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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 （音樂） 
00:00:30 
MC1：歡迎收睇由香港電台製作嘅 2012立法會<2>選舉論壇，今日我哋請<ceng2>嚟區議會<2>第二功
能界別嘅七張候選名單到場。 
MC2：由於呢<ni1>個界別呢係今年立法會<2>選舉嘅新生事物，我哋準備咗一段短片呢，同大家介紹
吓嘅。 
00:00:49 
女：今年立法會<2>選舉，一人有兩票，只要唔屬於傳統功能界別，例如教育、會<6>計界嘅選民，都
會自動享有超級區議會<2>新增嘅一票。佢哋除咗可以喺所屬嘅地方選區投一票，亦可以喺新增嘅區
議會<2>（第二）功能界別投下另一票。今屆區議會<2>共分成兩個功能界別。喺區議會<2>（第一）
嘅組別，只有全港四百多名民選區議員先有資格投票。而喺新增嘅區議會<2>（第二）組別，候選人
就由全港三百二十二萬名選民投票選出。因此呢<ni1>個界別亦有“超級區議會<2>”之稱。今年共有七
張參選名單，透過全港單一選區爭奪五個議席。 
00：01：34 
MC1：睇完短片之後，立即請<ceng2>大家發表政綱。先請<ceng2>801。 
何：各位市民，民主黨喺過往二十年同大家爭民主，改善民生，並肩作戰二十年，矢志不移。今日我
哋選情係非常緊急，需要大家鼎力支持。請你動員全家，支持民主黨。（叮） 
涂：各位市民，你好。我係涂謹申。係，我係一個做得嘢獨當一面嘅議員。但係當過去三個禮拜嘅民
調<tiu4>，認為我一定當選嘅時候，而大量分票，我係會落選嘅。我希望你能夠支持我，繼續為<6>
市民（叮）發…… 
00：02：10 
白：各位，我係 803白韻琹，白姐<4>姐<1>。係唯一真正獨立、敢言同埋為<6>香港人嘅。希望你哋
用你哋嘅選票，送我入立法會<2>。我哋大家一齊……（叮） 
劉：各位朋友，香港呢，唔可以停滯不前。我哋要集中精力，搞好民生。香港要贏，呢<ni1>一次就
要支持理性建設嘅力量。為<6>你把關，我係劉江華。（叮）支持…… 
00：02：40 
馮：香港已經有個親西環嘅梁振英政府。我仲係想我哋議會<2>都俾建制派壟斷呢？我冒住滅黨嘅危
險參加超級區議會<2>選舉，唔係個人嘅榮辱，係要挑戰建制派；力爭泛民第三席，請支持。（叮） 
00：02：58   
李：大家好，我係 806號李慧琼。香港要向前，議會<2>要走出亂局，重<cung4>回正軌。李慧琼選情
真告急，需要你投票支持。懇請大家支持 806號李慧琼，讓議會<2>多一個建設年青嘅力……（叮） 
00：03：13 
陳：各位，請<ceng2>大家支持我哋班一直為<6>基層打工仔打拼嘅人，重<cung4>入議會<2>。各位，
我好希望呢<ni1>個選舉裡<leoi5>邊<6>，大家能夠支持我 807陳婉嫻嘅一票。不論你住喺邊個區，住
喺香港、九龍、新界、離島（叮） 
00：03：29 
MC1：跟住我哋即將進入政策答問嘅環節。每一張名單呢，會有一分鐘嘅時間<3>去回答我哋嘅問題
嘅。 
MC2：嗱，第一個問題呢，就係咁嘅：er，其實近期發生咗好多事件，er，無論係自由行嘅擴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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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北發展啦，國民教育啦，以致對梁振英支持唔支持啦，其實核心問題睇呢都似乎係圍繞住呢，
好多香港人唔想同內地呢，太過接近。無論係人物、思想、版圖等等。假如大家當選嘅話，有咩嘢方
法係可以扭轉<zyun2>呢<ni1>個尷尬局面，等大家係真正互相信任呢？802。 
00：04：04 
涂：只要我哋真係實施一國兩制，高，港人高度自治呢，而唔係中央有一個諗法係想直接去 er揸車，
去干預嘅話呢，其實我覺得呢，香港市民呢，係可以同 er內地呢，互相信任嘅。 
李：中港矛盾呢，有一部分<6>係嚟自資源嘅問題。我會促請政府確保政策：本地資源，本地優先。
我哋嘅家長<zoeng2>唔使<sai2>擔心學位<wai2>、床位<wai2>、打針位<wai2>。 
00：04：28 
劉：我認為呢，兩地係有一個文化差異嘅，我哋香港係要保留自己嘅特色，喺政治、經濟、文化上高。
但另一方面都唔需要擴大嗰種<2>嘅矛盾。我認為多啲嘅良性互動，增加互信，呢<ni1>個係相當重要。
對香港、對內地都係重要。 
00：04：46 
何：我相信唔係淨係話 er，資源嘅競爭，亦都唔係咩嘢中港之間嘅乜嘢矛盾，唔係呢<ni1>啲嘅問題，
而係大家缺乏信心，覺得個特區政府無<mou5>辦法，無<mou5>咁嘅勇氣為<6>香港人對啲唔啱嘅嘢
據理力爭。所以呢，我哋要阻止西環干預香港內政，同埋爭取我哋嘅特首要真普選，吓，產生出嚟呢，
咁先有真正嘅民命嘅授權，先至有信心。 
00：05：15 
馮：香港要用香港人嘅價值觀同埋呢<ni1>一個嘅，er，最基本嘅價值呢，係同上面溝通。當然更加要
特首同埋我哋議會<wui2>呢，去遊說<seoi3>上面一國兩制。香港嘅第二制最重要嘅，就係香港本身
嘅價值，我哋要堅持呢<ni1>個價值去遊說<seoi3>對方接受。 
00：05：34 
陳：我睇到<2>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嘅情況下，實際我哋過去嘅十五年裡<leoi5>邊<6>呢，好多時兩
地嘅交往呢，往往出咗啲新問題嘅時候呢，特區政府無<5>處理嘅，例如我哋睇到<2>自由行，經歷咗
咁長時間<3>，點解唔做一個評估呢？點解仲會有咁嘅政策話可以放寬呢？嗱，呢<ni1>啲完全我覺得
呢，係由於政府呢<ni1>方邊<6>無<mou5>跑上<5>前，將我哋意見擺出去；又例如我哋而家醫院出咗
問題；又例如我哋而家返<1>學出咗問題，在在政府喺前邊<6>係無<mou5>睇嘅。包括將來嘅自由行。 
00：06：07 
白：香港同埋中國係有文化嘅差異嘅。其它唔好講喇，淨係喺立法會<2>裡<leoi5>邊<6>，咁我都希望
我哋啲保皇黨嘅議員呢，就唔好將大陸嘅價值加於我哋，譬如國民教育。咁另外呢，就嗰啲所謂 er，
民主黨呀<3>，而佢哋呢，同中聯辦<2>傾偈之後呢，然之後又將嗰啲著<zoek6>數自己嚟攞咗去，呢
啲矛盾就會更加加重<cung5>嘅。所以我希望嗰啲議員可以唔好淨係為<6>自己 er自己嘅利益，而係
