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陳
國強「Hea做」區會事務，卻甚為熱
衷「港獨」活動。早在2016年立法會
選舉前，他就因經常發表支持「港
獨」言論而被取消參選資格。但此後
陳國強非但沒有認真反省自己，反而
變本加厲繼續撐「獨」。由於區議員
能獲得聘請議員助理等開支津貼，陳
國強更「高薪」聘請經常展示「港
獨」標語的「北區水貨客關注組」召
集人梁金成任其「議員助理」，薪金
由月薪1.5萬元到時薪100元不等，但
梁金成到底做了什麼「議助」工作，
只有天曉得。
今年52歲的陳國強，早在2010年

參加立會補選時，為求出位刻意狙
擊「同路人」，但在2012年立會選
舉時，他又轉為攻擊建制派參選
人，但最終只得0.5%的極低得票率
慘敗，並被沒收參選保證金。
在2015年區議會選舉，陳國強僥

倖當選區議員，就覺得不可一世，
在議會不再將「泛民同路人」放在
眼裡，有沙田區議員私下稱，陳國
強在議會中幾乎是「孤家寡人」。

曾參選立會被DQ
雖在議會無「知心友」，但陳國

強不愁寂寞，在議會外與「獨派」
分子聯繫密切，不時與黃台仰、陳
浩天等多名「獨派」分子聚首，共
商「大計」。在2016年參選立法會
前，他因多次發表撐「獨」言論，
在當年8月初被選舉主任以「『港
獨』主張與基本法有根本性牴
觸」，取消其參選資格。
在被取消參選資格後數日，陳國

強與包括梁天琦、陳浩天等被DQ的
「港獨」分子，舉行所謂「香港獨
立」集會，在集會上，陳國強聲嘶
力竭地多次高呼「港獨」口號，氣
焰囂張。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不完全統計，

過去一年多來，陳國強多次參與

「支持港獨」活動，其中在去年6月
4日晚，他與梁金成等多名「獨派」
分子在旺角步行區開街站叫囂歧視
內地人的口號，並展示「港獨」標
語。去年11月19日下午，他又與陳
浩天、梁金成等「獨派」分子，以
「反國歌法」為名到中聯辦抗議。

高峰期曾聘7議助
據陳國強向區議會申報的「議

助」資料，最高峰時他竟同時聘請7
名議助（包括全職和兼職），其
中，在去年7月之前，梁金成的月薪
為1.5萬元，而在去年8月及9月，
梁金成的薪酬改為時薪，並以每小
時100元計算，陳國強為梁金成分別
申報了35小時及54小時，薪酬分別
是3,500元及5,400元。陳國強將公
帑如此慷慨聘請「金金大師」，相
信絕非一般區議員能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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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議員陳國強報名參加立法會新界東補選，聲稱要為市民「發聲」。但根據區議會

記錄，過去一年，陳國強多次缺席區議會會議，大會的出席率僅67%，有兩個委員會的

會議出席率更只得50%，均屬沙田區議會最低之列。即使現身也經常遲到早退，最短的僅逗留15分鐘就

「鬆人」。香港文匯報記者曾現場觀察陳國強開會情況，發現他一直低頭看手機，沒有提問，連桌上的文件

也懶得翻看，好像純粹是「到此一遊」。有同區區議員形容，陳國強如同「議會隱形人」，「從無提案，也

無動議。返來開會好似發緊夢。」不過，陳國強卻熱衷參加「港獨」活動，並公開高喊「港獨」口號。有新

界東居民直言，陳國強連區會工作都這麼懶散，怎能相信他會做好立法會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張得民

陳國強部分開會記錄（2017年1月－12月）

全體大會（陳國強出席率：67%）

日期（月/日） 會議 下午開會時間 陳國強開會時間

1．26 第一次會議 2:30-5:28（2小時58分） 3:59-4:35（36分鐘）

3．23 第二次會議 2:30-3:56（1小時26分） 3:03-3:56（53分鐘）

5．25 第三次會議 2:30-9:20（6小時50分） 缺席

7．27 第四次會議 2:30-4:51（2小時21分） 缺席

9．28 第五次會議 2:30-3:45（1小時15分） 2:30-2:45（15分鐘）

11．23 第六次會議 暫未上載時間 出席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陳國強出席率：50%）

2．21 第一次會議 2:30-3:38（1小時08分） 2:44-3:34（50分鐘）

4．25 第二次會議 2:30-4:32（2小時02分) 缺席（未請假）

6．27 第三次會議 2:30-5:58（3小時28分） 缺席（未請假）

8．29 第四次會議 2:30-6:41（4小時11分） 缺席

10．24 第五次會議 2:30-3:51（1小時21分） 3:35-3:51（16分鐘）

12．12 第六次會議 暫未上載時間 出席

衛生及環境委員會（陳國強出席率：50%）

1．12 第一次會議 2:30-6:55（4小時25分） 3:39-5:14（1小時35分）

3．9 第二次會議 2:30-6:59（4小時29分） 3:00-3:37（37分鐘）

5．11 第三次會議 2:30-7:46（5小時16分） 缺席（未請假）

7．13 第四次會議 2:30-6:38（4小時08分） 2:30-3:15（45分鐘）

9．14 第五次會議 2:30-6:17（3小時47分） 缺席

11．9 第六次會議 2:30-6:38（4小時08分） 缺席

資料來源：沙田區議會網頁

陳國強懶絕區會搞「港獨」
開會頻「射波」「快閃」玩手機 委會出席率僅50%排包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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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查閱沙田區議會會議
記錄中發現，2017年，區議會共舉

