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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鴿退黨數臭林卓廷

料仲有十多人「離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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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東鴿內訌事件簿

日期

事件

2016年

林卓廷在時任黨主席劉慧卿手上接
棒，代表該黨在新東排頭位出選立
法會。早年隨劉慧卿從「前綫」加
入該黨的丁仕元及區鎮樺不滿，後
者更一度傳出拒絕為林卓廷拉票

2016年

身為民主黨新界東「樁腳」之一的
區鎮樺，在立法會選舉時有意代表
該黨出選新界東，惟在黨內「初
選」中不敵林卓廷

2017年
1月

丁仕元在 fb 發帖：「真好笑！我
只是在區內與貪污顧問開戰而已，
現在竟被人扣我分裂民主黨的帽
子。呢頂帽我一定不會接受！」林
卓廷其後發公開信，指丁仕元發放
「誹謗訊息」

2017年
中旬

林卓廷在新東支部針對黨內「前綫
系」，包括慫恿原屬港島支部的莊
榮輝及冼卓嵐等「過海」至新東落
區，試圖「溝淡」「前綫系」勢力

2017年
9月

北區區議員的陳旭明表態有意參加
「3．11」補選，被指是林卓廷用
作「頂死」當時同樣有意參選、獲
民主黨地區「樁腳」推舉的區鎮
樺

2018年
8月

林卓廷支持的莊榮輝有意在將軍澳
都善選區，與由柯耀林任主席的
「將軍澳民生關注組」撞區。「將
關組」發聲明，不點名批評「以不
道德的手段脅迫」該組，及「提供
於選區工作的虛假證據以誤導任何
人進行錯誤的決定」

2018年
9月

民主黨通過將「將關組」列為「參
政團體」，迫柯耀林一是退出「將
關組」，一是退出民主黨

2018年
10月

柯耀林在「將關組」記者會上稱莊
榮輝及林卓廷在該黨會議上語帶恐
嚇，聲稱要「擺把刀落你哋條頸
度」

2018年
11月

民主黨新界東支部改選，林卓廷系
統大勝，成為支部主要勢力，觸發
「前綫系」更大不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爆發退黨
潮，59 名黨員昨日宣佈退黨，包括新界東的 5 名區
議員，和現任或曾任社區主任、參選過的黨員。他
們狠批民主黨立法會新界東議員林卓廷在新界東隻
手遮天、專橫霸道、人格卑劣、黨同伐異，毫無政
治道德，新界東支部發生的每件事的根源，「都係
因林卓廷而起。」他們指曾多次向民主黨中央反映
林卓廷的問題，但未獲妥善處理。據透露，稍後還
會有十多人分別退黨，即最終退黨人數可能達到 70
人。

■民主黨59名黨員宣佈退黨，在記者會上鬧爆林卓廷。

新界東5名區議員，包括北區的劉其
烽、沙田的吳錦雄、沙田的丁仕

元、大埔的區鎮樺及沙田的李永成，連
同多名社區主任昨日在記者會上宣佈退
出民主黨。是次退黨的 59 人中，有 58
人來自新界東支部、1 人來自港島支
部；19人曾任區議員、社區主任和曾參
加選舉；11人為現任社區主任；黨齡最
長者為18年。

批林雙重標準專橫霸道
身為「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主席的社
區主任柯耀林在記者會上代表退黨成員
宣讀宣言，譴責林卓廷在黨務問題上雙
重標準、態度專橫、黨同伐異。
他指出，退黨的導火線是林卓廷派莊
榮輝空降「將關組」一直服務的都善選
區，意圖出選明年的區議會選舉，是人
為地製造撞區，其後更安排其女助理到
前民主黨成員、現「將關組」的區議員
謝正楓擬爭取連任的寶怡區，又派另一
親信到坑口厚德區，圖取代在該區服務
多年的「將關組」成員王卓雅。
柯耀林續稱，莊榮輝曾稱「放這些名

（建議參選名單）是放把刀喺你（柯耀
林）條頸度」，質疑對方是要以另外兩
區作為交換都善選區的籌碼。

與貪污犯合搞興趣班
丁仕元亦狠批林卓廷「人格卑劣、毫
無政治道德可言」。他指其選區內、即
馬鞍山錦英苑一名法團主席曾因屋邨利
益貪污而入獄，但出獄後成為法團顧
問。林卓廷明知自己正追擊對方的違規
問題，但 2016 年立法會選舉時要求他
「暫時放下」，更與該法團大搞興趣
班。為此，他向民主黨中委會投訴，但
沒有結果。
他續稱，在後來法團會議中，林卓廷
更涉嫌組織大批非業主者參與法團會大
會，「林卓廷喺我眼中係雙重標準、瞞
上欺下、專橫霸道嘅人。」
劉其烽則狠批民主黨對北區的民生事
務不上心，如今年 9 月颱風「山竹」襲
港，上水龍琛路的街燈受損，民主黨長
達數日無人跟進。
他並批評林卓廷作風霸道、「一言
堂」，包括將社區主任郭㙟豐調到天

