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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籌」印單張 小麗「食水深」
稱集資30萬元印刷費「本土」指廿萬搞掂批劉呃錢

選舉時，掠水時？今年立

法會換屆選舉的「特色」之

一，就是不少新興政黨、政

團以至個人的「興起」，而這些人未選就已

先開口籌錢，其中的「表表者」是「香港眾

志」，更因此而被揶揄為「香港眾籌」。和

「香港眾籌」過從甚密、已報名參加立法會

九龍西選舉的大專講師劉小麗，最近出

post要在一星期內籌集30萬元印刷費做

「入屋郵遞」。不過，「本土民主前線」發言

人黃台仰就發文質疑，指在立法會新界東

補選時，他們印刷只用了20萬，「青年新

政」召集人梁頌恆更稱，「30萬應該夠我

地（哋）（將宣傳單張）燙金。」一眾激進「本

土」支持者，齊質疑劉小麗「呃錢」。

■記者 羅旦

激進「本土」圍插小麗
Degas Chan：呃錢唔係咁呃啊！青政用4萬
可以做到嘅野（嘢）你要多人7倍？你啲信
燙金？咪×打住民主呢兩個字係（喺）到
（度）呃錢啦！

Tokutaro Law：做得講師應該搵唔少，點解
又向小市民搜刮民脂民膏比（畀）你參選，
你參選關我地（哋）咩事先，冇咁大個頭就
唔好戴咁大頂帽，想選就自己出錢啦！

李祥石：小麗同行者（支持者）一人比
（畀）20,000（元）都應該有幾百萬啦，唔
好口爽荷包立，淨係識叫人捐錢，自己嘅團
隊搞×掂啦！

Brian Lam ：只要掛住民主兩個字，又可以
Cap水了。選到就有十幾萬一個月，爽！到
時乜都唔使做玩拉布，爽！

李祥石：小麗老千，每人999，真係發過豬
蹄，難怪你小腿咁粗啦！

Patrick Wong：幫吓手啦！大佬，仲要釘几
（幾）部木頭車賣魚旦（蛋）嫁（㗎）……大佬！

Martin Mo：收地事件後期小麗民主教室變成
小麗潛水教室，如果佢肯當選後會將大部份
（分）人工捐出做慈善，大家先好捐呀，唔
係大家就係水魚一條！

Jimesco Hui：呵呵呵，收了錢就財到光棍手
啦，港豬不要問只要信，李呃人（李卓人）都這
樣食了廿幾年，是時候過戶比（畀）新人。

Joseph Lo：你唔係好勇架（㗎）咩，你唔簽
確認書，話鄭松泰簽確認書麻（嘛），……
之前見你同黎文（汶）洛一齊出黎（嚟）呃
錢架（㗎），攝石人呢？收左（咗）皮拿
（嗱）？

Taddy Bear：銀行有權因大量現金存入，懷
疑洗黑錢去凍結。

CH Tse：有冇申請？如果冇申請，我明天
一定去報警（非法集資）。

Wang Leung：當日新東補選，成班左膠叫人
顧全大局含×投票保住關鍵一席。妳依
（）加（家）民調支持率唔夠幾個%，仲
低過當時梁天琦喎，咁妳又會唔會「顧全大
局」呢？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記者 羅旦

劉小麗近日發帖稱，自己「沒有財團與大黨撐腰」，又稱目前
其參選團隊「與$70萬競選經費門檻仍有一大段距離，在此

呼籲各位慷慨捐輸，聚沙成塔，一起打這場選戰」，而籌款目標
就是「一星期內，籌集 $30萬印刷費做入屋郵遞」。此舉似乎是
為了規避選舉條例中，超過1,000元捐款需要申報捐贈者的姓名
或名稱及地址的規定，以免讓人得悉其「金主」是誰。（見另稿）不
過，她就冠冕堂皇地稱，「為了減少行政工作，並讓更多支持者
直接參與選戰，我們呼籲各位，每人捐出 $999港元。」

梁頌恆：30萬應該夠燙金
劉小麗提出僅選舉宣傳品的印刷費就要30萬元是誇大其詞。
梁頌恆就在其fb貼文揶揄，「不如我比（畀）個數字大家，太窮的
關係，今年青年新政九龍西留黎（嚟）做選舉通函既（嘅）budget唔
超過4萬。30萬應該夠我地（哋）燙金。」黃台仰也稱，「我地（哋）
新東咁多選民再印A3雙面彩色連三摺，都係廿萬內。而九西仲
要小（少）咁多選民，除非佢諗住印幾張或者小冊子就合理嘅。」
各激進「本土派」即時在劉小麗的fb留言質疑她「掠水」。網民

「Ming Fai Dennis Lai」質疑道，「有政府免費投寄單張一次，用
到咁多錢咩？咁都騙人籌款！」「小麗民主教室」留言回應，「印費
都要6（毫）至7毫一份，加埋摺的手工，2毫半一份。即係近8毫
一份。九西選民都47萬人左右。我地（哋）只印一戶一份。」

