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瀆誓被罰離場 小麗不該翻叮
「保港」批劉「倡獨」死性不改 促選舉主任撤銷參選資格
民間團體「保衛香港運動」二十餘名成員昨晨到九龍城政府合署示威，強
烈反對「發假誓」的劉小麗參加補選。示威者指，劉小麗被法庭取消議員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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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猶如嚴重犯規球員被罰離場，怎麼可能還能再參與同一場賽事？同時，
劉小麗雖刪除所屬網站中主張「自決」的「港獨」傾向言論，但其多年來的
言行一直「倡獨」及反對基本法，根本沒有做香港立法會議員的資格，要求

選舉主任撤銷所有被 DQ 議員和「播獨」者的參選資格。

示威者昨日拉起「瀆誓違憲違法漂
白自決衰格 促請選舉主任快

DQ 劉小麗」的橫額，並高呼「逐字
讀發假誓、 快 DQ 劉小麗」，「瀆誓
違憲違法、漂白自決衰格」，「自決
派劉小麗、不得參加補選」，「教室
播獨犯法、零容忍快取締」，「講就
補選麗人、做就卑鄙小人」及「促請
選舉主任、再DQ劉小麗」等口號。
示威者指，劉小麗在2016年10月12
日立法會宣誓時「加料」高呼「 推倒高
牆，自決自強」和龜速瀆誓，被法院裁
定違反宣誓及聲明條例而喪失議席。
判決其中一項重要理據，是劉小麗明
目張膽地作出違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
「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規定，是虛假
宣誓。

補選原議席應禁入閘
他們舉例稱，倘有足球員在足球場
上、眾目睽睽之下嚴重犯規，必然會被
球證舉紅牌驅逐離場。 在此情況下，
被驅逐的球員將不能繼續餘下的賽事。
今次 11 月補選原意就是填補劉小麗
所喪失的議員職位，若允許被DQ的她
在同一屆立法會報名參加補選，實在是
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
示威者又質疑，劉小麗企圖瞞騙選
舉事務主任，鬼鬼祟祟地刪除了所屬團
體「小麗民主教室」網站上展示多年的

「自決」政綱，內容包括「香港人有政
治自決的權利」、「主權在民」等，企
圖遮蓋「港獨」傾向，但她過去曾聯同
「香港眾志」發表聲明支持「港獨」，
提出「定必捍衛『香港獨立』作為港人
『自決前途』的選項」，「倡獨」證據
確鑿。因此，劉小麗應該與因「倡獨」
而被DQ參選資格的周庭一樣，同樣褫
奪其參選資格。

促嚴肅審視過去言行
示威者促請選舉主任以「聽其言，
觀其行」的原則，嚴肅審視劉小麗過去
向公眾所發佈的言論和行為，是否違反
基本法和支持「港獨自決」，並取消劉
小麗參加立法會九龍西補選的資格。

■「保衛香港運動」昨晨到九龍城政府合署示威，促請選舉主任取消劉小麗的參選資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已報名參選立法
會九龍西補選嘅老
馮（馮檢基），當
日解釋咁早報名係為咗可以用選舉條
例去規管惡意攻擊佢嘅不實言論，仲
叫大家見到失實抹黑可以 PM 佢，起
勢咁抹黑佢嘅反對派頓時有所收斂，
但又點會真係甘心？《蘋果日報》噚
日就刊登咗之前聲稱「參選咗唔可以
退選」嘅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嘅訪問，
梁家傑話「講事實就得」，但又質疑
老馮係搞「白色恐怖」喎。不過，
facebook 專頁「狙擊政棍小隊」就搵
返梁家傑當年選舉時都講過，對家講
嘅嘢最好有證據，暗示自己會出律師
信，真係好「白色恐怖」啊！
雖然老馮係想抵制啲失實聲明，但《蘋
果》個「李八方」專欄就問係咪成為候選
人就「唔鬧得」，梁家傑就話選舉「梗有
互相攻擊」，「講事實」、「有推論支
持」就得喎，仲話「絕對唔係樣樣嘢都唔
講得」。講得唔講得咁講嚟講去，其實都
係想大家繼續鬧老馮啫。



稱收集抹黑證據係「白色恐怖」
梁家傑又質疑老馮公開收集「黑材
料」嘅行為，係「搞白色恐怖，要人人
自危個個噤聲！」《蘋果》即刻補充話
「傑哥呢個評論都係根據事實作出，怕

