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街坊工友服務處（街工）22

名入會數年至十多年的會員，昨

日宣佈集體退會，佔街工會員人

數的三分一。他們在退會宣言中

強烈譴責街工副主席、立法會議

員梁耀忠「一人專政」，一意孤

行解散旺角勞工組，並批評梁耀

忠刻意隱瞞街工財政，多次拒絕

回應會員質詢等行為，已完全違

背了當初選舉作出「為勞工出

頭」的承諾。他們指責梁耀忠好

比無良僱主，倘繼續留下如同流

合污，被迫離開只是「痛苦的決

定」。梁耀忠同日舉行記者會，

重申現階段仍未解散勞工組，又

稱是次事件屬街工的政治路線之

爭（見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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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工爆退會潮 鬧梁耀忠無良
三分一會員高調集體離巢 指違選舉承諾拒同流合污

天文台在昨日
上午 11 時 30 分
發出今年首個紅

雨警告，全港各區多處水浸，小西灣
亦受到暴雨影響。身為當區社區主任
的民建聯佳曉選區候選人植潔鈴，就
特地到區內巡視，並即時跟進水浸情
況，以及暴雨過後的善後工作。她即
時要求有關的屋邨辦事處在天雨期間
加強巡查，並及時作出相應行動，更
落手落腳為街坊清除街道垃圾及疏導
水流，履行了造勢大會中對街坊的承
諾：為佳曉盡心盡力服務，無論大事
小事，必定全力以赴，無懼風吹雨
打，和居民一起攜手。
植潔鈴昨日在fb專頁發帖指，暴雨
令小西灣區多處水浸。她在黃雨期間
巡區，到區內各處了解及跟進水浸情
況，例如瑞喜樓、地下幼稚園，以及
各屋邨等，發現屋邨內不少通道都有
渠口堵塞，其中上邨水浸情況特別嚴
重，而路邊集水溝被垃圾及樹枝樹葉
等雜物阻塞，以致未能及時排走雨
水，甚至雨水倒灌，造成多處出現大
範圍水浸，瑞喜樓大堂甚至一度有雨
水湧入，幸好未有影響升降機運作。

垃圾落葉樹枝塞渠口
她認為，除了排水系統出現老化可
能導致水渠淤塞外，最關鍵的問題是
有大量垃圾、落葉及樹枝把入水口及
路邊集水溝阻塞，令雨水無法及時疏
導，引致水浸。在其中一段上載的短
片中，可見雨水如瀑布般，從樓梯由
上湧下的情況，反映問題的嚴重。
植潔鈴認為，這次水浸正正突顯出

屋邨辦事處過去的「日常工作」欠缺
有效監管。她已即時要求屋邨辦事處
盡快處理，並要求辦事處在天雨期間
加強巡查，清走落葉及掃除積水。

函房署屋邨辦促改善
她並已去信房屋署及屋邨辦事處，

要求檢討小西灣邨防範水浸的措施及
成效，包括：加強清理渠道及垃圾工
作，並制定暴雨下的應變措施，特別
是雨季只是剛剛開始，希望有關方面
能夠盡快採取措施，避免同類事件發
生。
在巡區期間，她還親自落手落腳清

理淤塞的垃圾及疏導雨水。在她fb上
載短片中，她化身成為清潔工人一分
子，和其他清潔工人一同清理雨後現
場。同時，她承諾定會加強屋邨設施
管理及提升善後工作的處理進度。
不要看潔鈴「人仔細細」，做實事

和其他人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她無
懼辛苦、不怕骯髒，直接徒手清理淤
塞渠口的垃圾，更提着掃帚將水流疏
導至坑渠。明明自己大可以叫屋邨辦
事處派人前來清理，但她選擇了最快
解決問題的方法，避免街坊因水浸而
遇到危險，實在熱心有幹勁，出心出
力做實事。
植潔鈴落力處理地區工作，為街坊

着想，網友都大讚植潔鈴，並為她加
油。「Derek Hung」留言：「Elaine
真係好盡責，值得大家支持。」
「Tommy Ding」留言：「身體力
行，扺（抵）讚。」
同區候選人還有陳真真及李鳳琼。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胡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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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區議會佳曉選區補
選將於明日舉行。連日獲
多名政壇重量級人物支持
的民建聯候選人植潔鈴，
昨日再獲工聯會榮譽會長
嫻姐（陳婉嫻）落區打
氣。嫻姐大讚潔鈴關心殘
疾人士及長者，同時十分
關心公屋維修議題，希望
大家在投票日集中票源，
一起支持3號。「實政圓
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亦
冒雨為潔鈴拉票。
植潔鈴昨日繼續在 fb

匯整自己近日落區的片
段，昨日就有嫻姐早前落
區為她拉票的精華片段。
嫻姐在短片中表示，植潔
鈴是合適的佳曉區區議員
人選，皆因她多年來植根
社區，經常為街坊服務。
嫻姐並大讚潔鈴關心殘疾人士，包括
建議在區內增加無障礙設施，讓大家行
動暢通無阻，同時又關心長者，提倡興
建健體設施，鼓勵長者多做運動。

