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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滿出獄的「青年新
政」成員游蕙禎，早前在
判刑前曾向法官求情，聲
稱因是獨生女須照顧身患
癌症的父母，企圖打「孝
順牌」望能輕判，但法官
依然判其入獄四星期。香
港文匯報記者連日觀察發
現，游蕙禎自上月底出獄

■游蕙禎與
林肇彥本月
中在深水埗
一店舖購
買閉路電
視系統。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張得民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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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並沒有回家居住照顧
父母，而是與「肥仔男
友」在銅鑼灣雙宿雙棲，
日日游手好閒，就算途經
旺角居所附近也是「過門
不入」，所謂「孝順」看
來只是扮可憐博同情。
■香港文匯報
齊正之、張得民

2016 年的立法會宣誓風波中，被指宣誓無效後與
游蕙禎在
其助理強闖立法會會議室，事後遭控「非法集結罪」，

游蕙禎在審訊期間堅拒認罪。今年5 月 11 日，九龍城裁判法院
裁定其罪名成立。
直至 6 月 4 日，當法官正式宣判刑期前，游蕙禎突然呈交 3
封求情信，其中 1 封由她自己撰寫，信中多次提及患病雙親，
並指他們均患有癌症，「惟她忙於社運，未曾與母親好好分
擔，望日後可盡孝道」、「作為獨女，沒有陪伴雙親，令我深
感歉疚」、「自己未來希望做個孝順女兒」等等，希望獲得法
官輕判，不過法官最終判其入獄4周，即時執行。

雙雙逛店買閉路電視
游蕙禎既然擺父母上枱求情
終無效，就毋須再假扮孝順。
在 6 月 30 日出獄後，她並沒有
回家居住的意思，而是先在葵
青一個酒店暫住。香港文匯報
記者連日觀察發現，7 月初搬離
酒店後，游並沒有如自己所言
照顧患病父母，而是與男友在
港島銅鑼灣租房雙宿雙棲。
上星期某日下午，游蕙禎與
身形肥胖的同居男友從大坑住
所出門後，先乘巴士到旺角弼
街，記者起初以為游是想去探
望父母，但兩人只是在旺角一 ■林肇彥與「青政」梁頌恆
帶閒逛，甚至經過雙親樓下公 （右）合影。
網上圖片
園附近也沒打算去探望。之後
與其男友在街上卿卿我我，漫步到大角咀「搵食醫肚」。
用餐過後，兩人再步行至砵蘭街某五金店買門鎖，其後再閒
逛一會後又再乘巴士到深水埗鴨寮街，游與男友繼續甜蜜，手
拖手購物，最後游買了一套專業閉路電視系統，似乎要加強居
家保安。
晚上七時許，游與男友乘港鐵離開，但仍不是到旺角父母家
中，而是直接到灣仔一間高級中菜館，與立場親「港獨」的
「時事評論員」林鴻達晚膳。
資料顯示，今年3月下旬，游蕙禎與林鴻達等人均有到台北出
席「五獨聚會」，而在游蕙禎「非法集結」案中，林也為她撰寫
求情信，可見兩人關係非淺。三人邊吃邊談，約兩小時後才離
去，而膳費則由林鴻達買單。游目前仍被立法會追討巨額款項，
但卻能依然食好住好，看來是得到不少「獨派」好友接濟。

男友同屬「獨」派中人
據了解，游蕙禎的同居男友林肇彥今年 26 歲，比游蕙禎小
兩歲。現就讀恒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理系的林肇彥曾加入「港
獨」組織「本土民主前線」，目前仍是「恒管本土學社」成
員。據說，林肇彥很崇拜「本民前」頭目黃台仰和梁天琦，其
個人社交媒體上也貼出與黃梁兩人的合照。
在「旺暴」事件後，包括梁天琦、黃台仰等多名「本民前」
成員被捕，林肇彥與支持者則成立了「星火同盟」為被捕者籌
款，並擔任發言人，但在本月 8 日，林肇彥突然在社交媒體上
宣佈辭任發言人並退出該組織。

欠債不還 「游」手好閒

記者

■林肇彥
（右）與
「本民前」
頭目黃台仰
頗為老友，
圖為他們在
2016 年 6
月的合影。
網上圖片

■本月中旬一個下午
本月中旬一個下午，
，游蕙禎與林
肇彥在街頭拍拖閒逛。
肇彥在街頭拍拖閒逛
。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攝

雖然游蕙禎目前已是一名「更生
者」（釋囚），但何時能歸還欠立
法會數以十萬元的款項卻仍是未知
數，不過，這項「巨債」似乎並不影響其心情，她照
樣整天無所事事，過着「廢青」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多日近距離觀察游蕙禎與其男友林
肇彥，發現兩人似乎每日都無所事事，就算外出，也
是在下午 3 時後才離家，有時游本人甚至整日不出
門，由男友到樓下附近買外賣上樓。
有時候，兩人至傍晚才外出，並乘巴士到佐敦、油
麻地一帶閒逛購物。可能是「新歡」的原因，游蕙禎
與林肇彥可謂形影不離，兩人行街時不時手拖手，偶
爾還會親暱一下。
在本月中旬一個周末晚上的八時許，兩手空空的游
蕙禎獨自一人抵達父母的旺角居所，但僅逗留一個多
小時就「快閃」離開。只見她在樓下買了幾隻茶葉
蛋，再「山長水遠」地坐地鐵回銅鑼灣愛巢，估計是
買消夜給林肇彥。



