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

中三丑」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及

另外6人被控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等

罪的案件，將於下周一開庭審議。連日

來，外部勢力小動作不斷，企圖向特區

政府以至司法機構施壓。「國際第三部

門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ird-sector Research, ISTR）近日

去信特首林鄭月娥，要求特區政府撤回

對該會秘書陳健民的檢控。多名政界中

人批評，「佔中」主事人曾聲言要「公

民抗命」，就要承擔所有法律責任，但

當他們真正受到檢控時，就用盡各種方

式歪曲事實，甚至利用外部勢力，向特

區政府以至司法機構施壓，實視法律如

無物。

外力美化煽「佔」促放生
政界批陳健民圖走數

繼國際特赦組織要求特區政府取消對
「佔中三丑」的檢控後，自稱由過千

學者組成的「國際第三部門研究學會」，亦
發信稱「三丑」之一的陳健民多年來「致力
以和平手段爭取基本法賦予港人的普選權利
及言論自由」，而其對於公民社會的研究亦
在整個學術界「得到國際廣泛認可」，並要
求特區府撤回對陳健民的檢控。

連爆暴力衝突難辭其咎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指出，陳健民絕非如「國際第
三部門研究學會」在信中所聲稱的、以
「和平手段爭取基本法賦予港人的普選權
利以及言論自由」。在「佔領」期間爆發
過多次暴力衝突，並不和平，而陳健民身
為搞手之一，實難辭其咎。該會的說法明
顯是在歪曲事實。
她並批評，陳健民鼓吹「違法達義」的

歪論，煽動青年人參與違法「佔中」，被
特區政府依法落案起訴，是合法合理、無
可厚非的。這些外國的組織，實無權對香

港內部事務指指點點，更不應罔顧香港的
法律以至司法程序，試圖損害香港的法治
精神。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批評，陳健民

鼓動他人參與「佔中」時，口口聲聲稱
「佔」後一定會「找數」，但現在正式被
律政司落案檢控時，就不斷找藉口甚至找
外國勢力「撐腰」，向特區政府和司法制
度施壓。
他強調，陳健民是次被檢控與學術完全無

關，而任何人一旦違法，無論是什麼身份都
不應當獲得優待。他呼籲特區政府及司法機
構不能因外國勢力介入而屈服，還「佔中」
受害者一個公道。

倘自覺「無辜」更應審訊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強調，特區政府

檢控陳健民是合情合理的。「佔領」撕裂
香港社會，嚴重影響香港社會的運作，製
造矛盾對立，明顯是違法行為。如果陳健
民沒有違法，是「無辜」的，就更應該經
過法院審理及作出判決，屆時定可「還他

清白」。
他指出，香港成功之道在於法治，倘政

府有法不依，輕輕放過涉嫌搞手，肯定非
香港市民所樂見的，更會破壞香港的核心
價值，而任何干預法治行為都是破壞香港
價值，削弱競爭力的行為。

在一個立
法會九龍西
補 選 論 壇
上，獲傳統
反對派各大
佬「欽點」

的工黨李卓人，再度成為眾人攻
擊的目標。論壇主持就重提他收
取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150萬元
「捐款」的「黑金疑雲」一事，
質疑他聲稱要以有關「捐款」去
成立的社企並不曾成立，又涉嫌
挪用支援海麗邨清潔工罷工的捐
款作其他用途等。對於這些指
控，李卓人均未有正面回應。不
少網友批評李卓人出賣工人，更
涉嫌「監守自盜」，沒有資格當
議員。
有線電視前日舉行立法會九龍
西補選論壇，候選人陳凱欣、李
卓人、馮檢基、伍廸希及曾麗文
均有出席。論壇上，馮檢基繼續
就主流反對派放棄「初選」制度
一事狙擊李卓人，批評「非建制
派」放棄民主，選用「協商欽
點」方式派李卓人出選「PlanB」，
更直言反對派倘在是次補選中落
敗，他們需負上最大責任。

收50萬「搞社企」零運作
論壇主持更重提李卓人以個人
名義收取黎智英 150 萬元「捐
款」，而未有作出申報的「黑金
疑雲」一事，指他當時曾承諾將
50萬元成立社企「綠色公社」，
但經翻查後發現「綠色公社」至
今仍未有任何運作，並質疑該
「社企」只是純粹用作收取捐款
之用。
李卓人在回應時辯稱，在是次
事件發生後，「綠色公社」於銀
行開戶變得困難，只能透過其他
組織的名義工作，但就未有正面

回應「綠色公社」成立的實際意
義及至今做過什麼。

海麗工潮籌款入其他戶口
主持人又提到今年1月發生的海

麗邨清潔工罷工一事，指李卓人
所屬的職工盟亦曾為此發起籌
款，呼籲市民捐款至某個戶口，
更稱該戶口是「勞工權益基
金」，但經翻查後發現真正的勞
工權益基金的戶口賬號並非如
此，並質問李卓人為何「數口咁
混亂」、「戶口唔清楚」。
主持人再追問有關籌款的目