要真真正正為<6>香港人。所以我覺得我嘅參與係可以監督佢哋嘅。Er我係可以監督雙方面  – 保皇黨
或者 er假嘅民主派。 
00：06：56 
涂：你諗吓嗰陣時 2007年嘅時候呢，所有嘅黨派，包括埋建制派呢，都希望能夠呢，實踐 er一人一
票真正嘅普選。但係中央都仍然唔信任，重要夾硬<2>大石磧死蟹，嗱，呢<ni1>個呢，其實係破壞咗
信任嘅問題。 
00：07：13 
劉：我想講返<1>嗰個自由行呢，其實就，市民係有一啲嘅情緒同埋有啲擔心，er，香港係咪可以承
受得到<2>喺醫療呀<3>，喺物價上升等等。Er樓價上升亦都有影響。所以我認為應該喺個配額上高呢，
係停一停，諗一諗，再全面檢討呢，先至再放寬。呢<ni1>個係符合香港嘅民情民意。 
00：07：34 
馮：按基本法呢，有啲嘢係中央話事，有啲係中港與大家斟掂數先一齊決定。有啲嘢呢，係香港人話
事。自由行我覺得我哋香港人有，應該有更多大嘅話事權。因為<6>佢影響香港人嘅民生。佢嚟得多
呢，令我哋嘅貨物加價，令我哋貨物不足。連我哋嘅讀書、醫療等等都受影響。所以我哋覺得呢<ni1>
一個嘅立場應該係特首為<6>我哋企硬。 
00：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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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2：好。我哋問第二條問題。 
MC1：2017年普選行政長<zoeng2>官嘅提名門檻應該係點樣<2>先至可以達到真正普選行政長
<zoeng2>官而又令到中央可以接受呢？ 
00：08：12 
涂：我覺得除咗 er，所謂提名委員會<2>嗰個格式呢，其實如果能夠，舉個例，有一個人，候選人攞
到<2> er ，譬如五萬個嘅市民嘅提名呢，我覺得應該呢，係俾個入場劵佢。因為<6>佢能夠起碼代表
到<2>相當嘅意見。呢<ni1>個係屬於低門檻，喺我嘅界定裡<leoi5>邊<6>，而唔係提名委員會<2>再篩
選。 
00：08：33 
劉：其實我哋睇返<1>上兩次嘅，即係特首嘅選舉呢，基本上就無<mou5>一個候選人話入唔到<2>閘。
Er，類似呢<ni1>一種<2>嘅門檻呢，我覺得係適當<3>，咁我希望能夠維持，亦都呢，係可以呢，任何
人都可以參與。 
00：08：47 
何：第一，選舉委員會<2>呢<ni1>個結構係，絕對係唔夠民主嘅。一定要再要，即係喺好多界別呢，
係要放寬俾人，俾大家去選。第二樣嘢呢，就係嗰個提名嘅數字，嗰個人數要減低。但最緊要一樣嘢，
絕對唔能夠有篩選。如果一有篩選嘅話呢，就無<mou5>哂意思嘅喇<3>。一定唔會有民主派嘅人呢，
可以進入去參加一人一票選舉嘅。可唔可以保證唔能夠篩選呢？ 
00：09：12 
李：嗱，第二時嘅普選嘅門檻呢，一定係要讓到有志參選，有一定支持度嘅候選人呢，唔同意見嘅候
選人呢，可以參選嘅。而家過去大家都見到<2>，過去嘅特首選舉呢，唔同意見嘅人都能夠參選，我
哋可以參照而家嘅選特首嘅提名委員會<2>嘅模式去進行我哋嘅普選。 
00：09：32 
馮：提名委員會<2>應該運用我哋嘅權力，係接受只要有某一個數目嘅提名委員會<2>嘅委員呢，就可
以俾佢成為候選人。呢<ni1>個數字應該好過而家。而家係八分<6>一，應該係九分<6>一十分<6>一；
第二呢，就係佢亦都更加應該通過呢，係某一個數目嘅市民支持呢，都應該俾……（叮） 
00：09：52 
MC1：係，你嘅時間<3>已經用完喇。 
白：個門檻必須係由er，群眾可以支持嘅就千祈唔好好似呢<ni1>一個咁嘅er，區議會<2>嘅特別選舉……
（叮） 
00：10：03 
MC2：我提問另外一個問題。要解決貧富不均，改革稅制係咪唔能夠避免呢？改革稅制嘅同時，可唔
可以唔會發生福利主義主導呢？ 
00：10：15 
陳：我覺得唔光係稅制，而家香港去到一個情況，就係話，係一小部分<6>人壟斷香港所有嘅資源。
我覺得土地上亦都要成<seng4>個政府有新嘅構思，就係話，喺成<seng4>個土地分享嘅過程當中，唔
係淨係地產商獨有。係應該大家一齊分享個發展過程。呢<ni1>個我認為係幾重要嘅。 
涂：唔解決大財團同政治體制，尤其是包括埋中央政府呢<ni1>個結合，係控制咗個選舉結果嘅話呢，
er，我相信呢，解決唔到<2>你所講嘅稅制。 
MC1：806。 
（叮） 
李：市民對於壟斷係好討厭嘅。改革稅制呢，係一個方向。負責任嘅政府呢，係需要啟動稅制嘅改革
諮詢。但係呢，喺短期嚟講，香港有龐大嘅財政盈餘，我認為先用好盈餘去處理貧富嘅差距，幫一啲
有需要嘅人士，係當務之急。然後呢，就就住稅制而家嘅 er，稅收狹窄，或者係其它嘅問題再作廣泛
嘅討論。 
00：11：10 
何：我相信未來嘅政府一定要呢，縮窄貧富懸殊，能夠呢，係改善基層嘅生活。係……（叮） 
00：11：17 
陳：我覺得政府係要考慮其它而家一啲扭曲咗嘅現狀，我覺得一個成<seng4>個政府嘅規劃，各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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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一個政策出番嚟，就好似當年……（叮） 
00：11：25 
李：短期政府要減輕<heng1>中產人士嘅稅務負擔，我哋提倡免差<caai1>餉，減  ……（叮） 
劉：我想請<ceng2>民主黨解釋呢，點解佢哋係要加差<caai1>餉，由五個 percent到五點五個 percent，
加重<cung5>中產嘅負擔，呢<ni1>個係……（叮） 
00：11：42 
MC2：好。多謝你嘅問題，但係呢，所有人嘅時間<3>都用哂喇。 
MC1：先休息一陣。陣間番嚟會有個“送大禮”同埋自由辯論嘅環節。 
00：11：49 
（音樂） 
00：11：53 
MC1：立即進入“送大禮”同埋自由辯論嘅環節，每張名單會有三分五十秒嘅時間<3>發言嘅。先請
<ceng2>801送出你嘅大禮。 
00：12：02 
鄺：網上金句：“香港要贏，劉江華就要輸。”我就話：民，“輸：就係曾<zang1>蔭權；贏：就民建聯。”
事實上呢，呢<ni1>個嘅香港有一百二十六萬窮人，樓價係全宇宙頭三甲；港鐵車費一加再加，真係
要多謝民建聯。你哋有行政會<6>議成員、有局長<zoeng2>，有副局長<zoeng2>。政策你有份<2>制訂，
