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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九龍西補選候選人、工黨的李卓人（李呃人）

在2011年因支持住滿7年的外傭取得居港權，更因而在

當年的區選中落敗。不過，政客就是面皮夠厚，他日前

在選舉論壇上被質問時就否認支持外傭居港權，並大玩

語言偽術稱當時只是支持外傭「有權」提出司法覆核。

不過，有網民就回帶，李卓人的職工盟當年曾與多個團體聯署聲援外傭爭

取居留權。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批評，李卓人做得出但又怕認，為了選舉

不惜大話連篇，打倒昨日之我，反覆無常、誠信成疑，無資格擔任立法會

議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唔認撐外傭居港權
「李呃人」又呃人

網民篤爆李呃人
King To Leung：支持外傭提出司法覆
核唔通支持佢輸咩！

Milk Tea：李生咁大個人，做左（咗）
咪認囉。而（）家互聯網資訊咁發
達，容嗎（乜）易搵返D（啲）舊新聞
啫。

Leo Leung：敢做唔敢認，可恥！

Sunny Yue：李卓人講大話有乜咁出
奇？

Eric Luk：人哥狂呼誓要為工友取消強
積金對沖遣散費機制。佢老×自己
2012年辭退3名議員辦事處職員時，就
採用「強積金對沖遣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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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西補選各候選人日前出席了有線電視
的選舉論壇。其間，同屬反對派的馮

檢基質問李卓人此前曾支持住滿7年的外傭
取得居港權，惟李卓人立即否認，聲言自
己當時只是支持外傭「有權」提出司法覆
核，而非支持外傭可獲得居留權，反稱馮
檢基「冤枉」他︰「我都無爭取過，你做
咩要屈人，點解你搞搞吓要屈人！」

「神駒」回帶揭李曾聯署爭取
「神駒」仇思達就幫李卓人回帶，並引
用2011年8月16日的報章報道：「香港天
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香港基督徒學會、
民陣、學聯、社民連、職工盟及公民起動
等37個團體，昨召開記者會及發表聯署
信，聲援外傭以合法方式爭取在港居留的
平等權利。」他批評當時任職工盟秘書長
的李卓人，是在赤裸裸地講大話：「職工
盟是支持外傭居港權，好醜咩？」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發現職工盟
多名組織幹事，包括葉沛渝、何偉航等當
年均簽署了支持外籍家庭傭工合法爭取申
請居港權的聯署聲明。在立法會辯論反對

外傭有居港權動議時，時為立法會議員的
李卓人，亦與其他反對派議員投票反對，
令議案未獲通過。
當年的報章報道，以「支持外傭爭取居
留權的職工盟李卓人」來稱呼他，當時並
不見李卓人有何異議。而他在報道中，就
為自己的主張辯護稱，「根據現有法例，
外傭不如外界想像般容易得到居留權，只
是政府及某些政黨把問題撕裂……」

陳克勤：科技發達 難掩舊史
曾就外傭居留權在立法會與反對派激辯

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昨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形容，李卓人是「衰咗
唔認數」。
他指出，香港法例規定，外傭即使留港
工作的時間多長，也不能獲得居留權，但
李卓人等當年懶理法律規定，高喊口號，
以攻擊特區政府為大前提，完全不理港人
的褔祉和社會的承擔能力，要支持外傭有
居港權。
陳克勤批評，李卓人過去高調支持外傭
有居港權，現在被選舉對手「踢爆」，擔

心影響勝算就突然打倒昨日之我，「擘大
眼講大話」，試圖蒙混過關。不過，現在
科技發達，這是不可能掩飾得來的。

陳恒鑌：自相矛盾 徒添爭端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亦批評李卓人

敢做唔敢認，質疑其言論自相矛盾，「係
咪佢作為職工盟領導，唔代表職工盟？定
係好事先代表職工盟，衰嘢就割席？」
他批評，李卓人只懂「食政治老本」，
選舉無政綱，不懂地區事務，只識製造矛
盾，歪曲事實抹黑對手，挑起問題就鬧，
卻不懂提出具建設性意見，是一個不值得
尊重的對手，更令人擔心的是，李卓人一
旦當選，會繼續反覆無常，只懂製造政治
矛盾，而非真正為市民尋求福祉。

