的條
例草案及撥款申請通過。民建聯立法會黨
團召集人葉國謙昨日批評，反對派議員將
議會文化「搞得亂七八糟」，長此下去議
會難以有真正討論，情況令人擔憂。
在區議會選舉過後，反對派議員即肆無

忌憚繼續其「不合作運動」，近期就在審
議《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時，通過不
斷點人數導致「流會」。葉國謙昨日在接
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香港現時所用的是
「第三世界法例」，故民建聯支持《版權
（修訂）條例草案》通過，但要求特區政
府在一年內再檢討法例。

質疑鴿黨忽「轉軚」劉慧卿死撐無改立場
葉國謙質疑，民主黨對草案的立場忽然

「轉軚」，「以我所知，這條條例用了24
次會議及接近兩年時間審議，過程中我都
知道民主黨一直支持，去到尾才出現現在
這樣的變化，咁可能畀人『插得緊要』
啦。」他又批評，反對派議員將議會文化
「搞得亂七八糟」，在口頭質詢階段就流
會是第一次，長此下去議會難以有真正討
論，情況令人擔憂。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在節目中辯稱：「當

然不是（改變立場），民主黨一直都支持
『泛民』提出的修訂，可以更保障網
民。」她又聲言，議員是採用符合議事規
則的方式「抗爭」，並稱香港已走入了
「死位」，喪失解決問題的能力，但又稱
各界應該以商討解決問題。
在流會當晚，立法會示威區發生垃圾筒

爆炸事件。葉國謙說，事件非常嚴重，認
為爆炸是有組織、有計劃，又強調香港素
來是安全城市，倘日後繼續出現此類暴
力，令人擔憂。
自由黨議員鍾國斌也認為，在議會應該

以理服人，不應出現暴力行為。劉慧卿則擔憂若爆
炸威力更大，或傷及無辜市民，但又聲言社會矛盾
無法靠議會化解，可能有更多衝擊行為發生。

■葉國謙批評，反對派議員將議會文化「搞得亂七
八糟」，長此下去議會難以有真正討論。 資料圖片

李卓人玩「休會」建制派責浪費公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路政署在昨日工務小組
會議上解釋，港珠澳大橋追加逾54億元工程費用撥款
申請，部分費用預留作準備大橋通車後的第二階段工
程。有議員關注工人的工業傷亡及超時工作問題，亦
有議員質疑預留費用是否必要。
港珠澳大橋追加54.6億元撥款，令項目核准預算增
至358.9億元。路政署長劉家強表示，追加撥款主要是
填補應急費用，主要由於工程費用的價格調整因素改
變，通脹上升，因此應急費用增加21.8億元，及預留
19億資金給大橋通車後的第二階段工程，包括等大橋
通車後在機場島起橋及路。他表示，如果無法取得追
加撥款以填補應急費用，將對完成必不可少的設施造
成大風險；另外亦無法進行第二階段工程。

工聯會議員陳婉嫻關注，近年多項工程同時進行，
署方有何措施減少工人傷亡。亦有議員質疑，大橋展
開工程至今已有7名工人死亡，其中3人是墮海致死，
並引述工會指，人工島的鐵筒填海方式，近年在香港
甚少採用，不論管理層或工人，都未有充足訓練。
路政署署長劉家強表示，大橋工程的意外率較一般

工程為低，他引述2013至2014年度，大橋每10萬工
時，平均意外率為0.53%及0.41%，比發展局訂明的不
可高於0.6%的標準為低。
多名議員關注工人超時工作問題嚴重，質問政府有

沒有監察承建商。劉家強回應指，在與承建商簽訂的
合約已列明，工人工時每日由早上8時至下午6時，晚
上施工最多只可至11時，其間要給予工人足夠休息時

間，如工程要通宵進行，需聘請另一批工人，又說根
據記錄，工人每日平均超時工作4小時。

倘未獲撥款 或刪除口岸停車場
另外，劉家強表示，若未能獲得撥款申請，一旦要

刪除口岸停車場，將會影響口岸運作，將對駕車前往
口岸再轉乘穿梭巴士往內地的旅客帶來不便。有議員
質疑，有多少人會自行駕車前往口岸轉乘穿梭巴士。
劉家強回應指，有關設施是要為旅客提供更多選擇。
劉家強表示，有關工程一部分受機場第三條跑道工程

影響，需要協調。有議員質疑，政府獲批撥款後，是否
要等三跑完工才能開展工程，變相令工程造價因通脹價
格調整而上升，又指第二階段工程在大橋通車後才興建，
為何現時就要申請撥款。劉家強回應指，若沒協調下進
行工程，萬一日後三跑計劃要求拆除，將蒙受更大損失，
強調政府會在協調後，會再就受影響的工程招標。

