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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壇選壇

工聯會在今屆立法會選舉中大展拳
腳，參選 「超級議席」的票后陳婉嫻
（嫻姐）聲勢如虹，外界預計她不但會
以最高票數當選，而且更會贏到 「開行
」和 「票瀉」。相反，同是建制派的民
建聯，派出兩位副主席劉江華和李慧琼
出戰，配票時顯得捉襟見肘，知名度較
低的李慧琼更淪為 「邊緣人」。

今次選舉工聯會和民建聯正式分家
，部分選區的劃界上有共識，但亦有選
區競爭非常激烈。嫻姐昨日重申，選舉
就是選舉，工聯會不會與其他人配票，
因為支持哪一位候選人最終要由選民自
己決定，就算是小選區亦難以左右選區
投票意向，顯示出她要高票當選的決心
。

至於九龍西方面，周聯僑最終未能
代表工聯會出選，工聯會上屆亦未有派
人出選九龍西，卻向該會的會員發信，
為獨立的梁美芬拉票。嫻姐昨間接拒絕
重彈舊調，表明已向會員發信，信中只
要求他們支持陳婉嫻一人，反映出工聯
會在今次選舉要高舉自己旗幟的決心，
誓不再為他人作嫁衣裳。周聯僑明言，
工聯會既然不派人出選，為何要支持其
他人？

至於其餘四個選區的選情，嫻姐表
示，工聯會在每區都會搏命宣傳，但不
認為有區域的選情較為危險，反而每區
當選的機會都高，只是候選人自己心急
，笑指記者不要聽新界東候選人葉偉明
的說話，認為他只是謙虛。

她又提到，現時看不到有告急的需
要，因為全港有三百多萬打工仔，工聯會並非首天才捍
衛勞工和基層權益，她與葉偉明一同落區派單張、講理
念時，市民的反應良好，未來會在各區努力宣傳。不過
，嫻姐亦留有後路，指選舉未到最後一日都不知輸贏，
現在的政黨都喜歡打告急牌，或許有天她亦要告急了。

站在一旁的葉偉明抹一額汗，因為其選情並非如
嫻姐所說般理想，一則工聯會首次派人在新界東參
選，樁腳一隻手可盡數，二則工聯會在選舉上動員
能力有多強，仍然有待考驗。葉偉明擔心，會員
慣性投給其他政黨外，亦可能對個別候選人
有情意結，因此選情確實危急，未來要加
緊落區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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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枱掟蕉黨」也是一個沒有既定
政治理念和藍圖的反對黨派。

作為選民，宇文劍對該黨的所作所
為記憶猶新：當年它與 「白鴿黨」勢不
兩立，為的是後者與特區政府達成政改
協議，認為這是 「違反民主」。如今這
個協議已正式成為方案了，該黨卻來遵
循，即是說自己也違反民主了！

當年在 「白鴿黨」主席等一眾黨高
層人員與政府及中聯辦人員開會時，
「掃枱掟蕉黨」在門外包圍 「白鴿黨」

人，兇神惡煞， 「白鴿黨」人的人身安
全受到威脅，幾經艱苦才能離開。 「掃
枱掟蕉黨」其實反對的不是政改方案，
而是反對身為反對派一員的 「白鴿黨」
與官方有講有笑，還達成協議，心中酸
溜溜： 「為何官府衙門不同我哋傾要同
佢哋傾？」

九月九日的立法會選舉快到，怎麼
如今 「掃枱掟蕉黨」不再大罵 「白鴿黨
」出賣反對派，對反對新政改方案隻字
不提，反而自己也參與選舉呢？

從政必須先有自己獨特的理想，再
按着理想設計藍圖，一步一步向着既定
目標藍圖進發才是，既然對一個政改方
案反對得如此厲害，就要反對到底。但
該黨出爾反爾，派代表參與地區直選。

作為選民，宇文劍還不會忘記該黨
曾煽動一名市民不顧危險，風大雨大之下爬上天橋示威
，結果害到一位盡忠職守的警察從天橋墮下跌死的「冇
陰功」行為。該示威市民事後悔不當初，惟獨是作為煽
動者對自己當日的激進行為竟毫無悔意，今天仍有面參
與立法會選舉！