疑做小三 橫刀奪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齊正之）游
蕙禎在立法會宣誓風波後，多次被拍
到與不同男伴出雙入對，其後更被發
現與其「青政」拍檔梁頌恆同居。兩
人分開後不久，游蕙禎極速搭上林肇
彥，被踢爆後兩人轉為高調，經常在
社交平台上「放閃」晒恩愛。據悉，
游蕙禎是「小三上位」。因為兩人剛
開始拍拖時，游蕙禎明知林肇彥已有
一位同班同學的「正印女友」，但她
不但沒有放手，還變本加厲，橫刀奪
愛，迫林肇彥與其正印女友分手。

游林速同居 男踢走「正印」

照吃喝玩樂 疑打定「賴數」

除少數日子游蕙禎會相約圈內友人外，其餘時間均
與男友無所事事，四處閒逛覓食。晚飯過後便回家，
生活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家中，難怪兩人的體形都不斷
發福，比早兩年都足足大了一兩個碼。
資料顯示，游蕙禎仍被立法會追討約 90 多萬元未還
的「議員薪津」，但她自稱有關薪津已全數用完，無
力償還，就算申請破產也不會償還。
此外，她還有一筆司法覆核官司敗訴需支付的 800
萬元至 1,000 萬元。可能是欠債太多，她還不起也不
想還，唯有「賴數」到底。
欠債纍纍的狀況似乎並未影響游的「生活質素」。
資料顯示，游林租住的單位每月租金逾萬元（友情
價），兩人似乎天天遊手好閒，除不時外出購物外，
偶爾也會外遊消遣。如此休閒卻有如此的「生活質
素」，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
香港文匯報記
者調查發現，游
蕙禎現時在大坑
銅鑼灣道租住的
單位，業主疑是
「本民前」成
■羅冠聰
員，而巧合的
是，上址曾經是「香港眾志」前主席
羅冠聰和其女友袁嘉蔚的愛巢。直到
去年 8 月中旬，羅冠聰因「衝擊公民

游蕙禎在 2016 年剛當選立法會議員
時，就以「扑嘢論」揚名，其「豪放
女」形象深入人心。譬如，在 2016 年
11 月，傳媒曝出她與梁頌恆在灣仔租
房同居，但當時梁頌恆已有一個女
友，三角關係一度糾纏不清。
相處幾個月後，游蕙禎眼見梁頌恆
「同是天涯淪落人」，翻身無望，唯
有尋找新獵物。
去年上半年，游蕙禎搭上比她小兩
歲的林肇彥，可能兩人都是「港獨」
支持者，臭味相投，很快便撻着。

■游蕙禎與梁頌恆曾在灣仔租樓同
居，兩人不時出雙入對。 資料圖片

■林肇彥與前女友雖已分手，但在兩
人各自的 fb 上，至今依然保留這張浪
漫照。
fb截圖

有恒管學生透露，當時林肇彥已有
一名叫 Kristen 的女友，是同班同學，
更是校內公認的「模範情侶」，但游
蕙禎一於少理，多次「主動上門」，
到恒管校舍搵林肇彥，由於林肇彥在
校內頗具知名度，「游 B 爭仔事件」
很快就傳遍整個校園。
校內當時議論紛紛，「係人都知佢
（林）有女朋友，但游蕙禎好主動，
兩個好快就行得好埋。」有恒管學生
透露，兩人關係發展得非常快，幾個
月後便已同居，「聽講林嘅『正印女
友』當時仲係蒙在鼓裡，舊年 10 月時
仲有貼與林嘅合影。」
據悉，在與游同居不久，林肇彥才向
「正印」提出分手。香港文匯報記者發
現，在個人社交平台上，林肇彥和
Kristen 幾乎已把所有與對方有關的貼
文和相片刪除，但無獨有偶的是，他們
卻各自依然保留了一張兩人手拖手的半
側面浪漫照，莫非還是餘情未了？

「獨」
巢平租羅冠聰 游接手築
「愛巢」
廣場」一案被判入獄後，該單位再轉
由游蕙禎和其男友承租。
記者翻查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該
單位由一名叫曾Ｘ宇的男子與一個黃
姓女子共同持有。記者進一步調查發
現 ， 在 2016 年 的 「 旺 角 暴 動 案 」
中，一名與曾Ｘ宇同名同姓的男子曾
涉案被起訴，但最後被撤銷控罪。
該曾姓男子是「本民前成員」，據
了解，羅冠聰於 2016 年 9 月當選立法

會議員後不久，開始租住該單位與袁
嘉蔚同居，但只租住了大半年時間。

業主疑是「本民前」成員
據了解，該單位約 300 餘呎，市值
租 金 約 16,000 元 至 17,000 元 ， 據
悉，當時業主是以低於市值租金約
40%的「友情價」租給羅冠聰。
眾所周知，「本民前」是「港獨」
暴力組織，時任「香港眾志」頭目的

羅冠聰，一直否認與「港獨」的關
係，但卻能獲得「友情價」，似乎與
這位「本民前」成員的關係非淺。
在去年 8 月羅冠聰與袁嘉蔚搬走
後，再由游蕙禎及男友承租，可見有
關業主非常熱衷於接濟「獨圈好
友」。如此看來，羅與游先後租住同
一單位，相信絕不是巧合。據悉，游
蕙禎亦是以遠低於市價的「優惠」租
住上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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