大橋追加54.6億撥款 19億預留次階段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工
務小組委員會，昨日續議港珠澳大橋追
加54億元工程費用撥款申請，但工黨李
卓人提出休會動議獲通過，令原訂兩節
共7小時的會議，不足4小時便完結，須
待下周六續議。多名建制派議員炮轟反
對派「拉布」行為，形容有議員重複發
問無關議程的問題，是浪費公帑、勞民
傷財。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會後
表示，會再評估情況，決定是否繞過工
務小組，直接將申請交上財務委員會。
運房局昨日就港珠澳大橋工程，向工
務小組要求追加54.6億元撥款，令項目
核准預算增至358.9億元。會議初期，社
民連梁國雄稱不滿議員早上才收到當局
的補充文件，沒有時間「消化」，形容
政府是「打茅波」，提出中止待續。
運房局局長邱誠武承認，提交文件時
間緊迫，但指如果通過中止待續，可能
需要刪除綠化措施的合約。路政署署長
劉家強亦表示，如未能通過撥款，會有
極大風險令公眾停車場、的士輪候區及
檢查亭等必用設施無法如期完成，甚至
要刪除，可能影響口岸有效運作。

譚耀宗：拉布阻撓會議無意思
民建聯譚耀宗則批評，有議員沒有提
出問題而提出中止待續，目的是為了拉
布，阻撓會議進行，形容做法並沒有意
思。最終梁國雄的動議以10票贊成，14
票反對遭到否決。
不過，下午第二節會議開始不足半小
時，工黨李卓人要求政府提交超時工作

最嚴重個案的數據，政府指稍後提交補
充資料，及後李卓人以讓政府有時間準
備資料為由，提出休會動議。出席會議
的33名議員之中，建制派民建聯七名議
員、經民聯林健鋒、新民黨田北辰、工
聯會陳婉嫻，及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
界的謝偉銓都不在席，而反對派則有3
人不在席，在18票贊成、14票反對下，
動議獲過半數贊成通過，原訂兩節共7
小時的會議，不足4小時便完結，最快
要待下周六續議。邱誠武表示，會再評
估情況，再決定是否繞過工務小組，直
接將申請交上財務委員會。
小組主席盧偉國會後批評，大橋追加撥

款開會三次仍未完成審議，議員提出休會
更獲通過，做法絕不理想，令人遺憾。他
提到，本立法年度工務小組開會四次，僅
通過四項規模較小的工程，撥款4.7億元，
對比政府原先計劃本年內審議72項工程撥

款，會議進度讓人非常擔心，希望議員以
事論事，不要阻撓撥款。

蔣麗芸：令工人「無工開」勞民傷財
民建聯蔣麗芸解釋，由於多名議員都
出席黨內會議，所以有部分人缺席會
議，又批評「拉布」行為令工人「無工
開」，是勞民傷財及浪費公帑，並狠斥
李卓人的休會動議無稽，政府雖然未有
足夠資料回應提問，但休會令其他議員
無法發問。
民建聯陳鑑林批評，有議員於會上重
複問到與議程無關的問題，又以中止待
續及休會「拉布」。
工聯會王國興表示遺憾和失望，批評
反對派全面不合作及拉布，令會議觸
礁。他說政府已三番四次解釋，若不及
時通過追加撥款，會無法興建口岸需要
的設施，將來再招標，造價會上升，反

對派一再拉布，會令工務小組項目「大
塞車」，進一步拖延向財委會申請撥款
的進度。
運輸及房屋局發言人晚上發聲明指，

昨日已是申請追加撥款的第五次會議，
此前兩度有議員提出中止討論議案，至
今工務小組審議逾八小時，今次再有議
員拖延追加撥款，令時間更顯緊迫。
發言人表示，若短期內不獲批追加撥

款 54.6億元，工程項目沒有應急資金應
付日後意料之外的風險，這對2017年底
達至通車條件均構成威脅；路政署亦必
須從現時正在執行及快將批出的部分合
約中，陸續刪除部分設施，將影響關口
運作，對公眾造成不便，及不利口岸的
道路及設施的維修及管理，影響道路及
設施的質素，不利駕駛安全。發言人表
示，政府需要評估立法會的情況，才決
定下一步申請撥款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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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繼昌驚呼「中招」了！ 電視截圖

■梁繼昌被座位鍵盤
底部的穢物弄得「一
褲都係」。 電視截圖

■梁繼昌褲子染上的啡黃色物體，懷疑為糞
便。 電視截圖

■梁國雄(右)的助理黃軒瑋
(左)曾被揭發替「訪客」拍卡
進入立會大樓，造成「電梯
逐層按停」事件。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