霸權你有份<2>推動，貧富懸殊你有份<2>助紂為虐。最無恥嘅係，有好嘢就你哋爭取；有衰嘢就即刻
散水。香港啲樓<2>賣到咁貴，就唔關你事；支持，你，港鐵上<5>市，家吓車費咁貴，你就乜都唔知；
強<5>推洗腦教育，你就不理民意呀<3>。話班學生<saang1>係政治工具，我就話你哋最無恥呀<3>。
我鄺俊宇今日送民建聯十隻字：“沒有最無恥，只有更無恥。”呢<ni1>個銀<2>送俾你嘅，劉江華。 
00：12：45 
劉：我諗呢，佢太睇得起我喇。所有嘅嘢都話我身上。但係我哋覺得市民係提醒<seng2>我哋，喺選
舉過程當中，大家係互指不是。喺選舉過後呢，喺議會<2>呢，又互扯後腿。其實係唔應該嘅。我就
覺得應該係集中精力，搞好民生，呢<ni1>個最重要。 
00：13：06 
何：劉江華，想問你一個問題嘅，有無<mou5>“政治責任”呢<ni1>樣嘢？有無<mou5>政治道德呢<ni1>
樣嘢？入得行政會<2>係咪完全唔使<sai2>分擔政治責任，有衰嘢就俾曾<zang1>蔭權、有衰嘢就俾董
建華，係咪？ 
00：13：18 
劉：如果你話要政治責任呢，何俊仁議員，你作為…… 
何：（我唔係行政會<6>議一部分<6>喎……） 
劉：民主黨嘅…… 
何：（我唔係執政，我唔係執政……） 
劉：你作為民主黨嘅主席…… 
何：（聯盟一部分<6>……） 
劉：你既有漏報，亦有誠信問題，亦有利益衝突…… 
何：（我而家講緊政治責任……） 
劉：問題 
何：（入咗行政會<6>議嘅政治責任……） 
劉：你喺黨裡<leoi5>頭，應唔應該負上…… 
何：（你唔好……） 
劉：政治責任呢？ 
何：（轉<zyun2>移視線話題……） 
MC2：唔該哂。 
劉：作為政黨主席，…… 
MC2：請<ceng2>805。 
MC1：805，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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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應該負上政治責任呢？ 
MC2：805。 
劉：何俊仁議員…… 
何：（轉<zyun2>移視線，逃避責任……） 
劉：何俊仁議員，我而家問緊你…… 
何：（你而家逃避責任……） 
劉：你應唔應該負上政治責任呢？ 
何：（轉<zyun2>移視線。） 
MC2：OKay。兩位請<ceng2>停一停，805。 
00：13：46 
馮：劉江華，你係民選嘅議員呀<3>，但係點解你唔能夠代表將軍澳嘅市民去反對政府擴大呢<ni1>一
個堆填區？反而要投贊成票呢？你叫人點解唔鬧你呢？ 
00：13：58 
劉：阿基哥，我想問你，如果啲垃圾唔去堆填區，去邊度呢？ 
00：14：02 
馮：有好多嘅方法，首先要做好呢<ni1>一個垃圾分類，同埋香港人要自己識得環保，呢<ni1>個教育
工作唔重視，點搞呢？ 
00：14：10 
劉：咁你屋企嘅垃圾而家去邊度嘅呢？ 
00：14：13 
馮：而家你哋香港政府係花錢去堆填區，係唔肯花錢去做好呢<ni1>個垃圾分類…… 
劉：唔係。你嘅垃圾，你今天你屋企嘅垃圾去邊度嘅？ 
馮：答咗你，不重<cung4>覆。 
劉：唔係，去邊度㗎？ 
00：14：23 
MC1：802。 
涂：我想問吓劉江華，但係你民建聯就反對嗰個堆填區喎，咁你係咪會問民建聯，你應該問吓李慧琼
啦，係嗎<3>？即變咗人家而家問你就政治裡<leoi5>邊<6>嘅問責，係你點樣<2>去，er，係咪好嘢就
民建聯，衰嘅呢，就係曾< zang1>蔭權，就係咁簡單？ 
00：14：40 
劉：我哋喺行會<2>裡<leoi5>頭係反映市民嘅心聲，我舉個例子，長<zoeng2>者話俾我哋聽< teng1>，
佢兩文<1>搭車，只係得兩日嘅時間<3>，我哋呢，係向政府提出。政府而家呢係實施咗，係長<zoeng2>
者可以兩文<1>搭車，呢<ni1>個咪就係我哋嘅政治嘅責任囉。 
00：15：00 
涂：（好……） 
劉：我哋要反映俾市民  …… 
涂：（咁，你就好……） 
劉：意見  …… 
涂：（好嘢就民建聯囉，……） 
劉：我會，我會承認  …… 
涂：（就係咁嘅意思呀嘛。） 
劉：我會承認，我哋唔係完全完美，正如涂謹申議員  …… 
涂：（唔係，你，你諗吓你  ……） 
劉：我相信  …… 
涂：（你喺行政會<2>裡<leoi5>邊<6> ……） 
劉：你都唔會認為你  …… 
涂：（過往十五年  ……） 
劉：自己完全完美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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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無<mou5>人完美  ……） 
劉：今天喺議會<2> …… 
涂：（但係而家唔係完美……） 
劉：今天喺議會<2> …… 
涂：（而係過往，呢十五年嘅時候  ……） 
劉：每日  …… 
涂：（如果做得咁差  ……） 
劉：都係拉布、掟嘢  …… 
涂：（係咪你要咁樣呢？負責呢？） 
劉：你係唔係須要負責呢？ 
涂：[聽不清錯] 
MC1：好，唔該哂，805。 
劉：拖拖拉拉，蹉跎歲月，你係咪須要負責呢？ 
00：15：25 
MC1：好，唔該哂，805。 
00：15：27 
馮：呢<ni1>家八月嘅競選期間有兩個地區嘅長<zoeng2>者搞呢<ni1>一個嘅論壇，我哋都有去；你哋
民建聯兩位都不出席，你仲話重視長<zoeng2>者嘅問題？ 
劉：呀<3>！基哥。你舊年<2>呢成<seng4>個，成<seng4>年呢，三十個法案委員會<2>，你一個都無
<mou5>參與喎，點解呢？ 
馮：我哋一路都  …… 
劉：（你話民生  ……） 
馮：我哋一路都重視民生嘅工作  …… 
劉：（點解你唔參與？） 
馮：民生嘅工作係我嘅重點  …… 
劉：（一個都唔參加喎  ……） 
馮：到番轉頭，我都問番你，响大會<2>…… 
劉：（基哥呀，你答番我呢<ni1>一個問題  ……） 
馮：舊年<2>，响舊年<2>嘅…… 
劉：（三十個  ……） 
馮：週三嘅大會<2>上面，點解…… 
劉：（法案委員會<2>，點解你無<mou5>出席？） 
馮：有成<seng4>廿九個嘅，只得廿九個嘅質詢，同埋只得一個嘅動議同埋修訂，我本人有八個嘅動
議修訂，五十九個質詢，多你一倍。 
劉：基哥呀，其實你喺財委會<2>有廿一次投票，二十席，二十次都缺席，其實你有無<mou5>喺議會
