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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楊 森、柴文瀚、鄭麗琼、梁淑楨、許智峯
勞永樂
劉嘉鴻、蕭若元、歐陽英傑
鍾樹根、丁江浩、周潔冰、龔栢祥、顏尊廉、
李均頤、鄭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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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鄭司律、鍾松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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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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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八年立法會選舉中，建制派僅在香港
島的六席中取得兩個席位。雖然民建聯名單和葉劉
淑儀名單各取六萬多票，但得票不足以令民建聯排
第二位的蔡素玉成功連任，排在葉劉淑儀之後的史
泰祖亦不夠票突圍。今年選舉香港島新增一個議席
至七席，建制派各大政團運籌帷幄，在該區派駐重
兵，力爭最多議席。

民建聯選擇在香港島分拆兩隊出戰，由創黨主
席曾鈺成和東區區議會主席鍾樹根分別領軍，志在
重奪兩席。曾鈺成提出 「超越矛盾，一起前進，落
實普選，推動優質民主」的理念，並表明如果成功
連任會爭取連任立法會主席，以確保議會有效運作
，凝聚社會不同意見。鍾樹根名單則包括七名港島
區民建聯區議員，爭取街坊支持民建聯把地區民生
議題帶入議會。首次獨立參選的工聯會則派出現任
議員王國興由新界西轉戰港島，擔任勞工界議員四
年的潘佩璆醫生排在名單第二位全力支持，並聯同
三名工聯會青年成員高舉 「工道仁心，撐得起！」
的旗幟出戰。而二○○八年以匯賢智庫名義出選的
葉劉淑儀在二○一一年籌組新民黨，今年她首次以
新民黨主席身份參選，並以 「講真話，做實事」為
口號，在香港島率領兩位年輕黨內區議員黃楚峰及
謝子祺出戰。此外，自由黨主席劉健儀亦首次從功
能組別轉戰香港島直選。

而反對派大黨民主黨、公民黨都在香港島部署
換班。民主黨現任議員甘乃威因為任內陷入桃色醜

聞成為該黨 「負資產」，民主黨唯有派出在區議會
選舉中敗給黃楚峰的副主席單仲偕參選。公民黨方
面，二○○八年由陳淑莊和余若薇合組名單，吸到
超過八萬票，兩人最後均勝出，余若薇今年 「空降
」新界西，改由知名度較低的該黨前主席陳家洛和
陳淑莊一起參選香港島，目標亦在取兩席。上次選
舉中以三萬多票取得末席的何秀蘭今年以工黨副主
席身份出戰，隨時 「鎅走」民主黨和公民黨的選票
。另外，代表反對派的人民力量和社民連都派出新
人劉嘉鴻和吳文遠搶灘港島，人民力量還以知名度
較高的蕭若元排在劉嘉鴻名單第二位中谷票。除了
各大黨派，香港島參選名單還包括報稱獨立的許清
安、勞永樂、吳榮春和何家泰。

早前有民調顯示，十四張名單在香港島的支持
度，葉劉淑儀排名第一，之後為單仲偕、曾鈺成、
陳家洛，四人都有雙位數的支持率。而支持度排在
第五至十位的候選人依次為：何秀蘭、劉嘉鴻、王
國興、劉健儀、勞永樂及鍾樹根，但六張名單的支
持度非常接近，相差不超過三個百分點。

香港島中產上層選民多
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指出，建

制派和反對派今年都在香港島調整選舉部署，多隊
都想以較低的選票當選，可能會造成名單與名單之
間的得票數差距很小。他預計當選香港島最後一席
的名單與落選名單的得票差距在幾千甚至幾百票內

。李彭廣指出，比例代表制就是鼓勵低票當選，但
過往四屆選舉中，大家對比例代表制不夠熟悉，
「票王」、 「票后」其實是浪費了支持者的票。李

彭廣認為，民建聯此次在香港島及新界東、新界西
分拆隊伍參選就是認識到了這一問題，但成功關鍵
在於能否配票。他指出，香港島的選民結構，中產
和上層的比例相當高，投票取向很複雜，有的家庭
自己還會配票，政黨在該區要配票比較難，因此，
民建聯必須要相當積極，才能確保香港島的兩張名
單都能勝出。

上次選舉中公民黨名單在香港島取得兩席，今

次公民黨 「變陣」，李彭廣認為，票數一定會有流
失，但流失量有多少，以及選票會流向何處，很難
評估。但他指出，如果要取兩席，這張名單必須有
相當總量的得票，但今次選舉香港島有相當多有實
力的名單，其中一張名單要爭第二席有困難，要看
選票最後的走向而定。