平西選區，繞過身為「師父」的他，
直接將「轉區」申請提交民主黨中委
會並得到通過，是漠視黨內機制，而
在「將關組」一事上更對「同路人」
趕盡殺絕。

民主黨中央偏幫林濫權
劉其烽還批評，林卓廷在早前民主黨
中委會換屆選舉時，利用立法會議員身
份繞過程序，獲取黨員個人資料拉票。
在他向黨內申請索取相關資料時，民主
黨則以「牽涉黨員個人私隱」為由拒
絕，反映民主黨中央偏幫個別人等。
區鎮樺亦批評林卓廷濫用其立法會議
員身份，索取新界東地區支部黨員名
單，以游說黨員給予授權票，為支部選
舉「獨霸」鋪路。
柯耀林稱，這些都是林卓廷和其團隊
所導演的好戲。他們曾經多次向民主黨
中央反映，亦曾在中委和各委員會中討
論，惟民主黨中央並未有妥善處理這個
嚴重的問題，終於令他們決定離開。
他續說，他們日後會積極考慮組成新
團體，但首要是做好地區工作，並強調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部分退黨成員名單
丁仕元
區鎮樺
劉其烽
李永成
吳錦雄
柯耀林
區鎮濠
文念志
姚鈞豪
雷 諾
谷傑斐
張宇添
陳家健
黎卓賢

若退黨的區議員積極考慮明年競逐連
任，一旦民主黨堅持以「收復失地」的
心態派人撞區，他們「只能遺憾，但會
應戰」。

林卓廷被指多宗罪
柯耀林：
■林卓廷派莊榮輝空降將軍澳都善選區，人為地造成與「將關組」撞區，是
「黨同伐異」
■林卓廷故意將自己的親信、助理放入「民主動力」的名單，在 3 個選區與
「將關組」撞區，作為交換都善區的籌碼
■不少政治人物都同屬其他政治組織，如教協等，林卓廷卻針對「將關組」
丁仕元：
■區內一法團主席曾因屋邨利益貪污而入獄，出獄後成為法團顧問，打着
「反貪腐」旗號的林卓廷竟與該法團合辦興趣班，是雙重標準、瞞上欺下
劉其烽：
■林卓廷投放到地區的時間不足，如今年9月颱風「山竹」襲港後上水多處公
共設施受損，惟民主黨長達數天無人跟進，雙方難以合作
■社區主任郭㙟豐原在聯和墟開展地區工作，但林卓廷要求將郭㙟豐調到天平
西選區，繞過他直接將「轉區」申請提交民主黨中委會並得到通過
■在民主黨中委會換屆選舉時，林卓廷利用立法會議員身份，繞過程序獲取
黨員個人資料拉票

沙田區議員
大埔區議員
北區區議員
沙田區議員/
民主黨前副主席
沙田區議員
西貢社區主任
大埔社區主任
大埔社區主任
大埔社區主任
大埔社區主任
東區社區主任
沙田社區主任
「前綫系」成員/
前屯門社區主任
「前綫系」成員

劉慧卿還拖護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多達 59 人退
黨，民主黨主席胡志偉
昨日就狀似大度咁講，
話黨內有機制「公平」
解決黨內矛盾，惟未能
解開他們的不滿，並尊
重退黨者的決定，又稱
日後位置縱使不同，大
家仍必須放下分歧，在
香港民主的路上共同努
力，繼續推動民主發
展。
不過，被退黨者在記
者會上點名批評的民主
黨前主席劉慧卿、北區
黨團召集人陳旭明、立
法會議員林卓廷就唔係
咁順攤，出聲明譴責有
關人等「指控失實」云
云（見右表）。

劉慧卿：
■退黨者對林卓廷指控嚴重失實，有計劃想人格謀殺林卓廷。我對退黨者提出嚴重失實指控感到
痛心憤怒
■柯耀林身為民主黨社區主任及「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主席，但支持「關注組」成員與民主黨成
員對選，有違基本政治倫理，存在嚴重角色和利益衝突
■選舉委員會和中委會要求柯耀林抉擇是否留黨的決定「合情合理」
■新東支部選舉為有能者居之，不能輸打贏要，各方均應尊重
■林卓廷當選立法會（議員）是經過民主黨長期考核、勝出黨內初選，繼而出戰新界東並獲選民
支持當選，有關林卓廷被欽點的指控並不尊重民主制度，侮辱選民選擇
■新界東仍有多位區議員和社區主任，和林卓廷團結努力，「政治是講實力，誰人有實力就可當
選」
林卓廷：
■「雙牌頭」事件是有黨員支持黨外人與民主黨成員競爭，存在嚴重角色衝突，且違反政治倫理
■事件一直根據民主黨的機制共同決策，並非他個人的決定
■民主黨絕不能因為個別黨員的黨外利益或關係，而全盤推翻故有的機制，甚至損害民主黨在地
區的服務與工作
陳旭明：
■對劉其烽今次因其助理利益扭曲事實，意圖中傷林卓廷及郭㙟豐表示極度憤怒和遺憾