<2>㗎，其實？ 
馮：你亦都有…… 
劉：你好似好賴喎。 
馮：缺席嘅投票…… 
劉：你好似係懶蟲嚟嘅喎。 
馮：馮檢基係廿一次，而劉江華係三十四次，…… 
劉：你係大懶蟲嚟嘅喎。 
馮：李慧琼係十八次，…… 
MC2：（唔該哂，兩位。） 
馮：陳鑑林廿七次，…… 
MC2：（請<ceng2>802繼續送大禮。） 
馮：黃，黃定光四十次。 
00：16：26 



  7 / 18 
 

區：我哋呢，想代呢<ni1>個雷曼苦主呢，送一樣嘢俾民建聯。呢<ni1>張係，呢<ni1>張係剪報嚟嘅，
吓<2>。呢<ni1>個就叫做：跪你先肯做，民意如朝露。點解呀？吓<2>？你呢<ni1>個劉江華，當年呀
<3>，嚟到去話，喺議會<2>外面，口口聲<seng1>聲<seng1>話去幫啲雷曼苦主，入到去呢就話唔跟，
最後要人地跪你，你先嚟去做。拖後腿係你，無恥嘅係你。特權法你先去嚟去跟，所以我就想話：你，
其實拖後腿係你呀<3>。香港要贏，劉江華就要輸！ 
00：16；58 
劉：其實你搞錯喇<3>。我哋有支持成立調<tiu4>查委員會<2>。 
涂：（係，要跪你先呀嘛。） 
劉：我哋嘅成員亦都有參與，  …… 
涂：（要人地跪你你先肯呀嘛。） 
劉：亦都呢，係去到呢中銀嗰度，…… 
區：（係咪要跪你你先嚟到去撤回國民教育呢？） 
劉：係切實去解決嗰個賠償問題…… 
涂：但係你今次呢…… 
劉：呢<ni1>個就係一直我哋…… 
涂：連啲學生<saang1>絕食呢…… 
劉：所做嘅工作，…… 
涂：你都唔肯撤回呀嘛。 
劉：我想問番你，究竟，…… 
涂：你係咪絕食都唔肯撤回吖？ 
劉：如果我哋咁樣<2>做有啲乜嘢問題呢？我哋有乜嘢問題呢？ 
00：17：21 
涂：唔係喇<3>，你連絕食都唔肯撤回喎。 
劉：我想問番嗰位呀，  …… 
涂：我想問你，而家撤唔撤回國民教育呀？ 
劉：阿區<au1>生<saang1>，我想問番你呀<3>，我有咩嘢問題呢？支持咗喇<3>，我哋去遊說喇<3>，
賠償喇<3>…… 
涂：你係咪下<5>下<5>都要跪你…… 
劉：有乜問題呢？唔係…… 
涂：你先至做呢？ 
劉：你，你請<ceng2>佢答好嘛？ 
涂：我想問你，我想阿劉江華答…… 
劉：你俾佢答，好唔好呀<3>？ 
涂：我想阿劉江華答，…… 
劉：係。 
涂：係咪下<5>下<5>都要跪你，…… 
劉：唔係呀<3>。 
涂：絕食，要用咁嘅手段先呢？ 
劉：我哋成個過程呢…… 
涂：咁樣<2>香港點得呀<3>？ 
00：17：43 
劉：都係反映咗整個民情、民意，最後就係咁樣<2>做法喇<3>。 
[人聲：聽不清楚] 
MC1：好，請<ceng2>805。 
劉：就係咁樣<2>做法喇<3>。 
馮：劉江華，民建聯係“僞民生派”。 
劉：哦，如果阿基哥呢，你連財委會<2>都無<mou5>投票，法委會<2>都無<mou5>出席…… 
馮：對唔住，我係有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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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點解你會係所謂“民生派”？ 
馮：（你喺大會<2>上係無<mou5>投票三十四次。） 
劉：你完全係…… 
MC2：801。 
馮：黃定光四十次。 
劉：無<mou5>出席到，係唔啱嘅。 
MC2：801，請<ceng2>發言。 
MC1：801。 
00：18：05 
何：劉江華，再提番你呀，…… 
劉：唔。 
何：沙士嘅時候呢，死咗二百九十九人，你哋都唔肯去調查呀<3>！你哋投反對票呀<3>，記唔記得呀
<3>？ 
00：18：14 
劉：你哋搞錯啦。 
何：你哋有無<mou5>心喺到㗎？ 
劉：我哋係一定有參與嗰個調<tiu4>查委員會<2>， 
何：你有參與，但係…… 
劉：何議員…… 
何：你反對，…… 
劉：你有無<mou5>搞錯呀？ 
何：你反對成立…… 
劉：我哋有參與到。 
何：調查委員會<2>…… 
劉：有參與過，…… 
何：（你有參與因為<6>通過咗。） 
劉：全部有參與。 
MC1：801你或者俾 804答咗先。 
劉：何議員，你應該俾我答嘅。我哋有參與，你哋所數<sou2>嘅嘢，全部我哋喺議會<2>有參與，有
記錄嘅。 
何：但係你反對…… 
劉：唔好冤枉我哋。 
男：你反對成立查委員會。 
何：成立調查委員會<2>呀嘛！ 
劉：我哋有參與。 
男：點解反對成立呀？ 
[多種聲音，聽不清楚。] 
MC1：唔該哂，咁多位。 
00：18：37 
MC2：好，而家我哋請<ceng2> 803送大禮。 
白：我要送嘅大禮呢，就係俾香港人，全香港嘅選民，係我自己。一個喺香港長<zoeng2>大，同香港
好多人有直接關係、對話嘅，深愛香港嘅人。同時，我亦都有十三年嘅歐美，er，學習呀<3>，同埋
居住嘅，即係西洋文明、文化嘅洗禮。所以我覺得今次呢，兩邊嘅政黨，喺 er過去香港回歸十五年，
令到香港唔淨止無<mou5>改變，係改變到呢，非常之悲慘。所以我希望香港人趁呢<ni1>個時候呢就，
用一個奇蹟，送我呢<ni1>個真正獨立、敢言，同埋為<6>大家設想嘅人，我哋大家可以一齊盡訴心中
情。 
MC2：（請<ceng2>注意你嘅時間<3>。） 
白：送我入 er，立法會<2>。可以監督啲政黨同埋監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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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2：好。 
白：好多謝各位。 
劉：我想送一面鏡俾民主黨。經常呢，佢地有口話人，無<mou5>口話自己。自己本身呢，係經常呢，
係犯，譬如話，係誠信嘅問題喇，係嘛？利益衝突嘅問題喇，漏報嘅問題喇，所以我想送俾何俊仁同
埋涂謹申議員。你兩位啲“匯標事件”……（叮） 
MC2：有無<mou5>回應<3>，801？ 
MC1：（801？） 
鄺：各位市民呢，我真係好佩服劉江華嗰個塑膠笑容，佢好似係一個推銷雷曼債券嘅 sale屎，推銷債
券嗰陣時就笑騎騎，到真係做唔到<2>嗰陣時，帶錯香港人行<haang4>錯路又唔道歉，今日，我真係
佩服，晚輩佩服。 
MC2：有無<mou5>其它回應<3>？ 
MC1：如果無<mou5>嘅話，係進入自由辯論嘅環節。你哋可以去提問或者質詢對手嘅。802。 
00：20：27 