劉上傳報價單「本土」懶理續洗版
不過，網民「Kelvin Carl Lennox」即時幫她「埋單計數」，

「470000/4*0.8=$94000（九萬四千蚊）。嘩啊民主鬥士你食水都幾
深喎，食人二十萬！」「小麗民主教室」其後上載了所謂的報價單
「以證清白」，但已經沒有人可以阻擋激進「本土派」的洗版。他們不
斷「回帶」劉小麗曾質疑「熱狗」成員鄭松泰報名參選時簽署了確認書
一事，並在批評劉小麗「呃錢」的同時，有人「提醒」她大批現金流入
其戶口，大有可能會被銀行取消其戶口，有人更稱要「報警」，舉
報她「非法集資」。
九龍西參選名單還包括蔣麗芸，梁美芬，狄志遠，黃碧雲，毛
孟靜，譚國僑，黃毓民，吳文遠，游蕙禎，劉小麗，朱韶洪，何
志光，李泳漢、林依麗和關新偉。

偽君子面皮厚犯眾憎
Sze Lo Wong：如果目的係拉高投票率，你大
可以排名單第二位，我睇唔到有咩理由人地
（哋）會拒絕，定係你堅持要排第一？……你
既（嘅）出選就係連當選邊緣既（嘅）人都被
你扯落馬，你好自私。

Edith Chow：我十分欣賞閣下的努力，但你參
選並沒有勝算，效果只是削弱民主派的票源！

譚星：任你再多花言巧語，都掩飾唔到結果就
係票益左（咗）建制。不論立法會或下次區
議會，我都唔會再支持你呢樣（種）口是心非
既（嘅）偽君子。

Donna Lam：言而無信、背信棄義之徒！當日
的承諾，今天已遺忘，徐議員不守信是個人的
品格操守問題，但對得住漁灣邨的選民？對得
住幫你的義工嗎？

Donald Man：你違背當初承諾，……如此冇誠
信你叫市民以後點信你？

Fray Cattray：恭喜漁灣區市民成功被徐議員當
作踏腳石，用完即棄。

Jason Kwok：如要講真心話，唔贊成唔支持你
選。身邊好多人覺得你區議員都未做得好，未
做得稍為合格，就咁貪心去選立法會。有時都
要問下（吓）自己何德何能？唔係面皮厚就可
以唔理人地（哋）咁去做。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記者 羅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年立法會換屆
選舉，港島區由7席減至6席，但反對派的出選名
單已超過總議席數。曾經嘗試與「人民力量」劉
嘉鴻和自稱「獨立民主派」司馬文協調不成的
「傘兵」徐子見，以個人身份報名加入港島區戰
場，被同樣出選港島的劉嘉鴻指責其分薄票源。
傳統反對派支持者更群起而攻，批評徐在參選
區議員曾聲稱會「全職服務」，現在反口參選立
法會是欺騙選民，又稱他勝算不高，參選只會分
薄傳統反對派的票源云云。
一次選舉，輕易見盡滿口「民主」者的嘴臉。
「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早前提出所謂「雷動
計劃」，希望反對派協調爭取「最多的議席」，
但傳統反對派、「傘兵」及激進「本土派」陣營
分散各懷鬼胎，非但協調不成，各陣營互鬥更愈
演愈烈。

昔批「攬炒已成」今「炒」埋一份
徐子見早前曾批評反對派在港島區「攬炒局已
成」，但現在自己卻「炒」埋一份。他在報名參
加港島區立法會選舉後，惹來其他傳統反對派的
批評，近日更在自己的facebook上刊出長文，解釋
「為何我要參選立法會」。
他稱，「只有增加投票率才能令到我們有機會

把現在失衡的立法會挽回正軌， 這正正是為何我
想參選的原因」。
他聲言，自己「非常支持『雷動計劃』」 ，

「只要團結一致才能為『民主派』多取得議
席」，又稱自己曾嘗試與劉嘉鴻和司馬文溝通，
「但可能是時間太過倉促未能成功。」身為「邊
緣名單」的他更「出口術」道：「到此我們便只
有相信雷動計劃中的『雷霆救兵』了，當各個候
選人在選前最後一日的民調發現自己的支持度不
足以取勝時，便應該改為幫助邊緣的候選人名單

了。」

劉嘉鴻等斥票呃選民
徐子見公然加隻腳入來攪局，劉嘉鴻即時發

難。他在自己的facebook貼文稱，「為了令民主派
可以爭取四席，所以參選，結果是令民主派的得
票分得更薄。這個邏輯，我沒有辦法明白。」不
少傳統反對派支持者大罵徐子見削弱其他「民主
派」的票源，批評他參選「自私」，違反了區選
時承諾，是在欺騙選民。
不過，徐的支持者紛紛反駁。「Cindy Officela-

dy」稱，「新界東直選都22張名單，又唔見有人
會話香港攬炒大局為重，又無人話出選是
票？」「Fai Ho」則指，「有150居民明知徐仔
區選承諾都提名佢出選立法會，那150人不介
意。」看來，這場「選戰」將會越來越精彩。
已報名參選香港島的名單還有張國鈞、郭偉