的，指職工盟當時聲稱捐款會用
作支援清潔工人，但盈餘的20多
萬卻用作支持日後的「工運」，
而並非全數用於有關罷工活動
上。
李卓人未有詳細解釋賬目混亂

一事，僅聲稱因為當時「好急」
才會令戶口變得混亂。至於捐款
的用途，他聲言有關捐款只是對
清潔工的「津貼」，又稱海麗邨
清潔工同意將盈餘全數用作日後
工運的資金云云。
不少網民都不接受李卓人解

釋，並批評他「出賣工人」。
「Suet Yee Ho」說：「清潔工人
都比（俾）佢呃左（咗），用工
人名義籌款，但籌到28萬（元）
捐款並非全數比（畀）工人，總
數只付了5萬（元）左右，其他
（款項）美其名留『下次抗爭』
用，卻是袋袋平安。」

網民質疑涉「監守自盜」
「Olivi Zha」更質疑李卓人：

「自己穿櫃桶底，監守自盜！」
「Man Yeung」指：「『李呃
人』知法犯法，一錯再錯，死不
悔改，點可以做議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被翻「黑金」混賬 李卓人遊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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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外國記者
會（FCC）第一副主
席、《金融時報》亞洲
新聞編輯馬凱（Victor
Mallet） 被 拒 進 入 香
港，FCC 17名前主席
聯署去信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要求她澄清政府
是否仍然視FCC為一個
「中立團體」。林鄭月
娥昨日表示，她尊重外
國記者會在香港的運
作，但尊重是相對的，
「我們希望外國記者在
香港的運作既是可以遵
從香港的法規。」
林鄭月娥昨日在回應

馬凱被拒進入香港一事
時重申，特區政府不會
公開評論某一宗個案，
「但可以很肯定地向大
家說，每一個入境個案
都是按着香港法例，按
着我們的政策，按着個
案的特殊性質來作出決
定。」

就FCC前主席的聯署信，林鄭
月娥直言，是否「中立團體」不是
特首為某一個機構定性的，但重申
特區政府歡迎和尊重外國記者會在
香港的運作，而當年她就有份支持
將該會的現址租給FCC，「但是
這個尊重是要相對的，我們希望外
國記者在香港的運作既是可以遵從
香港的法規，亦都享有他們的採訪
自由，所以並不存在它是中性還是
非中性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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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立法會
九龍西補選候選人陳凱欣近日繼續連跑
多區，先後到深水埗、長沙灣及何文田
多個定點拉票。前晚，她到深水埗富昌
邨舉行集氣會，獲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
高永文，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區
議員梁文廣以及其他地區領袖為她站
台。
陳凱欣形容，富昌邨充滿人情味，充

滿很多回憶，又感慨每次來到也很掛念
一位已離世的摯友。雖然身邊少了那位
朋友，但卻多了一班兄弟姊妹，她感恩
有他們在背後一直支持着自己，讓她可
以繼續跑下去。
昨晨，陳凱欣就到深水埗海麗邨爭取

街坊的支持。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
舜、社區幹事吳婉秋都到場打氣。
他們一同與晨運、返工、上學的朋友

見面。
她還分享了一件窩心的小甜事。她

說，自己在酒樓見街坊期間，一位女食
客向她遞上一張點心紙，發現原來紙後
寫上「一定支持」，認為小小心意包含
着莫大動力，讓她十分感動。
隨後，陳凱欣又到何文田的愛民邨及

俊民苑舉行集氣會，鄭泳舜繼續「落
場」，而多名區議員及地區領袖都為她
站台。有街坊一見到她就大讚她勤力落
區，「最勤力是陳凱欣！區區都見到
你！」
陳凱欣回應說，自己盡力跑，就是希

望接觸更多市民，爭取更多支持。她指
每多一位市民認同她，就會推動她跑得
更前更快，又感謝大家這麼有愛的鼓
勵。她相信有各位支持者在她的背後，
一定能讓她全力應戰。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柯創盛（柯仔）昨日
為陳凱欣拍片打氣，

大讚她很願意與青年人同行，是個很有
抱負和熱誠的人。
陳凱欣昨日在facebook分享柯創盛為

她打氣的短片。柯創盛說，自己過去因
青年工作認識陳凱欣，指對方讓他印象
最深刻的，就是很願意與青年人同行。
他憶述，某次陳凱欣與一群年輕人籌備
活動時，她很願意讓年輕人發表意見，