涂：我想問吓 er，因為<6>劉江華用哂喇<3>，我問下李慧琼喇，er，兩鐵合拼嘅時候呢，其中一個黃
金機會<6>呢，你係可以令到有一個票價穩定基金呢，係幫到市民嘅。點解當時咁黃金嘅機會<6>，關
鍵嘅時候，你又係唔贊成我哋嘅修訂，點解會咁做呢？搞到而家車費咁貴嘅時候，你先至而家提出一
個票價穩定基金呢？ 
李：涂謹申，我諗你記錯咗喇<3>。民建聯早喺兩年前起，向特首提出施政報告建議嘅時候，已經提
出成立票價穩定基金。當時民主黨無<mou5>支持，我哋係一直…… 
涂：點解你喺…… 
李：支持票價穩定基金，…… 
涂：最關鍵嘅時候，係你力量係最高，你只要唔支持呢，政府就合拼唔到<2>兩鐵。嗰個時間<3>呢，
你嗰幾票係最關鍵性嘅，…… 
李：你當時…… 
涂：（點解你當時腳軟呢？） 
李：提出嗰個呢，係一個發展基金。我並不明白你…… 
涂：（嗰個……） 
李：當時嘅內容…… 
涂：（係我哋減低個車費嘅。） 
00：21：16 
李：我哋好清楚嘅係提出一個票價穩定基金，攞港鐵交俾政府嘅股息作為基金嘅種<2>子基金，…… 
涂：你係最關鍵嘅時候就…… 
李：去減輕<heng1>市民嘅負擔，…… 
涂：（腳軟。你點解次次都係咁嘅呢？） 
李：呢<ni1>個絕對並不是，呢<ni1>個係你誤導選民嘅一個講法。 
涂：你點解次次喺最關鍵嘅時候就腳軟，你最有力量嘅時候你唔做，你事後孔明，…… 
李：我哋係…… 
涂：你仲成功爭取…… 
李：支持有票價穩定基金，…… 
涂：你仲成功爭取…… 
李：點解你又唔支持…… 
涂：可加可減添。 
李：我哋一齊爭取票價穩定基金呢？ 
00：21：43 
涂：你係要而家先至爭取呀嘛。 
李：我不是…… 
涂：佢永遠都唔答你…… 
李：而家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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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係你兩年前…… 
李：請<ceng2>你…… 
涂：但係點解唔係你最有力量嘅時候，你記住，運用議會<2>嘅票數，係最有力量嘅時候你先至用㗎<1>
嘛，點解你民建聯次次咁樣<2>腳軟呀<3>？ 
李：我哋…… 
涂：係咪因為<6>，因為<6>你有行政會<6>議喺到呀<3>？ 
李：一直都係有爭取票價穩定基金，係你無<mou5>同我哋一齊爭取，嗱，我要問番阿，…… 
涂：你最關鍵嘅時候腳軟嘅話<2>，…… 
李：馮檢基喇<3>，求先呢佢多次去…… 
涂：你事後先至爭取，講多都多餘喇<1>。 
李：批評我哋，將所有社會<2>嘅問題呢，就歸咎於民建聯。大家見到<2>，民主黨佢開記者會<2>都
公開講，其實佢喺立法會<2>裡<leoi5>邊<6>有九十幾個 percent嘅議案都支持政府，而家社會<2>有
問題就一啲事都唔關自己事，民協亦都係一樣，佢話所有事都係關其他人嘅事，自己就無<mou5>，
民協呢，…… 
馮：（對唔住，我無<mou5>咁講過。） 
李：就話佢呢，就話，佢嘅，佢嘅策略呢，就係，…… 
馮：你錯喇<3>啲資料。 
李：又傾又砌，但係喺議會<2>嘅記錄呢，我見唔到，你應該傾就唔去傾，應該砌就唔砌。馮檢基，
你二〇一〇，二〇一一至一二年度呢，法案委員會<2>成立咗三十個，你無<mou5>加入過任何一個法
案委員會<2>。 
MC2：好，805。 
李：你點樣<2>解釋呢？ 
MC2：805。 
李：我哋投票…… 
MC1：你俾時間<3>805去答一答。 
李：審批撥款嘅時候，呢<ni1>個係我哋立法會<2>議員重要嘅職責。 
MC2：Okay，李慧琼請<ceng2>俾時間<3>…… 
李：（二十次，二十一次表決，） 
MC2：805。 
李：你二十次無<mou5>參與，你點樣<2>解釋呢？ 
MC2：805。 
00：23：00 
馮：作為一個嘅議員呢，係有好多嘅功能。立法係一個功能，批款係一個功能，改善民生亦都係一個
功能。我都 er，有關改善民生嘅政策會<6>議上面呢，最重要嗰幾個議會<2> er，法案委員會<2>我都
有入，包括房屋、包括福利、包括勞工、包括呢<ni1>個發展。個問題就係話，响過往幾年裡<leoi5>
邊<6>，我就住滅貧呢<ni1>個工作小組呢，曾經係幫到我哋一班嘅低收入人士爭取…… 
李：馮檢基，…… 
馮：呢<ni1>一個呢，係呢<ni1>個係“夥伴倡自強”，令到呢<ni1>個社企都可以存在，並且幫到<2>千
幾個人就業，…… 
李：馮檢基，你無<mou5>答到…… 
MC1：好。或者我哋係呢<ni1>一度先休息一陣先，我哋陣間番嚟繼續“送大禮”同埋自由辯論嘅環節嘅。 
00：23：39 
（音樂） 
00：23：43 
MC2：第三個環節番嚟呢，我哋繼續有送大禮嘅，先請<ceng2>805。 
馮：梁振英上台唔夠三個月，樓價飄升。佢話過唔擴大呢<ni1>個自由行，而家出爾反爾，而家更加
要搞埋我哋啲小朋友，搞好呢<ni1>個，推，推出呢<ni1>一個洗腦嘅國民教育。三個月已經咁喇，三
年之後點呢？五年之後更加甚喇<3>。民建聯無論係政治同埋民生問題上面，去到最後投票嘅關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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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都係“保皇”。如果香港人愛惜香港，繼續維持我哋香港嘅價值，請<ceng2>你一定要出嚟投票，
不能投白票，讓我哋民主派响超級區議會<2>選舉，贏取最後嘅第五席，或者我哋民主派嘅第三席。
請<ceng2>支持民主派，支持 805號嘅馮檢基、許錦成團隊<deoi2>。 
00：24：27 
李：馮檢基呢，又係話將社會<2>問題呢，就，推，推俾民建聯。喺議會<2>呢，係一個“又傾又砌”
嘅地方，但睇番呢，馮檢基係議會<2>裡<leoi5>邊<6>…… 
馮：你知唔知…… 
李：究竟，究竟你有無<mou5>，…… 
馮：你哋領匯嘅事件<2>上邊<6>，…… 
李：表態，有無<mou5>投票呢？ 
馮：係出賣咗公屋居民同埋中小企呀？ 
李：你二〇一一、一二年度，有八十三次記名嘅表決裡<leoi5>邊<6>，你有四十三次，係不出席投票。
你不投票反對外傭居港權，不投票減輕<heng1>中產人士負擔，不投票改革強<5>積金計劃。仲有，你
