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瀆誓
四丑」及
其支持者

聲稱，宣誓時「毋須真誠」
喎！咁睇吓「最民主嘅國
家」美國：近日，田納西州
空中國民警衛軍一名女兵，
在正宣誓準備重新入伍時，
右手戴着一隻恐龍手偶宣
誓，被指不尊重場合而遭革
職，而負責監誓的上校亦被
勒令退役。
睇返香港，「四丑」點解

仲 可 以 咁 振 振 有 詞 嘅 ？

「Samson Chan」 就 話 ：
「泛民議員睇到未？在任何
地方，宣誓時不莊重都要被
DQ的！……無論政治表態定
係貪得意都唔可以！宣誓一
定要莊重！」
「Kyle Kerry」就揶揄：

「犯氓（泛民）小學雞已完
（議員）會用幾個鐘迫立法
會答乜叫做莊嚴及肅穆。」
「Hillman Lee」 則 道 ：

「泛民之所以令人反感就因
佢哋完全無道德底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

美女兵「瀆誓」被DQ
網民：「泛民」睇到未

立法會行管會根據法
律意見，決定不追討
「瀆誓四丑」的議員
薪津，不少市民對此
感到不滿。根據「經
濟通×晴報」在前晚
聯合舉辦的網上民調
發現，截至昨日午夜
12 時，在參與的
1,665人中，有62%
不認同這決定，認同
者則佔36%，2%人
稱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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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勞工組織竟然變身「無良僱主」？網上

傳出，街工將於今年5月1日後解散其旺角勞工組，傳聞是因為節省資

源讓「大佬」梁耀忠「永續參選」。社民連成班成員紛紛批評，話此舉

「荒謬絕倫」，稱「一個說要爭取民主的組織，自己組織內部都不民

主」，質疑街工管理層是否得到員工的同意，又擔心勞工組解散後或會

炒人，要求街工管理層解釋。

梁耀忠求「永續」街工帶頭炒人？
疑為省資源摺旺角勞工組 社民連抽水鬧爆

A9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霍柏宇 2018年4月21日（星期六）

2018年4月21日（星期六）

2018年4月21日（星期六）

民主黨立
法會議員林
卓廷，同同

黨嘅沙田區議員丁仕元，由上
次立法會選舉爭出選權時已經
唔妥，積埋咗好多仇口。近
日，有人就以「盡察全港議員
操手（守）關注組」的名義，
向全體區議員發出民主黨秘書
長張賢登喺一個fb群組度發佈
該黨紀律委員會嘅決定，要求
丁仕元收回早前批評林卓廷的
失實言論及道歉。有「獨派」
區議員就當佢呢封信係張賢登
發出，仲寸民主黨四圍寄信，
真係富貴咁講。

丁批林「表面清廉」
丁仕元同林卓廷喺地區有唔

少仇口，當林卓廷獲時任主席
劉慧卿欽點，代表民主黨出選
新界東，丁仕元就唔妥到出
面。
嚿年一月，丁仕元喺佢兩個

fb都發帖話：「真好笑！我只
是在區內與貪污顧問開戰而
已，現在竟被人扣我分裂民主
黨的帽子。呢頂帽我一定不會
接受！」
有網民問係邊個扣佢帽子

時，佢就留言話係「表面清廉
的鄭則文及林卓廷」。
講開又講，「與貪污顧問開

戰」同「分裂民主黨」有咩關
係？疑為知情者「Lai Har
Lai」當時留言，話佢口中的貪
污顧問由錦英苑開邨以來已盤踞
在屋苑，「這位人士已蝦蝦霸
霸，我們入邨做嘢，他可以做到
同一班爛仔係（喺）邨口欄
（攔）住唔準（准）入邨。……
後來不知為何埋咗劉慧卿堆無啦
啦由爛仔變咗民主派。不過賤人
終歸是賤人，最後都是衰貪污判
入獄，但好奇怪為何法團可容忍
這樣一個人？」
明就明，唔明就算，講返丁

仕元嘅言論。話說此言一出，
林卓廷就發公開信，話丁仕元
發放「誹謗訊息」，要求對方

澄清「表面清廉」的指控何來，又要求他
收回言論，否則會向該黨的紀委會投訴，
更不排除採取其他行動以維護聲譽。
丁仕元其後喺fb刪除咗呢句，但似乎無

道歉囉，因為該黨紀委會其後要求丁仕元
收回批評林卓廷的失實言論及道歉，張賢
登更將之發佈。
呢單嘢都無聲無息咗一排，一個名為

「盡察全港議員操手（守）關注組」的組
織就去信全港18區嘅所有區議員，信中將
張賢登個帖印出來，仲批評丁仕元行為可
恥，是「民主派」的敗類等等。

「獨人」批鴿戰關我乜事
收到信嘅「獨派」沙田區議員陳國強，
就喺fb張貼咗呢封信，更誤以為呢封信係
張賢登發嘅，發文狠批道：「民主黨內部
矛盾，關我乜事！民主黨秘書長張賢登先
生，你浪費郵票和紙張，去信全香港400
幾位區議員譴責你的兄弟！你都幾富貴
喎！」
佢支持者亦不求甚解咁圍爐。
「Willy Chan」針對封信寫錯字：「文