郭偉強：被揭瘡疤 自作自受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法律已

規定外傭沒有香港的居留權，但反對派當
年就挑起事端。在備受社會各界批評後，
反對派雖已「知衰」，但就以為閉口不再
提，市民就會忘記，今次在選舉論壇上被

揭瘡疤，可說是自作自受。
立法會九龍西補選其他候選人還包括陳

凱欣、伍廸希、曾麗文。 李卓人
突然以今
日之我打

倒昨日之我，話自己唔係支持
外傭有居港權，而係外傭「有
權」就居港權問題司法覆核。
呢啲咁嘅語言偽術，就連幫緊
佢助選嘅「自己人」都感到不
滿。
社民連成員周諾恆就喺 fb發

帖，話「堅決支持外藉（籍）家
務工以至其他外藉（籍）勞工在
香港工作滿七年，就有居港權。
而不是只支持佢地（哋）有權打
司法覆核官司但是反對佢地
（哋）有居港權」，擺明係潤李
卓人。
「Edward Wong」就留言揶

揄：「『支持佢地（哋）有權打
司法覆核官司但是反對佢地
（ 哋 ） 有 居 港 權 』 係 咩 玩
法……」■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李 卓 人
的助選團

可以無視法紀到什麼地步？恐怕係無
極限嘅。網上近日流傳一張照片，顯
示李卓人助選團在一個已標明嚴禁張
貼海報的地方，明目張膽地貼滿了李
卓人的選舉宣傳海報，真係人不要臉
天下無敵。

為咗谷人「含淚投
票」畀欽點嘅工黨李卓
人，其他反對派大佬頻

頻出言「恐嚇」，例如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就又再
sell話要喺分組點票時保住直選議席均勢嘅「關
鍵一席」，如果佢輸咗，特區政府就可以「夾
硬」喺立法會通過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之類。
查實，二十三條之類嘅政府法案唔需要分組點
票，只要全體議員大多數支持就可以過到，所以
根本就係誤導，但講返轉頭，反對派成班立法會
議員成日缺席投票，就算畀你入到去，咪一樣咩
都保唔到？又何必呃自己支持者呢？

搞錯議規 搶席無阻政府法案
話說梁家傑幫李卓人助選團隊做咗個專訪，
話「如果這次我們勝選，還可以先奪回直選議
席中17對17的均勢，阻止保皇黨修改議事規
則；但萬一不幸輸了，則保皇黨就能為所欲為
要民主派噤聲，廿三條、國歌法，話過就過，
如入無人之境」喎。喂阿哥，呢啲政府法案，
係唔使分組投票嗰噃，咁分明係誤導人嘅啫！
「人民力量」前主席袁彌明個老公林雨陽就
以上周立法會表決施政報告致謝動議投票時，
有幾個反對派議員竟然冇投票，留言挑機：
「仲有咩關鍵一席可言呢！琴（前）日陳淑莊
都走咗去冇投票 ~」
李卓人支持者董紹興就質疑林雨陽誤導：

「如果陳淑莊投埋票只係17對16，如果李卓
人入到去就17對 17，所以絕對有關鍵一度
（席）之說！」林雨陽就寸佢：「李卓人入到
去，陳淑莊唔投票，結果都係17:16。simple
math.『泛民』唔出席根本沒有『關鍵』。」
中文大學「獨」講師劉正亦喺佢fb專頁發