籲集中票源全投3號
此外，她還知道潔鈴留意有關公屋維

修的議題，反映她凡事都考慮周詳，呼
籲各位街坊珍惜手上一票，周日集中票

源，全投3號植潔鈴。
田北辰在昨日3號風球下亦陪潔鈴落區

拉票。他表示，潔鈴已經在這區服務5年，
居住了28年，也是今次補選中最年輕的候
選人。香港現在需要更多年輕人參政，為
社會服務。自己見過潔鈴很多次，覺得她
「好做得嘢」，所以他要出來支持。
潔鈴就感謝田二少風雨不改下到來，

在3號風球下呼籲大家全投3號植潔鈴。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胡俊斯

嫻姐北辰讚做到嘢值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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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雨浸小西灣 潔鈴幫手清垃圾

繼本月初9名由街工會員選出的執委
會成員有5個辭職兼退出街工後，

昨日再有22名街工會員宣佈退出街工，
其中11名退會會員出席了昨日的「街工
會員集體退會記招」，並狠批梁耀忠在
街工「一人專政」。

「為勞工出頭」卻無理炒人
他們在宣言中指出，梁耀忠2016年參
選立法會時，其競選政綱之一為「不容
僱主肆意打破工人飯碗」，而他身為代
表街工的議員，同樣是背負着「為勞工
出頭」的綱領，一切的行為都應該以勞
工優先。不過，梁耀忠在今年3月計劃
解散勞工組，並解僱譚亮英、王曉君、
黎治甫3名幹事，他們對此感到愕然。
他們稱，勞工組3名幹事在推動基層
勞工的社運上是不可或缺的助力。他們
對這個決定持反對態度，但經過3個月
努力爭取，梁耀忠態度仍然傲慢，執意
解僱3人。
宣言質疑，梁耀忠解僱3人的理由前
後不一：他先稱解僱勞工組是為了未來
的立法會選舉作準備，後改口聲稱街工
有財政困難，需要裁員，會員因而要求
得到相關財政資料，以了解具體財政情

況。
不過，在9名執委中，只有其中2人可
以查看，即使後來有更多會員要求查
閱，亦只能得到其中小部分不全面的數
據，更要先簽下保密協議，而所得到的
資訊無法解釋街工的財困原因。

質疑刻意隱瞞財政狀況
他們質疑，梁耀忠是在刻意隱瞞街工

的真實財政狀況，讓執委會及其他會員
在缺乏充分資訊的情況下，無法驗證他
宣稱的財政困難，亦因而無法討論相應
的措施。
他們並批評梁耀忠多次通過傳媒指責

勞工組跳過內部程序處理事情，選擇性
向外公佈會內事務，但真相是街工會員
已不斷向執委會詢問事情始末，惟執委
會回應指因勞工組解散事宜是由梁耀忠
提出，需要約到梁耀忠開會處理，但梁
耀忠並沒有作出任何回應，更缺席4月
11日的執委會會議。
他們續說，當勞工組3人當面質問梁
耀忠時，梁仍拒絕回應；街工成員迫切
地希望在會內得到梁的交代，但梁仍不
斷拖延回應解散勞工組的詳情，甚至對
外抹黑街工。

他們一致認為梁耀忠騎劫街工，違背
了當初的競選承諾，不但為勞工社運
「扯後腳」，甚至更挪用街工的資源作
選舉資本，讓議席比起推動勞工社運更
加重要，實在讓他們感到絕望、死心。

挪用資源參選令人死心
街工本來只有80名會員，現時已有近
三分一會員退出，包括執委會成員，故
未來街工需要再重新選出執委。至於大
量會員流失會否影響到街工服務，退會
會員表示未知道，但相信流失了一批重
要人才，必定會使服務質素下降。
被問到會員退出是否作為與梁談判的

籌碼，前執委朱江瑋否認，指退會成員
均在街工付出了數年至十多年，退出街
工是因為感到絕望，是「痛苦的決
定」，更透露自己曾被梁耀忠指其做法
與街工不相符，3次被要求退出街工，
「佢（梁耀忠）叫我唔滿意就退囉。」
就梁耀忠應否再競選下屆立法會議席

的問題，已退會的前執委江健成直言已
經沒有人關心。他指，在座成員均是真
心相信街工積極於推動勞工運動，而梁
正是代表着街工，但既然他已經沒有認
受性，就只能對街工死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外部
勢力不斷將香港反對派中違法者甚至
「港獨」分子美化為「政治犯」，加拿
大參議院前人權委員會主席吉姆．蒙森
（Jim Munson）近日發表演說，聲言
「青症雙邪」梁頌恆、游蕙禎作為「民
選立法會議員」被定罪，又稱自己去年
曾與「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
見面，而對方回港後「即時被捕」，聲
言加拿大所有參議員要起來對付「惡
棍」云云。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批
評，吉姆．蒙森罔顧事實、胡說八道，
是試圖以此為借口干預中國內部事務，
以達至其政治目的。

