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管會追「雙邪」回水186萬
非議員從未履行職務 裝修傢俬開支不能實物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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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邪」選舉慰勞宴豪飲猛食

「青症雙
邪 」 在 被
「逐離」其
立法會議員
辦公室時，
被傳媒發現
遺下不少貴
價 酒 的 酒
瓶，還有遊戲機PS 4的空盒等，可見
「雙邪」是如何懂得利用公帑「享受
人生」。近日，「雙邪」中的梁頌恆
選舉開支申報曝光，其54.7萬元選舉
開支中，顯示梁頌恆團隊曾為搞「慰
勞宴」而用接近七百多元買飲料，包
括不少酒精飲品，如水果伏特加酒及
日本清酒等，而整場「慰勞宴」共花
費近七千元。
「雙邪」中的游蕙禎此前在申報選

舉開支時，被發現有多筆擺設街站前
後的膳食費約一萬多元。單據顯示，
所謂「膳食」包括了啤酒、清酒及薯
片、棉花糖等零食。梁頌恆「僅」用
七千元買酒買食品搞「慰勞宴」，相
對而言已經算非常「慳家」。

梁獲千元以下小額捐款共53.2萬
根據梁頌恆的申報，其參選名單獲

得約56萬元的捐贈。不過，在這筆捐
款中，絕大部分，約 53.2 萬元為

1,000元以下小額捐款，根據法例毋須
將發給捐贈者的收據副本提交選舉事
務處，其中是否「有古怪」不免耐人
尋味。同時，根據法例，參選人所獲
的選舉捐款倘有餘款，必須捐予慈善
機構，而梁使剩萬多元，但在申報中
並無交代他將餘款捐予哪一個團體。
據申報，梁的選舉開支最大筆的費

用為廣告，近28萬元，其次為支付
「本土民主前線」旗下的網台
「Channel-i」的宣傳品設計服務，費
用為8.5萬元，「租借場地」則約1.9
萬元。不過，「本民前」發言人梁天
琦及黃台仰眾所周知一直是「雙邪」
參選的「幕後黑手」，一直為對方大
搞宣傳，後者更在兩人當選後出任
「雙邪」的「外交部長」，有關費用
是否涉及「延後利益」，甚至違反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可能要由有心人跟進了。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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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立法會議員就職

宣誓期間公然辱國辱華的「青症雙邪」梁頌恆及游

蕙禎，被高等法院裁定喪失就任議員資格，社會都

關注立法會會否追討兩人已領取的公帑186萬元。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昨日在閉門會議後決定，將

全數追回兩人自10月1日始的議員酬金及辦事處預

支營運開支，每人須償還約93萬元。身兼行管會主

席的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指，由於兩人從未履行

議員的職務，更非議員身份，故兩人用於裝修或購

置傢俬的開支不能以實物抵銷，必須以現金計算。

據悉，由於事涉公帑，倘兩人拒絕還款，立法會秘

書處或會循法律途徑追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症雙邪」中的游
蕙禎去信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聲稱全國人大常委
會是次釋法「明顯違反基本法規定」，也「牴觸」
《中英聯合聲明》相關條文，又稱英國當年只是「租
借新界」，而《聲明》無權決定「新界主權」，而
「中華民國政府」仍保留關於香港的3份條約，要求
「中華民國政府」對「新界主權」表明立場。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批評，游蕙禎此等行為是明目張膽
勾結「台獨」，邀請他們插手干預香港，更直斥該封
信件內容謬論連篇，看了這篇報道三次都仍感到有點
「O嘴」。

斥行為愚昧 令蔡英文尷尬
陳恒鑌近日在facebook直播回應游蕙禎去信台灣地
區領導人蔡英文一事。他坦言，看了這篇報道三次都
仍感到有點「O嘴」，「游蕙禎他們是任何事情都可
以做得出，我真的估不到她創意澎湃，可以去搵蔡英
文去處理這件事。」他笑指，游蕙禎的行為非常愚
昧，令到蔡英文非常尷尬、感到為難，「究竟覆不覆
到你好？我唔覆你又好似睇唔起你，覆你又唔知點覆
好。」
他批評，該篇信件內容謬論連篇，竟稱人大釋法
「明顯違反基本法規定」，及「牴觸」《中英聯合聲
明》相關條文，「有時候看到反對派或『港獨』派的
言論，真的是要腦筋急轉彎，要看清楚背景資料，否
則就此望一望，可能真的會被他們氹到。」
陳恒鑌強調，香港基本法已清楚寫明全國人大常委
會擁有釋法權，且今次釋法是必要的，可令到日後社
會有法可依，「自從釋法之後，大家都清清楚楚，知
道宣誓要清清楚楚，是不可以加任何東西。」同時，
《中英聯合聲明》的歷史任務已經完結，質疑游蕙禎
所指的「牴觸」是什麼，又笑言游蕙禎倘在古代已犯
了「欺君之罪」，「明明過了時的東西、明明已經廢
了的東西還拿出來講，這是欺君喎，欺君要殺頭。」