盲都可以做議員……操乜×嘢手！」
「Jonathan Ngai」就揶揄道：「因為佢個
黨冇操守冇咩大不了……」佢仲批評張賢
登：「十幾年前佢唔知咩問我媽蒐集簽
名，我媽當然問佢為咩簽啦，佢話『你簽
就得㗎喇』。」
「Thomas Wong」則道：「整個民主黨

早就失信於民啦！」
雖然攞呢封信嚟砌民主黨就真係勉強

啲，但回帶都有一個好處嘅，起碼提醒咗
大家喺選舉時「溫故知新」，唔好學阿寶
咁講，「人類總要重複同樣的錯誤」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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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立法會行政
管理委員會決定不向「瀆誓四丑」追回薪
津，不少市民均感不滿。立法會新界西議
員、香港律師會前會長何君堯近日向立法會
主席梁君彥發信（見圖），指高等法院早前
在裁定4人喪失議員資格時，已表明4人在
2016年10月12日當日，已不具備議員資
格。因此，他認為向4人發出的薪津實屬無
效開支，必須向4人討回，故要求梁君彥公
開行管會取得的法律意見，以釋市民疑慮。
羅冠聰、劉小麗、姚松炎、梁國雄在被法

院DQ後，行管會即向4人追討已發放的薪
酬及津貼等各270萬元至310萬元。立法會
行管會在早前開會後，指根據法律意見，考
慮到4人可能提出的抗辯理由、成功追回款
項的機會和繼續採取法律行動可能招致的法
律費用，初步涉及大概八位數，行管會要審
慎運用公帑，如使用更多公帑追回款項，未
必符合審慎理財運用公帑的原則。
為此，行管會決定以撇賬方式，並要求4
人只須歸還已預支的營運資金、資本項目如
手提電話、手提電腦等，及已獲發2017年7
月14日或之後的某些預付開支，例如維修
保養合約等。4人須歸還的款項分別大幅
「減」至19萬元至31萬元不等。

「瀆誓」失資格 薪津屬無效開支
何君堯近日去信梁君彥，指全國人大常委
會於2016年11月7日，就基本法第一百零
四條作出解釋，高等法院其後裁定4人喪失
立法會議員資格，並明確表示4人在2016年
10月12日當日，即「瀆誓」當日已不具備
議員資格。「因此，曾經向4人發出的薪津
也屬於無效開支，必須向4人討回。」
他指出，很多市民不理解行管會主動放棄
追討的決定。身為民選議員，他要求立法會
主席及行管會交代律政司和相關政府部門向
他們提供了什麼意見，及有何獨立的法律意
見支持行管會向4人放棄追討。

市民盼「追返血汗錢」
不少市民支持何君堯跟進事件。「David
Cheung」道：「由於DQ四件垃圾再進行
保（補）選，令納稅人唔見二億 ，到現在
還唔追究責任，香港納稅人金錢還有幾多可
以浪費！」「Cheng Ching」說：「你要幫
香港市（民）追返血汗錢返黎（嚟）。」
「Patrick Chow」則道：「此舉（放棄追
討）樹立了極壞榜樣，其實法院每日審理案
件嘅成本都高㗎，咁審慎理財下是否不再檢
控哩（呢）！」「Teresa Hui」就建議：
「請何律師發起聯署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屏
山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曾樹和在一反
「港獨」活動上高呼「殺」，新界西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附和道「無赦」一
事，港島總區刑事部公眾活動調查組
經調查及徵詢法律意見後，認為無足
夠證據對任何人提出檢控，決定不提
檢控。

曾樹和去年9月在「革走戴耀廷吶喊
大會」上發言時指，對搞「港獨」者
「我哋必須要殺」。在旁的何君堯附和
道：「無赦！」
22名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其後聯署「譴