係無<mou5>，舊年<2>係無<mou5>參加過任何法案嘅委員會<2>。各位市民，我哋而家係選立法會<2>
議員。立法會<2>最重要嘅其中一個功能就係制訂法例，審議法案。我查過喇<3>，你四年裡<leoi5>
邊<6>呢，只係參加咗三個法案委員會<2>嘅啫。馮檢基，我想問你係咪一個稱<3>職嘅立法會<2>議員
呢？你所享受嘅抗爭，er，搞社企，其實你並不需要一定要參加立法會<2>選舉。 
00：25：24 
馮：對唔住喇<3>。你呢，你出席 er，可能投票多都唔定，但係你嘅投票呢，就係反對 er，又唔支持
呢<ni1>個六四問題呀<3>，又 er，喺兩電嘅公開賬目你又反對呀<3>，er，保護新聞自由你哋又不同
意呀<3>，原來你嘅出席就係“保皇”呀嘛！ 
00：25：40 
李：你呢，就係以偏概全，扭曲咗我哋嘅投票記<2>錄…… 
馮：你知唔知你哋嘅成員黃定光四十次無<mou5>投票，劉江華卅四次喺星期三裡<leoi5>邊<6>無
<mou5>投票，點解你唔怪吓你哋自己人呢？ 
李：民建聯呢，係有…… 
馮：你先先治好自己家先喇<1>！ 
李：清晰嘅立場，喺議會<2>裡<leoi5>邊<6>有投票記<2>錄嘅。但係我揾咗好耐民協，係揾唔到你嘅
投票記<2>錄。你係有八十三次記名表決裡<leoi5>邊<6>，四十三次無<mou5>投票，無<mou5>表態。
呢<ni1>個咪就係你可以及後將所有嘅責任推俾其他人呢？法案委員會<2>請你正面回答。法案委員會
<2>審議法例、制訂法例係立法會<2>重要職責，點解你喺舊年<2>一個法案委員會<2>都唔參加？ 
MC2：好，我必須…… 
李：（一首樓……） 
MC2：提一提呢…… 
李：（我哋劏房嘅政策……） 
MC2：806你要留番啲時間<3>俾自己送大禮，好嘛？你，請<ceng2>你送自己嘅大禮，806。 
李：我個女<2>呢，呢<ni1>排一路都有留意選舉嘅事情。佢話，辯論吵吵鬧鬧，議會<2>吵吵鬧鬧。
佢畫<waak6>咗一幅畫< waa2>，叫做“香港的明天”，希望我送俾大家。圖畫< waa2>裡<leoi5>邊<6>呢，
係一班充滿朝氣嘅小朋友，齊心合力，建設香港。社會<2>無<mou5>可能無<mou5>矛盾，但係唔應
該對立同埋對抗。議會<2>有紛爭，但係唔一定須要你死我活，有你無<mou5>我。讓我哋一齊，齊心
做事，理性討論，共同建設……（叮） 
MC2：好。多謝你，806你用完自己嘅時間<3>喇<3>。 
MC1：（你嘅時間<3>已經用完喇<3>，801。） 
00：26：54 
鄺：要香港有一個明天嘅話<2>，就要取消國民教育。李慧琼，你嘅立場！ 
MC1：佢已經無<mou5>時間<3>回應<3>你喇<3>，802。 
何：其實呢，你嘅女<2>，好，遲啲可能同你講，如果佢呢<ni1>個理想要實現嘅話<2>呢，媽媽爸爸，
媽媽喇<1>吓，繼續再去“保皇”呢，香港真係無<mou5>運行<haang4>。民建聯會贏，但係香港會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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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2：802。 
涂：李慧琼呢，之前佢話佢唔會用政府嗰個，er，教材指引呢，嚟教佢個女<2>，所以佢個女<2>可能
會正常。但你就要令到其他嘅小朋友被洗腦。我覺得，希望你一陣間喺結束嘅時候回應<3>。 
00：27：31 
白：我要送啲，er，勸告俾李慧琼。因為<6>你明知道香港嘅父母同埋孩子都唔鍾意強<5>制性嘅國民
教育，你係都要佢地試三年。咁你可唔可以話，er，你明知道吸毒同埋入歡場唔好，咁你要你個女<2>
去試下吸毒或者入歡場，同埋信任啲恩客呢？所以希望你唔好再勉強<5>我哋香港人喇<3>。呢<ni1>
個係我送俾你嘅禮。 
MC1、MC2：805。 
00：28：03 
馮：我嘅重點工作係啲民生嘅工作。除咗求先講嘅社企去幫啲弱勢工友之外呢，我哋滅貧小組呢，係
令到，係呢<ni1>一個嘅交津，係，推出嚟，呢<ni1>個係我哋逼扶貧小組嘅成績。另外我想一樣反映
就係話，領匯上市你哋支持，撤銷公屋租金上限你哋又支持，原來你嘅出席就係支持政府，為害中小
企、為害我哋公屋居民。 
何：er，大家睇得到<2>呢，即係，民建聯你作為一個管治團隊<deoi2>，你有無<mou5>負你嘅責任？
正話你哋話差<caai1>餉啲問題，民主黨提咗嘅加零點五呢，萬五文租嗰個沙長<zoeng2>租值嗰啲樓<2>
呢，只係加多七十五文，一，一季。呢<ni1>啲問題你話如果中產關心嘅，中產更加關心咩嘢呀<3>？
就係你哋強<5>逼洗腦嘅國民教育！呢<ni1>啲先更加關心。依家其實要求好簡單之嘛，你不如將佢結
合公民教育，做好啲歷史嘅教育，增加大家嘅國民嘅意識，公民嘅意識，能夠掌握世界嘅價值觀，普
世嘅，er ，er，核心價值，呢<ni1>啲先至重要呀嘛。但你哋唔係。淨係講民族自豪呀<3>，歌功頌德
呀<3>，呢<ni1>啲就係中產最唔想見到<2>嘅嘢。咁呢<ni1>個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你成<seng4>
日講嚟講去嘅雙非，依家搞到呢<ni1>幾年嚟呢，從開頭一年得一千幾百人，依家搞到幾萬人一年，
然後先去鍘。你哋行政會<6>議做啲咩嘢呢？唔係睇住啲數字、啲人口政策委員會<2>無<mou5>做到
<2>嘢！貧富懸殊咁嚴重，你就容許取消扶貧委員會<2>，你哋點對得住香港人呢？連道歉都唔需要？ 
MC1：好，唔該哂。跟住我哋請<ceng2>807送出佢嘅大禮。 
00：29：42 
陳：唔該哂。各位市民，呢<ni1>個係一個補水面膜<mok2>。我哋送俾所有嘅打工仔女<2>，令佢哋而
家挨得咁辛苦呢，舒服番少少。而當中最重要呢就話，開工呢，就應該有補水嘅。而家就咁樣：有開
工嘅時間<3>，無<mou5>收工時間<3>。而開工嚟講呢，亦都無<mou5>水補嘅。我哋覺得咁極之唔合
理。好老實講，我哋睇番我哋嘅之前，九七前，打工仔喺市場上有議價能力。你試吓呀嗱。老闆要你
加班，唔單止有，有水補，仲有點樣<2>呢，仲可以送啲叉燒飯你食。而家唔係嘅，而家就由於係強
資本、弱勞工。打工仔女<2>唔夠膽同老闆講，驚講完之後呢，無<mou5>咗份工。所以，因此我哋覺
得係需要政府出手。我哋希望政府去立法一個標準工時，令到打工仔呢，有開工時間<3>，有收工時
間<3>，加班有水補。我好希望你哋在座咁多人呢都支持我哋。各位朋友，我好希望你哋支持我哋，