邀台干預「嫌香港不夠亂」？
陳恒鑌最後批評，游蕙禎此等行為是明目張膽勾結

「台獨」，邀請他們插手干預香港，「你香港都嫌不
夠亂，還要找『台獨』分子來？有無搞錯？遲下可能
還有『疆獨』、『藏獨』，那香港還成什麼世界？」
他希望「港獨」分子不要再做出喪權辱國的事情，
「你做出來是會畀人笑，之後去到外國都會被人睇唔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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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恒鑌批「游邪」越洋告狀出洋相。

季霆剛促查「雙邪」涉「包攬訴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本報日前報道，「青症雙邪」

游蕙禎和梁頌恆發起眾籌，意圖利用銀行戶口和網上籌款資助
其上訴費用，法律界和銀行界人士均指有關行徑涉嫌違法。全
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季霆剛昨日就去信律政司司長及金融管理局
投訴，指自己有合理懷疑上述做法涉及「包攬訴訟」，而利用
銀行戶口籌款更涉嫌有違銀行法規，希望律政司及金管局介入
調查，即時公開其資金來源，及終止其銀行戶口。

已去信律政司司長及金管局
季霆剛在致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的信中表示，「青症雙

邪」所領導的團體「青年新政」在匯豐銀行開立支票戶口籌
款，以資助其法律費用。有關籌款屬政治捐獻，同時令人有合
理懷疑該戶口涉及「包攬訴訟」的問題，即有一些與案件無關
的人，協助或慫恿「雙邪」進行法律訴訟，然後瓜分訴訟得
益，希望當局銀行監理部盡速要求有關銀行查核戶口用途，以
防有詐。
他同時去信律政司司長，同樣指出有合理懷疑籌款的資助人
在當中有私人利益，而「包攬訴訟」屬刑事罪行，希望律政司
司長要求「雙邪」公開其上訴費用的資金來源和資助者身份，
以彰顯法治。

■■台灣時評人恥笑台灣時評人恥笑
「「雙邪雙邪」」患有患有「「政政
治幼稚病治幼稚病」。」。

網上截圖網上截圖

游邪被台人恥笑影衰香港年輕人

到底水準要低
到去邊個點，先
可以畀唔同人連
環恥笑？「青症
雙邪」中的「游
已完」游蕙禎，
早前稱擬去信台
灣「總統」蔡英
文，要求「中華民國政府」向英國
「拿回新界主權」，引來香港全城恥
笑之餘，連台灣時評人都忍唔住話佢
有「政治幼稚病」，強調台灣年輕人
「千萬不要變成這樣子」。在前晚台
灣一個時評節目講述事件，發言嘉賓
一面倒鬧爆「雙邪」，直言兩人立論
「莫名其妙」、「本身就是變成一個
笑柄」，又強調英國早已將香港「交
還」中國，「人家（英國）有可能交
給你嗎？要交什麼給你？」唔少香港
網民都批評雙邪「影衰香港年輕
人」！
台灣中天新聞台前晚播出的《新聞

深喉嚨》，在節目末段就講述「游已
完」要求蔡英文向英國政府要返新
界，而這封「未寄出的信」竟然獲
「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公開回應，
要「陸委會」了解和處理云云。對於
「游已完」嘅「偉大構思」竟然獲黃
重諺回應，主持人都忍唔住問：「請
問要如何處理？」

英手上「沒有東西可以交給你」
節目嘉賓之一、前台灣「立法委

員」林郁方表示︰「就當人家英國
說：我同意讓你拿回去好了，你要怎
麼去拿？她不曉得英國已經跟中國大

陸完成了這樣的一個協議，都簽了
字，而且都已經把整個香港交還給中
國大陸了嗎？……人家有可能交給你
嗎？要交什麼給你？他手上都已經沒
有東西可以交給你了，都已經還給中
國大陸了。」

台「哪有辦法去碰觸港問題」
林郁方繼續批評︰「她舉這樣一個
例子，要我們的蔡英文政府去跟英國
政府交涉，你就知道這些小孩子有熱
情，但是沒有什麼智慧，人生的經驗
是很淺薄的，書也沒有讀多。……所
以會提出這樣一個看法，本身就是變成
一個笑柄。政治就是一個現實，國際政
治也是個現實，我們現在哪有辦法去碰
觸香港的問題？尤其跟英國政府去協
商、去交涉，去把那個管轄權再拿回
來，有可能嗎？這叫天方夜譚嘛！所以
這些年輕人，什麼叫做事實，什麼叫做
夢想，都沒有辦法區分。」

「雙邪」發謬論 台官竟當認真
佢連回應「游已完」嘅黃重諺都鬧
埋，「這兩個香港年輕人講了一個莫
名其妙的立論出來，你黃重諺又莫名
其妙地把它當作一件很認真的事、很
嚴肅的事、很可惜的事，想要去加以