責」其言論並報警，而「港獨」分子、
「北區水貨關注組」召集人梁金成亦報
警，稱兩人「煽動暴力及擾亂公眾秩

序」。
警方將之列為「求警調查」處理，並
交由港島總區刑事部公眾活動調查組跟
進。
何君堯當時解釋，自己所說的

「殺」，應被解讀為同音字煞停的
「煞」，而非「殺人」，也沒有意圖慫
恿他人使用任何武力，「絕無0.0001%
鼓吹動武」，「我冇壞企圖，係嫉惡如
仇。」

「殺無赦」證據不足 警不提檢控

何君堯函梁君彥 促追數「瀆誓四丑」

一名疑為街工成員「Ying Tam」發帖
講咗個「故事」，話喺職員會上，

「老人家笑着勉勵大家參與五一行動。同
事問：『是否要解散勞工組？』答：『我
吾（唔）答呢個問題（轉身急步離
開）。』被追問『點解同會外人講，吾
（唔）敢同我地（哋）講』時，對方就繼
續急步走，不回頭。」
他續說，「職員會有另一『領導』接住

講『五一行動』，年輕同事問：『五一之
後仲會吾（唔）會有勞工組？』答：『我
地（哋）仍然會有勞工工作……』追問：
『我係問有冇勞工組？』答：『我地
（哋）有出左（咗）旺角嘅勞工組，也有
葵芳的勞工組……五一之後，繼續有葵芳
嘅勞工組。』」
普通人就咁睇梗唔知咩事，但圍內人一
睇就明。社民連成員施城威轉發咗呢個帖
子，並以「街工五一後解散勞工組，荒謬
絕倫一D（啲）都唔好笑」發文。
佢發文話：「細細個就聽過街工勞工
組，裡面的戰友個個一個打幾個，點解要
解散旺角勞工組？有冇得過員工同意？會
唔會炒人？如果係資源問題，現時財政有
幾差？節省左（咗）的資源會如何運
用？……請大家廣傳，一齊要求街工管理
層立即公開回應！」

社民連批過底線促回應
施城威仲建議搞個聯署，叫街工管理層
公開回應，「今次過左（咗）底線。而且
聲明要求回應及解釋，只是很Measured的

tone。」
社民連的陳皓桓亦話：「如果路見不平，

但唔拔刀相助，大家唔好講咩運動，呢件事
無合理解釋真係好難接受，有時不禁慨嘆
團體對政府既（嘅）訴求，自己組織都做
唔到！工人唔係話炒就炒，工人唔係話×
就×有幾難做？點解可以咁唔重視工人？點
解可以咁唔重視人既（嘅）付出？」
社民連副主席周諾恆就不點名話：「從

前，有兩個小黨出事，另一個小黨既（嘅）
一個小支部話要捐錢幫手頂住。我話，你地
（哋）癡（黐）×線既（嘅）咩，呢兩個小
黨雖小，你地（哋）作為一個小支部資源仲
緊張啦，留返佢做你地（哋）既（嘅）工作
啦。但佢地（哋）始終都係要捐。」
他續說：「然後呢，聽講呢個小支部，

將要被小黨本部的大老（佬）收皮了。因
為大老（佬）要將所有資源集中係（喺）
20年自己永續參選喎。聽講。呢個地球
呢，越有義氣既（嘅）人越易×街的。殺
人放火就金腰帶啦。」
周諾恆最後稱：「我唔係話做人就一定

唔應該諗選舉唔應該諗資源既（嘅）人。
但一來小支部係咪無價值，或者就算功利
咁講係咪一定對選舉對資源無幫助呢？
是×旦（但）。我剩（淨）係相信嗰D
（啲）講雷、有原則既（嘅）基層運動朋
友anyway。」

網民：摺勞工組 一票不投
文中幫手頂住嘅「一個小黨既（嘅）一

個小支部」，相信就係街工旺角勞工組，

「大佬」，當然係梁耀忠。
唔少圈中人留言狂鬧。「Lam Ching」
話：「唔對路喎……咁唔透明嘅，有冇問
過員工意見？一個自稱爭取勞工權益的機
構，如果對自己的員工都唔尊重；一個說
要爭取民主的組織，自己組織內部都不民
主，點搞呀？」

「Doris Lee」怒道：「啲所謂勞工團體
嘅管理層唔記得點尊重自已（己）同
事？」「Chan Man Wai」也道：「嗰頭
講完『工人唔係話炒就炒』，𠴱 （嗰）頭
將工人話炒就炒。」「Rublev Andrei」直
言：「我都冇乜新意：今日摺勞工組；他
日一票不投。」

■「珍惜群組」曾
因街工派成員搗亂標
準工時諮詢會，到梁
耀忠辦事處抗議。

資料圖片

■一名疑為街工成員
「Ying Tam」發帖
踢爆街工將於今年5
月1日後解散其旺角
勞工組，傳聞是因為
節省資源讓「大佬」
梁 耀 忠 「 永 續 參
選」。 網上圖片

■「盡察全港議員操手（守）關注組」向全
體區議員發出民主黨秘書長張賢登喺一個fb
群組度發佈該黨紀律委員會嘅決定，要求丁
仕元收回早前批評林卓廷的失實言論及道
歉。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