港島區的候選人包括：曾鈺成、鍾樹根名單、
葉劉淑儀名單、王國興名單、劉健儀名單、許清安
、單仲偕名單、勞永樂、劉嘉鴻名單、吳榮春、何
秀蘭名單、陳家洛名單、何家泰及吳文遠。

王國興日夜為勞工發聲
【本報訊】記者石璐杉報道：工聯會現任立法會議員王國興

今次選舉從新界西轉戰香港島，但他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便服
務港島，對地區情況十分熟悉。王國興表示，在香港島參選是希
望為該區的受薪階層、打工仔和小本經營者在立法會發聲，義不
容辭。現時住在屯門的王國興亦承諾，如果當選，會搬回港島，
以方便服務當區選民。

「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王國興在議事廳反 「拉布」時所
用的口號已經成為今年的流行語。而結束了反 「拉布」後，王國
興隨即投入了 「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選舉工程。他說，每日
凌晨四點半就要起身，然後坐六點的第一班村巴去西鐵站搭西鐵
到紅磡，再轉巴士到港島，夜晚再回到屯門的家中至少已經十點
了。早前因為 「拉布」被困會議廳，王國興更疲勞過度導致錐肩
盤移位，必須佩戴頸箍三周。近日香港高溫持續， 「外面三十幾
度，條頸四十幾度」，落區時很多街坊都關心王國興的傷勢，他
笑言自己 「輕傷不下火線」，所幸最近終於可以除下頸箍。

義不容辭到港島參選
此次重返港島出戰，王國興表示，政改方案通過後，增加了

五個地區議席，工聯會決定積極參加立法會選舉，參政為勞工。
他們在新界西已培養到接班人，但過去在立法會都沒有議員代表
香港島的受薪階層、打工仔和小本經營者，因此，王國興形容自
己是 「義不容辭到港島參選。」王國興指出，香港島各行各業的
基層人士和打工仔，非常需要立法會議員幫他們開聲交涉，爭取
權益。在筲箕灣明華大廈重建過程中，王國興就曾幫助居民與房

協交涉，爭取到原區安置。去年颱風 「納沙」襲港期間，一艘巨
型工程躉船凌晨因大浪撞向杏花邨第四十九座近岸。家住屯門的
王國興聞訊後立即 「飛的」入杏花邨協助居民處理事件。

王國興坦言，今次選舉有難度，因為過去工聯會在香港島支
持過民建聯的候選人，也支持過范徐麗泰和葉劉淑儀，選民可能
會有 「慣性投票」，因此，王國興說： 「必須告訴我們的支持者
，今次係工聯會獨立參選，要讓新增議席有打工仔代表，希望大
家集中力量投工聯。」王國興指出，工聯會共有200幾個工會，37
萬會員，預計在香港島有6至7萬會員。他預計，起碼要取得四萬
票才能當選，因此選舉工程必須全面立體去做，除了擺街站，各
行各業工會和其他支持團體發信、打電話動員，本周六也會啟動
全新的競選網站。 「有危機，要努力，每一票都要力爭。」

鍾樹根冀帶動社區升級
【本報訊】記者石璐杉報道：從一九九一年當選東區區議員

至今，鍾樹根植根港島超過二十年，一直積極促進社區發展和改
變。但在鍾樹根看來，在區議會層面解決地區問題始終有所局限
，因此對於他而言， 「係時候升級」參選立法會， 「不單是個人
升級，而是希望整個社區，整個社會都要升級。」

風雨同路二十年，鍾樹根見證了港島尤其是東區的進步。
「社區改變中，出了一份力，有一定滿足感。」但鍾樹根認為，

社區可以更好，幫助市民的力度也可以更大。早年從事資訊科技
業的鍾樹根，剛剛擔任東區區議會副主席的時候，希望能夠推動
將全港十八區的社區服務，如醫療和康樂設施等網絡化、電子化
，便利各區居民，但卻得不到資源支持。在擔任市政局議員期間
，鍾樹根曾擔任演藝團體工作小組主席，取消市政局後，他亦長

期擔任香港話劇團理事會成員和多個藝術團體的顧問等。鍾樹根
一直希望在地區發展公共藝術，但他慨嘆 「得不到支持，好難」
。他說，東區區議會曾經試過在公園擺設藝術品，但當局指維修
和保險不知由誰負責，最後他們唯有移走藝術品。