帖，其中引用當日投票時缺席嘅莫乃光，向傳
媒解釋時話自己當日之所以早走，係因為嗰晚
要食瀉藥，第二日去照胃鏡，仲話「反正我嗰
一票影響唔倒（到）投票結果啦」。

「飯」民屢缺席「獨」師批嘥氣
劉正就開火：「你夠膽咁講就無問題勒

（嘞）！之前李卓人同班飯民大台開口埋口話
咩『關鍵一席』，尹兆堅講乜×嘢『民主派多
一席少一席響抗爭方面爭好遠』，乜原本
（來）去到最尾自己決定唔開會嘅時候，個答
案竟然會係『反正我果（嗰）一票影響唔倒
（到）投票結果啦。』你叫成班黃屍情何以
堪？」
佢仲話，更衰格嘅係公民黨郭榮鏗同陳淑莊

同樣缺席投票，但連一個解釋都「無需要」，
「我就係擺明唔投班黃屍都照支持我，吹
咩！……然後你個飯民大台連自己果（嗰）班
議員都管束唔倒（到），仲好意思反過黎
（嚟）迫選民支持你地（哋）？有咩資格呀你
班垃圾！我又再三問多幾次，今次選舉，仲有

乜嘢原因一定要投李卓人？」
佢仲摷埋立法會11月2日嘅財委會會議，討

論申請加開兩個首長級常額職位、調配3個首
長級職位去做東大嶼填海研究，「竟然有11位
飯民垃圾會議員，亦即涂謹申尹兆堅林卓廷郭
家麒郭榮鏗譚文豪張超雄梁耀忠梁繼昌葉建源
李國麟缺席投票！」
劉正狠批，「你班政棍將反對東大嶼填海計
劃講到天咁高，點解都可以響11月2日政府響
財委會提出嘅試探性撥款上面，戰線全面潰
散？喂而（）家唔係講緊一個半個缺席投票
咁簡單，而係民主黨有3個、公民黨又有3
個，專業議政有4個，然後連工黨街工全部有
份！」
佢話，「關鍵一席」有一個「好重要嘅概
念」，「就係唔係你飯民黃屍、甚或你李卓
人自己話係就係，而係要所有飯民主派都有
自覺自己係『關鍵一席』咁先有意思；只要
有一個覺得唔係，都唔好講咩抗爭，咁就算
你點樣努力響議會度開會投票，你果（嗰）
席永遠都唔會係『關鍵』。……又先唔好講
李卓人呢條老屎忽本身都前科累累（纍
纍），又支持港珠澳大橋撥款又支持修改議
事規則，就算當佢今時今日洗心革面（其實
好難），你班『隊友』全面放pair（放軟手
腳）之下，選多個李卓人入去又有咩分
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立法會九龍西補選的選戰
進入倒數階段，候選人更加爭
分奪秒接觸市民。九西補選候
選人、食物及衛生局前政治助
理陳凱欣繼前晚到6個地方宣
傳，昨日一早又再出動，先後
到油麻地、渡船角、太子向街
坊講早晨，宣傳自己的理念，
更獲香港醫院管理局前主席胡
定旭及行政會議成員、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葉國謙到場陪同拉票。
陳凱欣前晚已突破紀錄，由愛民

邨轉往尖沙咀，再一次過遊走荔枝
角北、寶麗、蘇屋及李鄭屋邨，昨
日早上她又一早出動，9時多已在
facebook上載自己的街站相片，先到
油麻地與街坊打招呼，並獲前輩葉
國謙特別到場支持，陳凱欣對此表
示驚喜，並說︰「回想過去一段在
政府工作的日子，感恩謙哥的提

點，令阿欣獲益良多。謝謝謙哥及
其他永不言攰的兄弟姊妹。」
其後，陳凱欣又轉往渡船角及太

子擺街站，並獲胡定旭陪同打氣。
陳凱欣說︰「早站驚喜浪接浪！我
一位好重要的人生導師胡定旭先
生，特別前來陪我跑早站，而且非
常落力派發單張及呼籲街坊投票。
阿欣記得你的囑咐及提點，同時感
激各區兄弟及義工繼續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
法會九龍西補選候選人陳凱欣獲政
界重量級人馬支持。民建聯主席、
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近日亮相陳凱欣
的拉票短片，大讚陳年輕、有活
力、有幹勁，相信她會全心全意為
市民服務。她會全力支持陳凱欣，
並懇請大家11月25日全家總動員支
持陳凱欣。
陳凱欣昨日一早在facebook發佈李