行了6次大會，陳國強缺席了兩次會議，
而去年9月28日舉行的大會中，會議記錄
顯示，陳國強僅到場15分鐘，似乎出席會
議僅只是為了「打卡」而避免更多缺席記
錄。
資料顯示，陳國強加入了沙田區議會全
部7個委員會，按照日程，這7個委員會
每年各舉行 6次會議（不包括特別會
議），即合共42次會議，記錄顯示，陳國
強共缺席了9次委員會會議（另有一次是
缺席「特別會議」），有4次更是「未請
假缺席」。
其中，缺席率最高的是「地區設施管理
委員會」及「衛生及環境委員會」會議，

分別缺席了 3 次，出席率僅 50%（見
表），在全部39名沙田區議員中敬陪末
席。
記者進一步查閱會議記錄時發現，陳國

強不但出席率低，而且經常遲到早退。按
照議程，區議會會議是下午2時30分召
開，但陳國強卻經常姍姍來遲，其中最遲
的一次是在會議已舉行了3個小時始現
身。

曾三度僅坐15分鐘即「鬆」
更有甚者，陳國強原來是「快閃一
族」，記錄顯示，至少有7次的開會時間
不足半小時，其中3次更只有15分鐘，
「連櫈仔都未坐暖就走咗」。
本月11日，沙田區議會下午2時半舉行

「衛生及環境委員會」會議，惟記者在下
午2時45分，始見陳國強緩步從馬鞍山寓
所離開，完全看不出要趕開會的樣子，在
停車場取車後又開車回家。直至3時半，
他再次開車到位於福安花園的辦事處，差
不多4時左右才施施然抵達區議會會議
室。
雖然各議員在會議上踴躍發言，惟獨陳

國強是「局外人」，完全沒有翻閱秘書處
放置在枱面的文件，反而是埋首看手機。
其間，坐在陳對面的容溟舟議員突然高聲
向他怒斥，但他回應了幾句後又繼續看手
機，旁若無人。
至5時左右，陳國強再次早退離開。據

記者觀察，陳國強在約一小時的「到會時
間」內，幾乎一直在看手機，既沒有翻看
桌上的文件，也沒有任何發言，好像委員
會的工作根本與他無關。
而在本月16日下午，沙田區議會舉行
「財務及常務委員會」會議，一向懶散的
陳國強竟獲議員推舉，當選為「公共關係
及宣傳推廣工作小組召集人」，就連陳本
人也感到詫異，不過，這位「新公關阿
頭」似乎辜負了議員們的「厚愛」，只坐
了約半小時，就拍拍屁股走人。

鮮發言提問 同行：如「隱形人」
沙田區議員董健莉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形容陳國強就像「議會隱形人」，
因為他在開會時很少發言和提問，也從無
提案，「有時佢好似發夢醒咗，突然語無
倫次去質問一啲已經通過嘅議案。」

熱衷搞「港獨」圖染指立會
不過，陳國強雖對議會工作「懶懶
閒」，卻相當熱衷「港獨」活動，並高呼
「港獨」口號（見另搞）。本月20日，陳
國強報名參加立法會新界東補選，被記者
問到是否擔心再次被DQ時，陳國強先是
辯稱只是參加「言論自由集會」，但在記
者一再追問下，陳國強唯有顧左右而言他
地說：「我現在不支持『港獨』」。
至昨日為止，已報名參加新界東補選的

還有鄧家彪、陳玉娥、范國威。

陳國強是在馬鞍山錦
濤選區當選區議員，但
其辦事處卻設在另一個

選區的福安花園。記者連日在上址觀察所
見，其議辦門口雖然貼出辦公時間，卻經
常「門常關」，有居民直言，由於辦事處
經常閉門謝客，也沒有怎麼搞居民活動，
令他們幾乎不覺得這裡有一個議辦。
在2015年參選區議員時，陳國強在競

選政綱中聲稱會購入按摩椅，放置在辦事
處「免費供長者及婦女使用」，但有福安
居民表示，辦事處在剛開張時曾擺出幾張
按摩椅給居民「鬆骨」，「佢好似特登攞

出來宣傳，好快就收檔冇再搞囉！」

按摩椅服務極速收檔
記者過去兩周在該議辦外所見，一直沒

有見到所謂設按摩椅「免費供長者及婦女
使用」的情景。「佢辦事處嘅下晝開門時
間已經夠怪啦，而且就算寫明下晝辦公，
都唔見開門。」不少福安居民談及陳國強
議辦的「服務」時，均搖頭不已。
雖然辦事處外牆貼滿宣傳單張，並貼出

告示聲稱會在每日下午2時至6時或至8
時的時段開門，但記者發現，有關辦公時
間表基本上是一句空話，因為議辦幾乎天

天「門常關」，不見陳國強或其助理接待
居民，而陳國強本人只是偶爾在晚上回
來，但也只是短暫逗留，很快就走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議辦「門常關」 服務承諾「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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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6日，一批「港獨」
分子披掛港英「龍獅旗」及「港獨」
標語參加集會。陳國強在場自拍，並
洋洋得意將相片貼在自己的臉書上。

■ 2017 年 6
月 4日晚，陳
國強（右一）與
一批「港獨」分
子在旺角街
頭 宣 揚「 港
獨」。

資料圖片

■■本月本月1111日下午日下午，，陳國強出席區議會會議時陳國強出席區議會會議時，，幾乎一直低頭幾乎一直低頭
看手機看手機，，桌面的文件也沒有翻動過桌面的文件也沒有翻動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本月20日，陳國強（右二）報名參加立
法會新界東補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國強（左）與陳浩天經常聚會。
圖為他們一起展示電子版「港獨」口
號。 網上圖片

■陳國強位於馬鞍山福安花園的辦事處經
常閉門拒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