先別說 「理想與藍圖」如此 「高深」的東西
他們不甚了了，自己反對過的事情又回頭支持，
宇文劍是萬萬不會把自己神聖的一票投向他們
的！

宇文劍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本報接獲
市民投訴，指 「超級議席」候選人馮檢基、
香港島候選人單仲偕非法展示選舉廣告，包
括旗幟及易拉架。經選舉管理委員會調查後
證實二人違規，並已發信警告，要求他們在
任何情況下必須遵守選舉規例和指引。由於
馮檢基的個案可能涉及觸犯《選舉管理委員
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則》，選舉主
任已將個案轉交警務處跟進。

馮檢基案警方跟進
反對派不只一次在街頭違規亂放競選宣

傳旗幟及易拉架，涉嫌違反《立法會選舉活
動指引》，對其他候選人極不公平。最新一
宗是市民於本月十日向選管會投訴，內容是
馮檢基於筲箕灣港鐵站A2出口對面馬路欄杆
，懸掛大量選舉旗幟。

選舉主任經調查後，確認馮檢基在未獲
所需的書面准許或授權下展示選舉廣告，違
反了《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第 8.12 段的規

定。由於個案可能涉及觸犯《選舉管理委員
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則》第 105 條
，選舉主任已將個案轉交警務處跟進。該條
條例列明，任何人不得發布沒有以中文或英
文顯示以下數據的印刷選舉廣告。

另有市民投訴單仲偕於本月二日中午時
分，在中環街市連接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手電
梯的行人天橋，非法展示選舉廣告，包括旗
幟及易拉架。選舉主任經調查及審查研究所
得資料後，認為單仲偕並沒有獲得所需的書
面准許或授權在該處展示任何選舉廣告，已
違反了《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第 8.12 段及
第8.22段，即市民的投訴成立。

選舉主任已就有關投訴發信警告單仲偕
，在任何情況下必須遵守選舉規例和指引。
如單仲偕再次違反選舉規例或指引，選舉管
理委員會可能對他採取進一步行動。

根據選舉指引第 8.12 段，候選人可以在
政府或私人土地及物業上展示選舉廣告，但
必須獲得所需的書面准許或授權〔《公眾衛

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第 104A 條及
《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 28 章）第 4
條〕。

展示位置各有編配
根據選舉指引第 8.22 段，在提名期結束

後，每個選區或功能界別參加競逐的候選人
數目已確定時，每個選區或功能界別的選舉
主任會以協議或抽籤方式，把指定展示位置
（按情況而定）編配予各候選人。在未進行
編配之前，任何人不得在任何指定展示位置
展示選舉廣告。

香港島的候選人還包括：曾鈺成、鍾樹
根名單、王國興名單、葉劉淑儀名單、劉健
儀名單、陳家洛名單、何秀蘭名單、劉嘉鴻
名單、許清安、勞永樂、吳文遠、吳榮春、
何家泰。

「超級議席」的候選人還包括：劉江華
、李慧琼名單、陳婉嫻名單、白韻琹、何俊
仁名單、涂謹申名單。

非法展示廣告 被選管會警告

馮檢基單仲偕路霸惹公憤

▲單仲偕在連接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手電梯的行人天橋，
非法展示選舉廣告 讀者提供圖片

陳家洛枉為大狀黨徒

▲左起：葉偉明、陳婉嫻齊齊學砌磚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葉偉明砌磚 促建築專業化

蕭若元垂簾飄忽

談國民教育 葉建源自相矛盾

【本報訊】記者陳錦輝報道：工聯會立法
會選舉 「超級議席」候選人陳婉嫻、新界東候
選人葉偉明，昨化身建築工人學徒，親身體驗
工人的工作。他們要求政府把建造業專業化，
多關注工人的職業健康，並為建造業設定長遠
穩定發展目標。