到最後又能很有條理和統籌能力地把問
題總結起來。
令他更難忘的是，當時有位年輕人曾
向陳凱欣表示想參與不同類型的敬老活
動，陳凱欣其後就立即和他到院舍探訪
獨居長者。在這過程中，柯創盛感受到
陳凱欣很有抱負、很有熱誠，更是一個
很願意協助青年人參與社區的人，故自
己對她全力支持，並呼籲大家11月25
日支持陳凱欣。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柯仔讚欣願與青年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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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在前晚的立
法會九龍西補選論壇上，候選人陳凱欣多番
批評另一候選人李卓人，包括指他的助選團
成員在黃埔侮辱市民，李卻屢次稱要「譴責
選舉暴力」是雙重標準。李卓人則質疑陳凱
欣在擔任食物及衛生局政治助理時未能解決
醫院輪候時間過長的問題，她回應指在任內
曾積極嘗試解決有關問題，故推動醫生註冊
修訂條例草案，惟有關議案被李卓人在內的
反對派拉布，現今被李卓人反指她辦事沒有
成效，令她感到遺憾。
陳凱欣在論壇中提到李卓人的助選團成員
在黃埔侮辱長者、婦人及的士司機，並批評
李卓人的助選人員對黃埔居民造成滋擾，及
對她助選團成員的不尊重。
她並即場取出有關片段的截圖，指其中清
楚顯示前來搗亂者均身穿李卓人團隊的制

服，而李卓人曾在媒體上多次聲言自己「譴
責選舉暴力」，對有關搗亂事件卻隻字不
提，質疑他是否雙重標準。
李卓人雖有對上述事件「致歉」，惟他隨即

稱自己的宣傳物件亦遭到破壞，在無證據下暗
示是陳凱欣的助選團所為，圖轉移視線。
陳凱欣直言，李卓人可向執法部門舉報事

件，並反問他有無任何證據證實有關破壞行
為出自她的助選團。
李卓人其後試圖反擊，稱九龍西公立醫院

專科的輪候時間長達兩年，質疑陳凱欣在擔
任食衛局政助時未能解決問題。

欣遺憾醫療改革被拉布
陳凱欣則回應說，這情況並非第一日發生

的，而她在任時也曾積極嘗試解決有關問
題，如推出公私營協作模式，同時要求財政

司司長撥款100億元基金。
她解釋，公立醫院很難在短時間內就能增

加人手，故她在任期內曾提出醫生註冊修訂
條例草案，延長有限度註冊醫生的來港執業
年期至最多3年，從而減輕人手不足的問
題，惟有關議案被李卓人在內的反對派拉
布，直至2017年時草案才得以通過。她對現
時李卓人反指她辦事沒有成效感到遺憾。
陳凱欣又批評李卓人捐款「袋住先」，立

場行先，為反而反，包括他最近大力反對
「明日大嶼」填海計劃，並直指九龍西有許
多土地都是透過填海而來，其中甚至包括李
卓人所住的地方。
她同意在填海的成本上仍有商榷的空間，

但反對派一味抹黑計劃只會扼殺填海的可能
性，令下一代沒有地方住，並反問李卓人：
「點同班劏房戶交代？」

口講譴責暴力 實縱容助選團辱對手

勤力落區爭支持
街坊讚「區區見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李卓人繼續當交
通條例無到。他昨日在fb上載自己乘坐開篷車遊街
的照片（上圖），但照片中不見他有佩戴安全帶，
而他沿途亦多次站立叫咪。有法律界人士認為，李
卓人有可能已違反道路交通條例，並質疑他帶頭違
反香港最基本的交通安全法例，將帶來十分壞的影
響，更令人質疑他擔任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表

示，根據香港法律第三百七十四F章《道路交通
（安全裝備）規則》第七條，私家車司機及乘客
均須配用安全帶，其中第七B條清楚指出，私家
車、的士及公共小巴後排座位的乘客須配用安全
帶，而照片中的李卓人似乎沒有佩戴安全帶，已
有可能違反了法例。
他指出，很多宗交通意外都是因為乘客並無佩

戴安全帶而造成嚴重傷亡。李卓人似乎連最基本
的交通安全知識也沒有，將帶來十分壞的影響。

站私家車邊行邊嗌咪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博士傅健慈批評，從照片中可見，李卓人站
立在一部正在行駛的開篷私家車，蓄意露出整個

人揸咪博宣傳，不但罔顧自己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更可能會造成交通意外，並涉嫌違反香港法例第三百七十
四F章《道路交通（安全裝備）規例》第七條，一經定罪
可判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3個月。
他認為，李卓人及其助選團隊多次違反交通規則，可謂
「視法律如無物」，且就連基本和簡單的交通法例也拒絕
遵守，不禁令人質疑他是否適合擔任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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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食客在點心紙寫上「一定支
持」，送給陳凱欣。 陳凱欣fb圖片

■陳凱欣昨日到海麗邨向街坊打招呼。 陳凱欣fb圖片

■小朋友在富昌邨集氣會上與陳凱欣擊
掌。 陳凱欣fb圖片

■陳健民在fb分享ISTR為其撐腰的新聞。
陳健民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