炒作「孟護照」翻車 證反對派愛搞事

張達明引用流料搞「陰謀論」
在加拿大法院確
認華為首席財務官
孟晚舟只持有一本
有效的香港特區護照後，一直散播陰謀
論的黃絲玻璃心盡碎，惟有繼續找碴以
平衡心理。有人就引述香港大學法律學
院首席講師張達明的說法，指稱孟晚舟
並非以最新發出的護照進入加拿大，而
是使用了已失效的「第二本護照」，更
據此質疑其中「有陰謀」。有網民就踢
爆，張達明引用的資料源自美國政府於
11 月 30 日向加拿大提出拘捕及引渡要
求，「根本無可能用以證明孟晚舟在
12月1日是用哪個護照入境加拿大。」

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抹黑特
區政府，反對派政黨可謂見隙就鑽。近日，
華為 CFO 孟晚舟被指持有 3 本香港特區護
照，各反對派中人僅根據不全面的資訊就大
做文章，無視可能對市民帶來的影響，炒作
香港特區護照審批「有漏洞」。結果，加拿
大法院展示孟晚舟持有的 3 本特區護照，證
明其中兩本已「剪角」，即已失效，法院亦
證實孟晚舟只得一本有效的特區護照，令反
對派集體炒車。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昨日
指出，事件反映反對派不會放過每一個攻擊
特區政府的機會，存心搞亂香港社會，影響
特區於國際上的聲譽，居心叵測。

加法院證僅一本有效
在「孟晚舟持有 3 本特區護照」的訊息傳
出後，包括「新民主同盟」及民主黨、公民
黨等反對派即大肆炒作，質疑特區護照的審
批「有漏洞」。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日破例公開澄清，孟
晚舟所持的 3 本護照中，僅一本有效。不
過，反對派拒絕承認並繼續炒作。
不過，負責審理孟晚舟保釋聆訊的加拿大
法院，就發放了 3 本特區護照的照片，其中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最早發放的第一本，和第二本
都顯示護照已被「剪角」，而
第 二 及 第 三 本 都 印 有 「in replacement of」前一本護照的字
樣，證明 3 本護照中，的確只得
一本為有效護照。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反對派在
未有全面的資訊前借機炒作，不
但是在誤導市民，且嚴重損害國
際社會對特區護照的信心，損害
■陸頌雄在fb批評范國威和《蘋果日報》炒作。
fb截圖
香港人的根本利益。
義。
屢捕風捉影攻擊政府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就在 fb 發帖，標註了曾
民建聯議員梁志祥指，是次事件反映反對 大肆抹黑特區政府的「新同盟」議員范國
派經常捕風捉影，緊盯每個可以攻擊特區政 威，批評他「老屈香港入境處濫發護照」，
府的機會，當證實他們所言並非事實時，就 又點名《蘋果日報》等反對派的宣傳機器想
當沒事發生過。他希望香港市民看穿反對派 「炒大件事」，「如果件事炒大咗，其他國
搞亂香港的真面目，不要再被他們的花言巧 家以為入境處濫權，可能會影響免簽證安
排，甚至限制香港人入境。到時香港人仲唔
語所蒙騙。
工聯會議員何啟明指出，為免反對派的炒 大大鑊？」
佢引述有網民話：「呢班政棍同黑心傳媒
作影響到所有持特區護照的市民，林鄭月娥
已破例澄清，但反對派仍繼續散播恐慌性言 為咗政治目的，不斷搵香港人笨、出賣香港
論，是只求自己的政治利益，罔顧真相及公 人，香港人真係多得佢哋唔少呀！」

美引渡文件寫舊護照
針對所謂「第二本護照入境」的質
疑，fb 專頁「求驗傳媒」引用了網民
「Thomas Ng」的投稿，回應了「點
解有報導（道）令到大量網民都以為孟
晚舟是用『第二本護照』入境」的疑
問：「事緣張達明教授曾指出，『根據
美 國 司 法 部 呈 交 的 資 料 …… at p
11 ……她這次是用第二本護照（即
KJ0403962）入境加拿大，而並非用最
新 簽 發 的 第 三 本 護 照 （ 即

KJ0479108），這表示她在未有註銷第
二本護照的情況下獲簽發第三本護
照。」
「Thomas Ng」認為，這分析是不
全面的。「張達明所引用的文件乃係
11 月 30 日一名加拿大警員的誓詞，而
警員誓詞是加拿大政府向法庭申請拘捕
令 的 supporting document （ 支 持 文
件），基於美國政府於 11 月 30 日向加
拿大提出拘捕及引渡要求。……警員
誓詞第 5 段明確指出其文件的所有內容
來源乃係來自美國政府的要求拘捕文
件。」
「Thomas Ng」指出，警員誓詞中
唯 一 有 提 及 KJ0403962 的 地 方 有 兩
處，問題是美方所撰寫的 summary of
facts（案情簡介）中不當地假設了孟晚
舟將會用 KJ0403962 護照入境……，
並非聲稱孟晚舟事實上是用 KJ0403962
護照入境了加拿大、而且亦非基於加拿
大的入境紀（記）錄。」
他直言，美國政府的引渡及拘捕要求
是在 11 月 30 日發出，警員誓詞則在 11
月31日所簽，「根本無可能用以證明孟
晚舟在12月1日是用哪個護照入境加拿
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