因為<6>新一屆議會<2>裡<leoi5>邊<6>呢，即係我哋工聯會<2>，全力去推一個，我哋叫標準工時。 
MC1：好喇<3>，…… 
陳：主持。 
MC1：你用咗好長時間<3>喇<3>去做呢<ni1>個大禮喇<3>。 
陳：唔係，我想問人咋我，…… 
MC1：好。 
陳：我就發覺有啲人無<mou5>時間<3>，我就想六個人都問哂佢哋，因為<6>立法會<2>係靠大家一齊
嚟支持先至過到啲咁重要嘅法案。我就想問何俊仁，你就答我係或唔係啦。如果我哋工聯會<2>提出
一個叫做我哋嘅標準工時，你支唔支持我哋呢？或者詳細啲講吓。 
何：其實民主黨都提緊㗎喇已經，要有標準工時，有最高工時同埋超時補薪。 
陳：嗱，你要…… 
何：不過最緊要一樣嘢呢，你同時，你哋廢咗個集體談判權呀<3>，應該盡快支持，即係爭取，拎番
嚟立法會<2>…… 
陳：唔緊要，我一陣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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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呢<ni1>個係緊要呀，大家知唔知呀，…… 
陳：你唔使<sai2>擔心，…… 
何：如果打工仔無<mou5>咗呢<ni1>個集體議價權呢，係好慘㗎。 
00：31：39 
陳：你唔使<sai2>擔心，我一定會答你。我想講，你支持咗呢<ni1>個呢，我有個條件嘅，你講嚟講去
標準工時，er，最高工時係唔同嘢嚟㗎。 
何：緊係知，緊係知道唔同啦。 
陳：嗱，我想講…… 
何：市民都知道嘅喇。 
陳：我哋講嘅呢，就係每個禮拜四十四小時。 
何：四十四加六十。 
陳：超過咗之後呢，如果加班就要補水。你可以要<1>求補水，兩，或者要求補水係呢<ni1>個工半都
得。問題最重要，要大家清楚啲之後呢，到時就唔好修訂我哋呢，就好似我哋咁慘。好喇<3>，跟住
問，我要留啲時間<3>。涂謹申，同樣想問你，不過你既然阿何俊仁都支持，我就唔問你喇<3>。白姐
<4>姐<1>，白姐<4>姐<1>你本身你 er，有無<mou5>時間<3>添呀<3>？無<mou5>啦<4>？ 
MC2：有。 
陳：劉江華，…… 
MC2：白姐<4>姐<1>有時間<3>。 
陳：白姐<4>姐<1>，你支唔支持我呀<3>？入咗去之後，支持我哋，等大家靚一靚咁樣。 
白：嗱，我就支持 er，自由經濟嘅，因為<6>我覺得呢，你所提出嘅嘢，令到好多中小企呀<3>，小生
意無<mou5>得做，…… 
陳：（多謝你。） 
白：同埋有啲  …… 
陳：即係你反對啦？唔緊要。我問劉江華。劉江華，你無<mou5>時間<3>啦<4>，咁慘呀？ 
MC1：係呀<3>，佢要哂啲時間<3>喇<3>。 
陳：咁我問吓，er，馮檢基。馮檢基 er，你答我。你要支持定唔支持呢？ 
馮：民協九十年代已經提出喇<3>，嫻姐<1>。我相信你知嘅。 
陳：Okay。嗱，具體內容都支持喎，唔好到時修訂，左修訂，就用修訂嚟否決我哋呢<ni1>個大嘅原
則，好嘛？ 
00：32：55 
馮：如果你嘅內容合理就得。 
陳：剛才講咗啦。四廿四小時，加班你可以用一個補水。補水可以補兩倍，可以補工半。最後大家落
一個決定。好喇<3>，我仲想問下 er，李慧琼，你都無<mou5>時間<3>嗱？ 
MC2：無<mou5>時間<3>喇<3>，李慧琼。 
00：33：10 
陳：主持，er，係咪有補水，補時間<3>佢哋㗎？Okay，我答你。有關呢<ni1>個係，er, er，集體談判，
你知唔知道呢<ni1>條法例係無<mou5>經過審議，作為律師嘅你呢，要完全明白嘅。唔審議嘅法律咁
重要…… 
何：大家，大家知道呢…… 
陳：就可以通過咩？ 
何：你可以通過咗佢，修訂㗎<1>嘛，再去。 
陳：我亦都再三講一句，吓<2>，…… 
何：你可以修訂咗佢，唔須要廢㗎<1>嘛！ 
陳：嗱，我好少時間<3>，你聽<teng1>我講先…… 
何：廢咗就無<mou5>咗㗎喇<3>，知唔知呀！ 
陳：你唔好斷章取義…… 
何：無<mou5>咗呢<ni1>個議程喇<3>，以後。 
陳：當中一個好重要嘅內容就話，一個只係企業有談判，唔係一個中央，全港性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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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唔緊要！你應該修訂佢。你入得立法會<2>就應該修訂佢，就唔應該廢咗佢！ 
陳：你係斷章取義…… 
何：你廢咗佢，就無<mou5>哂！ 
MC1：好。或者俾 802發言。802想發言。 
涂：er，我擺咗喺心裡< leoi5>邊<6>好耐嘅呢，我希望嫻姐<1>諗一諗，當時高鐵撥款嘅時候呢，係一
個黃金機會<6>呢，你哋係可以要<1>求呢，就係本地工人就可以優先嘅，參與嘅，呢<ni1>啲工作。
但點解嗰陣時你唔贊成呢<ni1>個議案擺落去呢？ 
陳：嗱，呢<ni1>個過程當中呢，好老實講，我要，都同我同事提過呢<ni1>個意見，但當時基於佢哋
個理解，我明白你嘅意見嘅，多謝你。好，仲有無<mou5>人想答我呢<ni1>個呢？ 
涂：你“多謝你”！你覺得要唔要，要唔要道歉呢？ 
男：（你知唔知仲有……呢個補水……） 
涂：要唔要道歉呢？ 
陳：我想問呢，你先答我呢<ni1>個問題。你個問題好簡單嘅，我實答到你㗎。 
涂：唔係，你唔係話你講過就得㗎<1>嘛…… 
陳：你先答我先…… 
涂：嗱，你記住…… 
陳：嗱，而家問埋你喇<3>，你支唔支持我哋…… 
涂：你而家，嗱，你，你如果要做超級……，我支持呀<3>，你都話唔使問我喇。 
陳：係嘛？Okay。因為<6>呢，…… 
涂：因為<6>同你會唔會道歉…… 
陳：Okay。 
涂：因為<6>，鄭耀棠喺行政會<2>，就喺度局住去支持，就唔能夠加條尾落去。 
陳：我無<mou5>時間<3>，我留番三秒先吓<2>。 
涂：關鍵嘅時間<3>，關鍵嘅時間<3>，你就腳軟，就係咁之嘛。 
MC1：801。 
鄺：嫻姐<1>，你曾經同我講過，年輕人，唔熟書，唔好亂咁講。我番去好努力咁睇哂所有歷史。時
光倒流嘅話，你會唔會贊成集體談判權，九七年時。（叮） 
00：34：45 
男：（我哋一路都支持……） 
陳：我哋一路都好支持，一路做緊呢<ni1>件……（叮） 
MC2：好喇。唔該哂各位，我哋休息一陣，下一節番嚟繼續。 
00：34：51 
（音樂） 