無視暴行違法 法庭定罪
吉姆．蒙森引述由英國過氣政客組成

的「香港監察」的偏頗資料，聲稱百多
名因參與違法「佔領」、旺角暴亂而被
捕及定罪者是「政治犯」，並混淆視聽
地稱，梁頌恆、游蕙禎是因為試圖在立
法會大樓內宣誓，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
是「匪夷所思」的，故意忽略兩人當時
仍未是議員，且立法會主席已指令兩人
不得進入會議廳，但兩人仍聯同其助理
強闖，更導致有保安受傷的事實。
他續稱，自己去年與梁天琦會面，但

對方「回港」後就被捕及被定罪。這番
話說得梁天琦好像並非因為參與旺暴而
被捕，而是因為和他見面而被捕的，擺
明是故意略去重要事實兼自抬身價。最
後，他稱加拿大與香港人有特殊的關
係，不能對此置若罔聞，並要求加拿大
其他參議員「站出對付惡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逢國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吉姆．蒙森是加拿
大的參議員，無資格對香港事務指指點
點，特別是他所言均非事實。梁天琦、

梁頌恆、游蕙禎等違反了香港的法例，在經過公
開、公平、公正的司法程序後罪成，與政治無關。
吉姆．蒙森若非無知，就是為達到其政治目的而故
意歪曲事實。

不知來龍去脈偏信反對派
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也指，梁游兩人是在立法會

宣誓期間發表侮辱國家的言論而喪失議員資格，其
後硬闖會議廳，終被法庭裁定「非法集結」罪成；
梁天琦則是因為觸犯暴動罪而被捕及罪成。
他要求吉姆．蒙森等外國政客在發表言論前，應

先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特別要看清楚法官就有關
案件所作的判詞，不應「想當然耳」，「唔知就唔
好亂講！」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坦言，梁游事件及旺暴

案發生已久，有大量的客觀資料，但吉姆．蒙森選
擇視而不見，只引用香港反對派的偏頗說法。他很
難理解加拿大國會內會有一個只看片面資料、在不
了解事情來龍去脈下評論其他地區事務的參議員，
令他為加拿大的前途感到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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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潔鈴獲嫻姐拍片力撐。 植潔鈴fb短片截圖

■田北辰冒雨為潔鈴拉票。 植潔鈴fb短片截圖

◀植潔鈴昨日於黃雨下巡區，到區內各處了解及跟進水浸情況。 植潔鈴fb截圖

▲植潔鈴發現區內多處地方出現水浸。
植潔鈴fb截圖

▲植潔鈴親自徒手清理淤塞的垃圾，疏導雨
水。 植潔鈴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街工22
名會員集體宣佈退會後，梁耀忠（白頭佬）
隨即舉行記者會，更「班齊人馬」為他撐
場，表明不認同退會者言論，形容是次事件
或與自己和年輕會員和執委在政治路線和手
法有分歧，更出現溝通的問題，才令「誤
會」不斷發酵。

呻窮要捐糧撐街工營運
針對旺角勞工組質疑他解散勞工組是為了「永

續參選」，而非因財政問題，梁耀忠在記者會上
回應稱，街工的確出現了財政問題：立法會和區
議會辦事處營運津貼每年約為200萬元，每月會
出現6萬元至7萬元差額。
他續說，過去，街工一直靠舉辦課程和捐
款等維持營運，個人兩萬多元薪金亦捐予街
工，惟近年收入少，為營運帶來沉重的壓力。
不過，他們已積極籌款，而目前他仍未解僱勞
工組，而是在籌錢延續其運作。

否認已決定「永續參選」
梁耀忠稱，他並沒發解僱信予3人，5月薪

金亦照常支付，又強調街工有機制處理事件，
並非「一人專政」，「唔係我一人話事。」

就「永續參選」的質疑，他稱，自己未決
定是否參加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而街工須
透過會員大會通過成員的參選決定，「唔係我
自己話參選就參選。」他並稱，自己從沒有反
對由年輕人「接棒」，如上屆選舉他就讓出新
界西予黨友黃潤達參選。
對於退會執委質疑在查看財政報告時受到

重重限制的指控，他稱，由於近日有很多不實
的資料流出，故要求委員須簽署保密聲明後才
能查看。
梁耀忠認為，近年有不少年輕人加入街

工，對街工確實有很大貢獻，惟彼此的政治信
念與手法出現了很大的差異，他對此感到遺
憾、惋惜，又相信未來仍有機會與退會會員合
作。
街工創會時的第一個職員蘇耀昌也說，

2014年後，街工會員人數「翻了一番」，由
40人增至逾80人。其中，新加入的年輕會員
可能希望爭取更多權益和認同，令內部出現不
少分歧，而最終決裂主要是路線和內部溝通出
現問題，「互不信任。」
他續說，旺角「勞工組」在1年前獨立，與
葵芳議員辦事處交流減少，而勞工組獨立後須
提交財政規劃，從而加速了事件爆發。

白頭佬吹雞撐自己 話被年輕會員誤會

■街工22名會員昨舉行記者會，宣佈集體退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梁耀忠亦開記者會反駁指控，更「班齊人馬」撐自己。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