且阿基唔會去報警」，唱晒雙簧。
呢個訪問呢，《蘋果》自己就冇擺上
fb 啦，不過喺佢個網站度都有 4 個留言
咁多，兩個鬧老馮唔應該參選，兩個鬧
《蘋果》同大台，真係平分秋色嘞。
「Eric Luk」就曲線揶揄︰「我們『泛
民』不攪（搞）『初選』，圍爐取小
麗、欽點Plan B李卓人，在（現）在已
經一錘定音！基哥你雖然札（扎）根深
水埗幾十年，但未得允許就自行參選，
就係界（）票，別忘記票是『泛民』
的！現在還公開收集『抹黑』材料，
『學老共搞白色恐怖』！真不應該！」
「Stephen Wong」 就 直 線 抽 擊 ︰
「『李八方』第一段都識引用馮檢基
講嘅係針對『失實聲明』，第二段就
歪曲馮唔俾人鬧。所謂『民主大台』
為左（咗）一個議席可以有幾卑
鄙？」
又睇吓專業狙擊「泛民」嘅人點講。
「狙擊政棍小隊」就出咗篇文狠批梁家傑
話︰「基哥只係警告啲抹黑佢嘅人收手都
唔得。梁家傑自己都識講只要『講事實就
得』，咁點解會搞到人人自危個個噤聲
呢？唔通佢都知而（）家班飯粉黃絲攻
擊基哥嘅言論好多都唔係基於事實？」

曾威脅出律師信警告謝偉俊
「小隊」又同大家考古搵證據，話2012

年的立法會選舉論壇度，謝偉俊曾經批評
公民黨慫恿市民打官司拖延港珠澳大橋工
程，梁家傑當時話：「唔係只得你一個律
師可以出律師信，剛才所說的事你最好有
證據顯示，唔係你就大件事。」
霸氣到咁，「小隊」都忍唔住話︰
「吓？搞白色恐怖呀？想個個噤聲呀？候
選人唔鬧得呀？自己做候選人嗰陣就保障
自己不被『抹黑』，但基哥就無免於被抹

黑嘅自由？民主喎，公義喎，呸！」
「小隊」仲燒埋劉小麗嗰疊話，劉
小麗兩年前狠批「簽確認書」嘅候選
人「無原則」，今次補選自己走去簽
就話要「保障選民」，同梁家傑一樣
咁「寬己嚴人」，再加埋「多重標
準」、「度己度人兩把尺」嘅標籤
（hashtag）。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反對派各大佬繼續「屈基」。圖為馮
檢基前晚到元州邨擺街站，但反應似乎
唔多好。

■梁家傑被「狙擊政棍小隊」考古，指
他曾於 2012 年的立法會選舉論壇上問
謝偉俊攞證據。
fb圖片

凱欣密密落區 堅持講到做到

話選舉實有「攻擊」 梁家傑煽續「屈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九龍西補選正式開跑，參選人之一、食物
及衛生局前政治助理陳凱欣密密落區向市
民直接解釋其政綱理念，除了走在街頭，
亦深入街市，與街坊交流。她強調，自己
是「講到、做到」的人。
阿欣在 facebook 發帖指，自己接觸到的
人都有同一期盼：「不願見到社會不停的
爭吵、幫到市民的政策沒有做到，結果鬧
完一輪停滯不前！市民要的是講到、做
到、見到的議員。」
不少網民留言讚阿欣落區聆聽街坊意
見做得好，「Lai Kan Ho」亦說︰「呀
（阿）
欣，要多聽市民心聲呀。 好似街市少
（小）販，佢哋學識唔高，搵食好艱難。
希望你為我地（ 哋）九龍西基層市民發
聲。」

■陳凱欣落區向市民解釋其政綱理念。

《蘋果》插老馮
「紅底」
唔提阿人收過
「黎水」

「教主」
被屈助𠝹票
揚言開街站
「玩人」
反對派用
嗱喳手段抹
黑老馮（馮
檢基），仲拉埋原本唔贊成
老馮參選、喺 2016 年手握九
龍西逾兩萬票嘅立法會前議
員黃毓民落水，話老馮背後
有「教主」黃毓民支持，搞
到「教主」都想玩返佢哋轉
頭。「神駒」仇思達前晚喺 fb
引述「教主」說話︰「如果
你（李卓人）呢個×樣去
選，我就一定開街站㗎！我
就動員返，喂，閒閒哋開四
五十個街站㗎喇真係！」似
乎想齊齊大搞負面宣傳，唔
少網民對此表示支持，期待
見到「教主」倒「你呃人
（李卓人）」米。
點解突然會激嬲「教主」
呢？網民「Milk Tea」就跟到
好貼啦︰「今次係肥佬黎（壹
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自己挑毓
民機先。 毓民已經講過好多次
佢係唔支持馮檢基去補選，只
不過係要捍衛任何人的被選舉
權。肥佬黎動員佢所有影響的
媒體去老屈毓民支持馮檢基，
仲要賤格都（到）喺A1頭條新
聞內登出。 語帶相關講背後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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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殊不簡單。」