批評職業健康被忽略
陳婉嫻和葉偉明在太子一個工聯會屬會的

訓練場地，學習 「撈沙、拖沙、批盪、砌磚」
，把水泥批到牆上，又在牆身貼上瓷磚。陳婉
嫻表示，政府未完全總結過往基建項目的經驗
，如地盤的安全問題，現時大部分地盤都沒有
駐地盤安全主任，只有管工代任。她提出，香
港應仿效外國，把三行工人專業化，讓工人留
在行業發展，希望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以發展
局的工作經驗改善問題。

葉偉明批評，雖然政府有注意工人的安全

，但就忽略了他們的職業健康，尤其是建築工
人的工作對其脊骨造成很大壓力。他又認為，
雖然現時有大量基建項目，但政府需要為建造
業設下長遠穩定發展目標，否則在前景不明朗
下，工人會離開行業，最終造成青黃不接。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指出，現
時建造業有近三十萬工人，大量的基建上馬，
夏天工作炎熱，因此工會爭取工人有額外十至
十五鐘的休息時間，由政府向僱主提供資助。
他又指出，每年有近三十宗因中暑引發心臟病
的個案，希望中暑能列入工傷。

「超級議席」其他候選名單包括：劉江華
、李慧琼、陳婉嫻、白韻琹、何俊仁、涂謹申
、馮檢基。新界東候選名單包括：陳克勤、葛
珮帆、葉偉明、龐愛蘭、田北俊、邱榮光、劉
慧卿、黃成智、蔡耀昌、湯家驊、張超雄、陳
志全、范國威、何民傑、梁國雄、梁安琪、方
國珊、陳國強、龐一鳴。

公民黨高層經常說有留意雙非嬰兒居港權
的問題，曾鈺成昨在電視論壇上問到公民黨有
何良策時，陳家洛立即大遊花園，聲稱按《基
本法》雙非嬰兒屬香港永久居民，故引申出很
多社會問題，該黨會聆聽市民意見，部分建議
如修改《基本法》，需要時間醞釀，並要小心
留意新修訂是否有溯及力，令部分人原有的權
力被剝奪，因此要慎重處理和討論，毫無實際
建議。

聽曾鈺成解釋呆晒
不過，公民黨向來愛玩弄法律，身為副教

授的公民黨前主席陳家洛竟在法律問題上露餡
。曾鈺成直指他逃避回答問題，再問他知否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最後一款的內容時
，陳家洛頓時啞然，只能回答一聲 「請講」，
然後立即閉嘴，顯然對有關條文全無認知。

曾鈺成解釋，有關條文指出，《基本法》
的任何修訂都不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
定基本方針和政策有抵觸，而所謂的基本方針
和政策，就是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內的十四項
條文，當中第十四項就是現在《基本法》第二
十四條，即有關香港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
民的定義， 「即是說你修改第二十四條，就會
碰到與中國先前已列出來，對香港基本方針和
政策有抵觸。」

陳家洛聽到有關解釋後目瞪口呆，曾鈺成
再追問以公民黨對法律的豐富識見，會否有其

他解決辦法時，反對派工黨的何秀蘭立即破壞
論壇規則，自行為陳家洛解釋，要由主持人叫
停她，但她已成功浪費時間。終於回過神來的
陳家洛看到餘下時間不多，就重提現有政策，
辯稱該黨一早提出了雙非零配額的建議，相信
可以暫時紓緩問題，直至時間結束，完全沒有
提出新見解。

外傭居權案唔認數
而港珠澳大橋和外傭居港權司法覆核案都

是由公民黨黨員擔任代表律師，公民黨卻一直
否認是 「幕後黑手」。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在論
壇上直指，公民黨牽涉上述兩單官司，但 「點
都唔承認」。陳淑莊則聲稱， 「兩單官司都不
是公民黨的官司。」獨立的許清安亦直接質問
陳淑莊，公民黨到底支持或反對外傭取得居港
權。陳淑莊的答案是： 「公民黨反對外傭自動
獲得居港權。」當嘉賓再向陳淑莊就相關的官
司提問時，她又再扮無辜，稱公民黨 「被抹黑
」。不過，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就在論壇上斥
責正是公民黨為選票 「抹黑香港」。葉劉淑儀
批評陳家洛為選票 「告急」，但在宣傳單張上
卻同時為「香港告急」，是想要 「抹黑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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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來把司法制度掛在口邊，經常玩弄法律手段的公民黨，
其立法會選舉香港島候選人陳家洛，竟在電視論壇上暴露了不
懂《基本法》，被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問到口啞啞，更要由反對
派盟友介入，為他拖延時間解圍，當眾出醜。