慧琼支持她的短片。李慧琼表示，
陳凱欣曾擔任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
高永文的政治助理，非常掌握政府
政策，加上她十多年從事傳媒行業
的經驗，認為她分析力強，看事物
的眼光獨到。
她認為，更重要是陳凱欣是真

誠、肯做事、認真的年輕人，「現

今香港社會肯做事、不搞事，非常
難得。」因此，她呼籲大家11月25
日投陳凱欣一票。

陳健波讚熟醫療政策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保險界

議員陳健波近日亦為陳凱欣拍片。
陳健波表示，他認識了陳凱欣幾
年，看到她對醫療政策非常了解，
有心有力。他認為，立法會需要一
些年輕、有能力的人進入議會。
「大家選陳凱欣，也是為自己、

為香港，因為她熟悉醫療政策，相
信可令香港政府的醫療政策更
好。」他強調，選有能力的人入議
會非常重要，大家應選擇真心為
港、真正努力做事的人，而非選一
些將錢「袋住先」的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立法會九
龍西補選候選人、工黨李卓人助選的「人民力
量」副主席「快必」譚得志等，出言侮辱女性
和的士司機。有民間團體昨日到平等機會委員
會投訴，並強烈要求平機會主席陳章明調查譚
得志等人的歧視言行，並依據《性別歧視條

例》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處
理有關的性騷擾及中傷行為，為
受到歧視的受屈者討回公道。
為李卓人拉票的譚得志，早前

故意挑釁另一候選人陳凱欣的助
選團。他不但到陳凱欣石硤尾街
站「踩場」，更誣衊和奚落其團
隊女性助選義工是「黑工」，侮
辱她們道：「快啲跳大媽舞」，
甚至迫近一名助選的女長者說︰
「姨媽又係媽，大媽又係媽，你
仲有冇大姨媽呀？」

譚得志早前在黃埔拉票的時候，亦因為有的
士司機說了兩句不同意見，就辱罵對方「的士
佬」、「揸死一世的士」云云。
兩件事件引起了社會公憤。27個婦女團體日
前發表聲明，批評李卓人的助選團以歧視性的
言語侮辱甚至以暴力圍堵女義工，卑劣地擾亂

選舉秩序，及試圖打壓和影響婦女的民主參
與；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亦發表聲明，強烈譴
責譚得志抹黑詆毀每天辛勞地為香港作出貢獻
的前線的士司機。
民間團體「新年代」一行20人昨日到平機會

投訴，並強烈譴責譚得志辱罵婦女和的士司
機。「新年代」批評，譚得志卑鄙下流，以婦
女生理周期作一些猥瑣的嘲諷，更以歧視言語
侮辱甚至以暴力圍堵女性候選人和義工，阻攔
和產生不恰當的肢體碰撞，嚴重擾亂選舉秩
序，令受辱者驚慌哭泣，身心靈受到無情的傷
害。

促平機會譴責懲罰
「新年代」要求陳章明根據法例授予的權

力，主動調查譚得志等人的歧視行為，並根據
《性別歧視條例》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盡快及盡力將譚得志等人的性騷擾及中傷行為
作出最強烈的譴責和懲罰，為歧視的受屈者討
回公道。

■李慧琼（左圖）和陳健波（右圖）分別為陳凱欣拍片打氣。 短片截圖

「袋巾」靠嚇sell「關鍵」呃黃屍醜態現

慧琼撐凱欣 真誠做實事

辱女性中傷的哥「新年代」促查快必

凱欣得道多助 前輩街站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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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代」促平機會調查譚得志。 受訪者供圖

■陳克勤 資料圖片

■葉國謙（右二）等前輩為陳凱欣打氣。

■陳恒鑌 資料圖片 ■郭偉強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