網民high爆勁期待
有見「教主」諗住出嚟開街
站玩嘢，唔少人都表示支持。
「Stanley Fever Lee」 話 ︰
「今次如果開街站，一定盡力
幫 手 ！ 」 「Terry Chan」 笑
言︰「正呀喂！從來開街站係
為咗選嘅人拉票，未見過有人
開街站係幫後（候）選人倒
米……」上次參加過九龍西補
選嘅蔡東洲亦留言話︰「係就
好，我拎定枝（支）大聲公，
晚晚去美孚新邨開咪聲討李卓
人，聲討民主霸權。」
仲有網民獻計講點樣數臭
「你呃人」。「Victor Ckh」
話︰「淨係講佢支持修改《議
事規則》，將驅逐行為不檢議
員嘅權力擴大到事務委員會主
席上，限制立法會議員嘅言論
自由，加上播埋『教主』7 年
前立法會段片，都可以播足半
日。」唔知係咪覺得今次反對
派有意參選嘅人都太不堪，
「Chau Kimmins」 進 一 步
話︰「唔好迫毓民出山，真系
（係）贏埋都仲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反對派的馮檢基一正式
報名參選立法會九龍西補
選，立即被反對派媒體以
起底報道「招呼」，稱他以「友情價」租用
「左派商人」的物業，大批反對派更暗示、
明示馮檢基「收咗錢」。不過，所謂收錢指
控目前無證無據，反而經常與馮檢基作比較
的 Plan B 李卓人，就曾被揭發收壹傳媒創辦
人黎智英的錢，更曾因此被立法會議員個人
利益監察委員會調查，惟最終獲反對派議員
「放生」。時任立法會議員的李卓人分別在
2013年10月及2014年4月，以個人名義先後
收取黎智英50萬元和100萬元兩筆「捐款」，
但李卓人未按立法會《議事規則》作出申報，
事件被踢爆後即引起「黑金」疑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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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水後為《蘋果》發聲
根據立法會會議記錄，李卓人收款 50 萬元
後，在 2014 年 1 月 22 日立法會辯論由公民黨
黨魁梁家傑提出的「捍衛新聞自由」動議
時，曾不點名提及「特首梁振英被指向渣打
銀行施壓，以換取渣打不向黎智英旗下的
《蘋果日報》落廣告」的傳聞，其間沒有申
報曾收取黎智英的錢。
2014 年 12 月 3 日，在違法「佔領」行動結
束前夕，黎智英接受網台訪問時，向同場的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和前議員李永達自
爆，自己「捐款」後會提出很多「意見」，
黎智英一度被外界追問內情。

當時已前後收受黎智英150萬元的李卓人，
翌日即護主稱，「佢有冇捐錢都有打電話（畀
我）㗎啦，有喺『民主』運動上畀『意
見』。」至於黎給過他什麼「意見」，他則耍
手擰頭推說：「唔講喇！」

「袋住先」逾9個月被踢爆
有關「黑金」疑雲曝光後，李卓人才承認
有收取有關「捐款」，當中有 50 萬元更「存
放在」其個人戶口，但聲稱該筆款項是用於
工黨，惟他在有關款項已「存放在」自己戶
口逾 9 個月、事件被揭發後數日，才過數至
工黨賬戶。
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其後調查
事件，然而事件尚未調查完畢，李卓人一手
創辦及控制的職工盟，又被踢爆在過去 20 年
來，一直接受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資助，
歷年數額高達 1,300 萬元。職工盟不僅接受
美方資助，而且定期向美方報告香港的事務
和匯報該組織的工作情況，被指是美國有關
勢力通過金錢資助來操控香港事務的其中一
項鐵證。
雖然收錢證據確鑿，事件疑點重重，但立
法會的有關調查，當時在建制派 3 票支持和
與反對派 3 票反對下，變成「投訴不成
立」，當年被社會各界批評放生「黑金」問
題的時任反對派議員分別為民主黨劉慧卿、
「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和公民黨郭榮鏗。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陳凱欣深入街市爭取街坊支持。

邀容永祺陳東岳教灣區掘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參加立法會九龍西
補選的食物及衛生局前政治助理陳凱欣，找來全國政
協委員、專資會創會會長容永祺及香港專業人士協會
常務副主席陳東岳，在facebook做直播探討粵港澳大
灣區的機遇。
陳凱欣在facebook表示，隨着高鐵通車，港人在大
灣區內發展應該更為便捷，但不少人對於在內地生
活、工作、發展等細節仍有很多疑問，例如是稅務、
置業等，故邀請來自保險界的容永祺及本身是測量師
的陳東岳，一起探討大灣區的挑戰與機遇。
容永祺表示，大灣區是國家重要戰略，與「一帶一
路」及人民幣國際化並列，相信中央會做好政策及配
套等，令各有特點的9個內地城市及兩個特區都可能
協調得宜。
陳東岳認為，國家發展有 3 個主軸，包括渤海、
長江三角洲及大灣區所在的珠江三角洲，由於珠三
角有香港及澳門兩個特區，在與國際接軌方面會比
前兩者優勝。
陳凱欣在總結時強調：
「既然大灣區機遇那麼大，我
們就應該聽一聽、看一看，裝備好自己，探討究竟怎
樣利用好這個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