本報記者 戴正言

▲陳家洛在電視論壇上暴露了不懂《基本法
》，當眾出晒醜 資料圖片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過往幾次香港
島選舉論壇，人民力量的劉嘉鴻名單都派出排在
第二位的蕭若元參與辯論，被指想藉知名度較高
的蕭若元催谷選票。而劉嘉鴻在介紹自己的團隊
時也自稱為 「人民力量蕭若元團隊」，更有誤導
選民之嫌。昨日的香港島選舉電視論壇上，劉
嘉鴻名單由蕭若元 「垂簾聽政」的招數備受抨
擊。

在昨日播出的論壇自由質詢環節，劉嘉鴻名
單被抽到首先提問，又是由蕭若元氣勢洶洶地向
民建聯的曾鈺成連珠發問。曾鈺成說： 「蕭先生
，你冷靜些，聽吓事實。」但早前各個論壇中默
不作聲的劉嘉鴻卻突然高聲叫囂，屢次打斷曾鈺
成的講話，還反咬一口指曾鈺成不回答問題。曾
鈺成直斥： 「對唔住，劉嘉鴻，你收聲！你嘅團
隊叫蕭若元團隊，唔係劉嘉鴻團隊！」劉嘉鴻辯
稱，因為蕭若元不是人民力量成員，所以他們是
「人民力量同蕭若元團隊」，立即引來噓聲一片。

此後，獨立的許清安在質詢環節也對劉嘉鴻
名單 「偷樑換柱」的伎倆表示強烈不滿： 「蕭若
元由頭到尾，佢做你（劉嘉鴻）背後的男人，
『垂簾聽政』！」其實，蕭若元豈止是 「垂簾聽

政」，他分分鐘都要爭住走到台前。當論壇上有
嘉賓向劉嘉鴻提問，如果進入議會是否還會 「拉
布」時，劉嘉鴻答道： 「『拉布』好， 『拉布』
令我哋支持率更加高。係街度好多人同我哋講，
『拉布』正。」眼見劉嘉鴻答得太 「廢」，在一

旁的蕭若元立即拿過話筒說： 「我來講幾句了。」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會教育
界獨立候選人何漢權、教協會總幹事葉建源昨
日同場出席一個電台論壇，就如何推行國民教
育唇槍舌劍。葉建源被批評過去一直無就如何
推動國民教育發聲，現在才出來 「抽水」，是
「忽然國民教育」。另外，教協發起的 「教師

良心約章」行動，更被指是製造白色恐怖，分
化老師。

教育界議席長期被教協壟斷，獨立候選人
何漢權表示，立法會四年後亂局依然，國民教
育推行得一塌糊塗，是時候改變。教協總幹事
葉建源則 「例牌」要求政府，撤回 「洗腦式」
國民教育。

聽眾王先生批評教協發起的 「教師良心約

章」行動，要求老師簽署反對推行國民教育，
是製造白色恐怖，王先生直斥葉建源搞分化，
反映不少老師也不想被當作政治籌碼： 「老師
個個都有良心，但你迫老師簽咩 『良心約章』
，簽名就有良心，唔簽名就話無良心，咁係咪
製造白色恐怖？」

不過，葉建源竟反問，為何老師不敢簽署
？簽個字有什麼問題？老師要企出來將自己聲
音表達出來，實有騎劫老師之嫌。有市民批評
教協在去年支持推動國民教育，卻就內容把關
不力，葉建源又自相矛盾稱，他們不反對推行
國民教育，而是反對推行當中的 「德育及國民
教育科」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