强、葉劉淑儀、黃梓謙、許智峯、陳淑莊、何秀
蘭、鄭錦滿、王維基、詹培忠、沈志超、羅冠
聰、賴綺雯。

徐子見選港島 違「全職」承諾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早前聲稱要參選
區議會（第二）即「超級區議會」的沙田區議員陳國
強，由於未能取得足夠區議員提名，昨日改為參
選新界東直選，更與「北區水貨客關注組」發言人
梁金成及議員助理邱文勁組成3人名單參選。陳
國強批評，部分反對派中人阻止其他區議員支持
自己，令「超級區議會」由一些大政黨「玩晒」。

指「超區」被反對派大黨阻提名
自稱為激進「本土派」的陳國強稱，自己

「已盡了最大努力」游說區議員支持，但每當
獲得提名時，有其他反對派中人以電話及電郵
騷擾其提名人，要求他們不要提名自己，令他
「永遠也不夠票」。他批評，「超級區議會」
是大政黨「玩晒」，他們為了自己利益及議
席，極力阻止其他人參選，「只要不是A、B、
C黨，全部都是他們的敵人。」
被問及他參選會否影響同屬激進「本土」的
「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陳國強稱，梁吸納
的是「年輕激進」票，自己則會以吸納「中產
本土派」支持者為主，「票房」不同、沒有衝
突。被問到是否支持「港獨」，陳國強沒有正
面回應，僅稱自己的立場一向很「明確」，

「今日做唔到，但聽日同後日就冇人知，……除非你審我
個腦袋，開到我個腦就知點。」
已經報名參選新界東的還有︰葛珮帆、陳克勤、鄧家彪、

容海恩、李梓敬、侯志強、林卓廷、方國珊、張超雄、范國
威、楊岳橋、梁國雄、陳志全、麥嘉、李偲嫣、廖添誠、
陳云根、陳玉娥、黃琛喻、鄭家富、李慨俠、梁頌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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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所謂「政治素人」
湧現，其資金來源令人生
疑。報稱沒有政治聯繫的
「土地正義聯盟」執委朱

凱廸，近日也要求其支持者捐款「限額」999
元。其支持者更為其臉上貼金，上載了一張撕
毀了的支票，聲稱朱是「堅持原則」的「傻
人」。
不過，朱明顯沒有劉小麗一樣那麼「誠
實」，未解釋不收取1,000元或多於此數，可
能是為了規避選舉相關條例，避免其「金主」
曝光。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當

參選者收取一項1,000元以上的選舉捐贈（不
論是以金錢或實物抵付形式）時，候選人必須
向捐贈者發出收據，載明捐贈者的姓名或名稱
及地址。1,000元以上或價值1,000元以上（如
該項選舉捐贈包含貨品）的匿名捐贈不可用作
選舉開支，而必須給由候選人選擇的屬公共性
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

因應有關規定，朱凱廸近日在其facebook發
起所謂「999緊急召集」計劃籌款，但就沒有
解釋為何要人捐「999元」咁零丁。其好友、
「平等分享行動」發起人曾志浩（Benson
Tsang）瘋狂發帖，要求市民捐款予朱，其中
一帖更展示一張被撕毀的、金額超過999元的
支票，稱對方為了「堅持」，「傻到有錢唔
收」云云，試圖為對方建立形象。
「熱普城」支持者、被稱為「手作達人」的
吳斯翹（Billie Ng）在其fb轉貼有關消息，更
稱「除咗矯情其實我搵唔到其他形容詞」。
不過，稍後她就發現「真相」，稱「原來唔
關矯情事，原來over$1,000就要報返落條數
度。原來是數口精至啱。」
新界西參選名單還包括陳恒鑌，梁志祥，麥
美娟，田北辰，何君堯，周永勤，尹兆堅，馮
檢基，黃潤達，郭家麒，李卓人，黃浩銘，黃
俊傑，朱凱廸，高志輝，陳浩天，湯詠芝、張
慧晶、鄭松泰、呂智恆、鄺官穩、中出羊子。

■記者 羅旦

精甩邊叫捐999元 朱凱廸疑避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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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凱迪支持者上載圖片吹噓朱只接受999元以
下面額的支票。 fb圖片

■黃台仰「計數」質
疑劉小麗「呃錢」。

fb圖片

■■陳國強陳國強((右右))批評部分反對派中人阻止其他區議員支批評部分反對派中人阻止其他區議員支
持自己參選持自己參選「「超級區議會超級區議會」。」。 文森文森 攝攝

■劉小麗以叫人捐999元的方式集資30萬印傳單，
被揶揄「食水深」。 fb圖片

■有網民展示徐子見（徐仔）當年對居民的「全職服
務」承諾。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