處理。我真的講，這是一個錯亂的年
代，有你這樣的年輕人，你不好好唸
書，成熟一點，台灣會完蛋，現在是
靠老人家在撐吶。」
另一發言嘉賓、前「行政院」發言
人鄭麗文亦批評︰「（台灣當局接
這個招）當然是沒有幫助，這愚蠢
至極。我覺得這兩個年輕人，是犯

了非常嚴重的『政治幼稚病』，你
要參與、關心香港的未來，可是你
卻做出貽笑大方、對香港沒有任何
幫助的事情。」鄭麗文又強調，
「雙邪」的選擇完全「行不通」，
只會傷害自己、傷害香港，「不管
香港怎麼樣，台灣的年輕人千萬不
要變成是這樣子。」 ■記者 甘瑜

&1&1���� 網民鬧爆「雙邪」
Virginia Kwok︰唔識嘢又要扮勁，米（咪）咁囉，笑死人，白痴
仔。

Simen Choi︰如佢地（哋）所願，不能留芳百世，也要遺臭萬
年。

Ricky Wong︰真係醜到搵窿捐。

Sam Yung︰人家叫家裡的小孩，別學你兩個呀，禍國殃民……
映（影）衰香港年輕人。

高新︰咁既（嘅）水準都選到議完（員）。

Joanna Leung︰最慘係全港市民要陪佢地（哋）俾（畀）人笑
到面黃！

Alice Tung︰佢直情係天真、太幼稚……冇智慧係唔洗（使）多
講！人生經驗接近冇！

許微︰有乜野（嘢）衰得過賣港求榮？

Michael Wong︰莫非真係×到盡頭便是型？！而（）家真係全
世界都識得佢，患左（咗）政治幼稚病既（嘅）游已完（議
員）……

Angus Tse︰被全世界恥笑及做反面教材。

Mifa Leung︰游梁兩隻野（嘢）玩夠未醜夠未？夠鐘返入雞籠
未？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記者 甘瑜

■行管會開會後，決定向游蕙禎及梁頌恆「追數」。資料圖片

■■季霆剛季霆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游蕙禎原
辦事處遺下
空酒瓶。

資料圖片

行管會經過兩小時的閉門會議後，梁君彥
表示，高等法院原訟庭的判決裁定，梁

頌恆和游蕙禎自10月12日起已被取消就職立
法會議員的資格，但判決沒有處理他們是否
有權收取酬金、工作開支償還款項或預支營
運資金的問題。行管會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
就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釋法內容，及
參考了高等法院的判決後作出決定。
他續說，「青年新政」兩人屬於「拒絕宣
誓」，故不能行使相關職務和享受任何議員
福利，遂決定追回游蕙禎及梁頌恆的薪酬及
已申領的津貼。會上，有委員對應該由哪天
開始計算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應由高等法
院判決日子，即11月15日開始計算，有議員
則指應由10月1日開始。在討論後，行管會
決定由10月1日開始計算，全數追回兩人已
領取的186萬，即每人平均須償還93萬元。

上訴庭有結論 即展開追討程序
梁君彥表示，秘書處會待上訴庭有結論後

展開追討程序，包括去信通知梁游兩人，及
給予合理時間還款，而兩人可以提出申訴。
被問及議員目前可預先申領薪酬及津貼安

排，他則指是否檢討有關安排，是下屆立法
會的工作，但經過是次事件後，相信行管會
應把握未來3年的時間訂出一個明確的安排。

領款未提供單據「唔知筆錢使去邊」
有行管會委員透露，行管會是次只追討現

金，拒收回實物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在退回
有關物品時一定會「貶值」，最終損失的是
公帑，加上梁游兩人在領取預支營運開支
時，並無提供任何單據，「大家真係唔知筆
錢使去邊。」為免麻煩，大多數與會者同意
追討「現金」而非「實物」更為實際。
據了解，行管會並沒有訂下要求兩人「回

水」的期限，而最後可以追討多少數額，仍
要視乎梁、游提出抗辯理由，待行管會召開
會議後決定。換言之，立法會最終究竟會否
向兩人合共追討全額186萬元酬金及預支營

運開支，還是部分金額，仍要視乎行管會委
員的決定。

訟黨「護邪」竟稱公帑「用之於民」
游蕙禎和梁頌恆昨日回應稱，他們要待司

法覆核官司結束後再處理立法會有關問題。
公民黨則「護邪」護到出面，發聲明稱行管
會是次決定「明顯是政治打壓」，聲言梁游
兩人自當選後，「立法會議員及其辦公室工
作已經開始，所處理之公務乃有民意授
權」，更代「雙邪」說項稱該筆公帑「已用
之於民」云云。
另外，鑑於梁游及其助理曾多次衝擊會議

室，造成混亂。考慮到近期的事態發展，行
管會一致同意議員助理在立法會大會、內務
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舉行會議期間，不可以
進入相關的會議場地，即時生效。至於每名
議員可以有多少位職員在立法會、內會及財
會舉行會議的樓層進出，秘書處會在諮詢後
再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