「係時候升級！」早前鍾樹根的競選廣告語吸引了很多人的
注意。鍾樹根指出，回歸十五年，社會爭拗不斷，香港停滯不前
。他說： 「係時候升級，不單是個人升級，而是整個社區，整個
社會都要升級。」鍾樹根希望能夠透過參選立法會來實現這一理
想和目標。

盼配票策略奏效
從1998年第一屆立法會選舉開始，鍾樹根已排在民建聯香港

島名單中出戰，而多次選戰中，令他最難忘的還是2000年香港島
議席補選對陣余若薇。鍾樹根雖得到超過七萬八千票，但仍敗於
余若薇。鍾樹根說，那是他首次領隊參選，累積了很寶貴的經驗
。而今次參選，民建聯在香港島分兩隊，創黨主席曾鈺成主要在
中西區和南區拉票，鍾樹根的拉票就集中在東區和灣仔區。他說
，此次建制派各政黨共有五隊出戰香港島，爭取選民認同，形勢
複雜。鍾樹根認為，民建聯的優勢在於有完善的地區網絡，而他
的團隊共有七名區議員，也希望能夠發揮團隊的力量。然而，民
建聯也從未試過在香港島分兩隊，對配票和協調也是一個巨大的
考驗，希望用分地域宣傳和配票的策略可以奏效。作為一個跨階
層的政黨，民建聯也希望借此次選舉開拓青年人、中產和商界的
票源。

必必
在五區直選中，香港島歷來是 「兵家必爭之地」 。今次選舉香港島更有十

四張名單參選，三十八人爭奪七席，創下歷史紀錄。早前有民調顯示，港島的
十四個候選人，只有首四名支持度超過雙位數，有望穩奪議席，而餘下的三席
將有至少六張名單競逐，戰況尤為激烈。有學者分析指，香港島多張名單勢均
力敵，各黨派都希望以低票當選，因而陷入混戰。

本報記者 石璐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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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選舉年，各懷鬼胎的反對派便開始
「狗咬狗骨」，內訌不斷。今年選舉，反對派

在香港島的是非尤其多。
民主黨副主席單仲偕覬覦港島議席已久，

但在上屆選舉中被甘乃威挾地方勢力逼退。不
過， 「風水輪流轉」，甘乃威在任期內發生涉
嫌因求愛不遂而怒炒女助理的事件，立法會調
查委員會今年三月底完成報告，認定甘乃威行
為失當。於是，今屆立法會選舉輪到甘乃威被
民主黨 「大佬」逼退，單仲偕終於得以在香港
島參選。不過，被 「踢走」的甘乃威心有不甘
，在立法會七月中休會後立即四圍去玩，拒絕
為單仲偕 「盡力拉票」。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
銘也懶理單仲偕死活，更向民主黨申請豁免，
為公民黨參選香港島的陳家洛和陳淑莊拉票助
選。

不僅是民主黨一盤散沙，公民黨今次選舉
亦爆出司馬文退黨風波。一直希望出戰立法會
的南區區議員司馬文，早前已放棄荷蘭國籍，
希望以中國公民身份，參選 「超級議席」。但
疑因公民黨以不參選 「超級議席」換取前黨魁
余若薇成功空降新界西的政治分贓交易，司馬
文最終 「被勸退」。司馬文曾表明退黨後可能
參選香港島地區直選，但最終放棄參選。不過
，他早前高調表態支持民協 「超級議席」候選
人馮檢基，並掉轉槍頭隔空與公民黨開火，力
數公民黨無情無義。

此外，首次參選立法會的陳家洛因為知名
度較低，於是大打 「教授牌」，但卻被踢爆濫
用教授頭銜。陳家洛本身任職浸會大學政治及
國際關係學系，職級是 「副教授」，但他在多
項選舉宣傳資料中自稱 「陳家洛教授」，被指
欺騙選民。對此陳家洛死不認衰，引發市民強
烈不滿，更有市民到廉政公署及選舉事務
處投訴。而陳家洛在選舉廣告中，亦懷疑
擅用與已故的民建聯前主席馬力的合
照為自己做宣傳，利用法律灰色
地帶，誤導選民。

之之地地爭爭

香港島選區
候選人名單數目

14
候選人人數

38
議席數目

7
選民人數
606,679

香港島歷屆選舉投票人數及投票率
選舉年份
1998
2000
2004
2008

投票人數
309,814
263,564
356,365
314,870

投票率
51.96%
42.03%
57.62%
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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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樹根的
團隊共有七
名區議員，
希望能夠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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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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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樹根團隊早前報名參選香港島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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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王國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