MC1：番番嚟最後一個環節，我哋繼續自由辯論。由於剛才嘅辯論好激烈，我哋每一張名單呢，會俾
多三十秒嘅時間<3>俾大家發言。咁即係話呢，已經用哂時間<3>嘅名單呢，喺呢<ni1>一節都可以加
入自由辯論嘅。803。 
00：35：11 
白：我求先，er，回應<3>阿嫻姐<1>未講完，佢就要一刀切咁，話我係反對。其實呢，呢<ni1>種<2>
做法呢，都係好似共產黨嘅。但係香港呢，就係一個自由嘅社會<2>，所以呢，我哋係應該係大家從
長計議，咁要適合大部分<6>香港人嘅做法，同埋我係相信自由經濟嘅。我唔希望有好多嘢令到我哋
嘅中小企呀<3>同埋好多想做工嘅人 er無<mou5>機會<6>做。因為<6>呢<ni1>啲最低工資呀<3>、最高
工時呀<3>，係令到好多人有工唔做得。嚡，非常之悲慘。所以希望你嫻姐<1>，唔好用共產黨嘅方法，
嚟喺香港呢<ni1>個自由社會<2>進行。咁我另外呢，就想 er er送阿馮檢基 er一啲 er忠告<guk1>嘅。
馮檢基，你成日話 er“邊砌邊講”喇，但係你喺議會<2>度，超過二十年嘞，你砌咗啲乜嘢，講咗乜嘢
出嚟呢？反而呢，你得咗一個叫做“民協秦始皇”嘅外號。咁，點解呢？就係你為<6>咗自己嘅 er著
<zoek6>數呢，就將你自己嘅黨員都犧牲埋，er，  er，然之後，為<6>咗自己要…… 
MC2：好，我哋不然俾啲時間<3>807…… 
白：（分贓，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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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2：同埋 805去回應<3>你嘅問題呀，好嗎？ 
白：（係呀，我到嗰道喇<3>，……） 
MC2：807。 
白：（分贓……） 
MC2：807。 
陳：係。我覺得香港好多元化嘅。做我代表基層打工仔女<2>，我一定將我嘅理念講出嚟。白姐<4>
姐<1>，你接唔接受係無<mou5>問題嘅。多謝你嘅包容。 
00：36：52 
MC2：805。 
馮：我哋民協喺民生上面嘅工作大家知，特別區裡<leoi5>邊<6>更加知。我喺九龍西呢，喺好多嘅排
隊<2>裡<leoi5>邊<6>呢，都係排第一嘅。對番你正話嗰個問題呢…… 
白：（你淨係乜都要第一呀嘛。） 
馮：我哋…… 
白：（你自己乜都第一……） 
馮：只係出超級同埋呢<ni1>一個九龍西。到番轉頭，對我哋不利嘅，…… 
白：（你犧牲咗你嘅黨員……） 
馮：你睇下嫻姐<1>佢地有五席嘅票。我哋希望能夠攞多啲票，…… 
MC1：（你俾佢答完先喇，803。係。） 
白：（黨員嘅利益都唔俾呀，你點會俾香港人有利益㗎。） 
馮：我嘅做法就正正反映咗我哋力爭民主派嘅第三席！ 
MC2：804。 
00：37：20 
劉：我想追問番何俊仁議員嗰個加差<caai1>餉嘅問題，你好似輕輕咁講話七廿五文<1>，但係租金越
貴，嗰個加幅就越大，所以呢，何俊仁議員你係咪要交代下點解喺呢<ni1>個時候要加重<cung5>中產
嘅負擔？ 
MC2：801。 
劉：你有無<mou5>徵詢過佢哋嘅意見呢？ 
00：37：38 
何：如果豪宅加多少少，我相信唔介意。但係我話俾你聽<teng1>，如果萬五文<1>嗰啲呢，只係每季
加多七十五文<1>，我相信亦都…… 
劉：何俊仁議員…… 
何：唔係一個大問題…… 
劉：大部分<6>嘅…… 
何：但我哋爭取咗要寬減差<caai1>餉…… 
劉：何，何俊仁議員呀<3>…… 
何：尤其是使<sai2>到呢，低價嘅樓<2>，要減差<caai1>餉。 
劉：大部分<6>嘅太古城、第一城、嘉湖山莊甚至，都要被你去影響，你點解要  ……（叮） 
MC2：（好，劉江華你用完……） 
MC1：（好，用完哂你嘅時間<3>嘞。） 
何：嗰七十五文<1>嘅差<caai1>餉呢，對佢哋嚟講，國民教育遠遠緊要得多啦<3>。 
劉：好。 
何：如果你真係為<6>咗中產關心嘅嘢嚟到著<zoek6>想呢，唔該你喇，停咗國民教育佢喇，唔好再洗
腦喇，好唔好？ 
MC2：802。 
00：38：17 
涂：我都覺得求先白姐<4>姐<1>嘅問題幾有趣，都未講過嘅。而家香港人真係越嚟越呢，對於啲天使
<si3>面孔嘅共產黨或者係笑騎騎呀<3>，好似…… 
白：共…… 



  16 / 18 
 

何：都係好人嘅共產黨，其實真係會俾佢矇騙喎。我覺得係唔係真係會咁容易就呃到香港人呢？ 
白：俾我回答。 
涂：吓。 
白：涂謹申，我覺得你呀<3>真係矇騙咗香港人啦<3>。 
涂：我唔係共產黨呀嘛？ 
白：嗱，你最反對呢<ni1>個，er …… 
涂：我唔係共產黨卦？ 
白：你係偽民主派呀嘛？ 
涂：偽共產黨。 
白：你話反對功能組別呀嘛。你當其時應該同鄭家富一樣去辭退吖，但係你而家又去參加功能組別…… 
涂：所以我會…… 
白：嚟去分贓…… 
涂：親手殺咗佢。 
白：有著<zoek6>數就好。 
涂：你攞到<2>幾十萬嘅選票嚟到…… 
白：係呀。你自己製做出嚟嘅，就等於你自己生個仔出嚟，…… 
MC2：806。 
涂：你會千秋萬代㗎<1>嘛。 
白：你會殺咗佢咩？ 
涂：你會千秋萬代，繼續去保留、眷戀呀嘛。 
MC2：好，唔該哂。806。 
涂：呢<ni1>個就係我同你嘅分別嘞。 
白：你如果生個仔出嚟就殺咗佢，我就信你。 
MC2：請<ceng2>兩位停一停，806。 
MC1：請<ceng2>806。 
00：39：12 
李：我想追問番何俊仁差<caai1>餉三級制呢<ni1>一個提議。民建聯呢，就知道中產呢，交稅多，福
利少，已經生活壓力好大，我哋會提減差<caai1>餉、減地租。求先你講金額細，但係唔係金額嘅問題，
而係你係概念嘅問題。你係咪認為中產而家生活負擔仲唔夠大，仲要改革稅制去加重<cung5>佢哋嘅
負擔呢？你可唔可以清楚回答呢？你係咪認為中產仲需要加稅，仲需要承受更多嘅生活壓力呢？（叮） 
00：39：42 
何：我哋係爭取寬免……（叮） 
MC1：好，你哋兩位都用哂時間<3>喇<3>。 
MC2：（好，er，六號同一號嘅時間<3>）都用完喇<3>。請<ceng2>繼續。 
MC1：805。 
許：民建聯成<seng4>日都話，扮關注民生。但係論壇，劏房<2>論壇你無<mou5>出席，青年論壇無
<mou5>出席，長<zoeng2>者論壇無<mou5>出席，貧窮問題嘅論壇無<mou5>出席，李慧琼，你答一答，
點解呢<ni1>啲嘅論壇，係咁民生嘅問題，你都唔出席呢？ 
MC2：六號已經無<mou5>哂時間。 
MC1：（好。806已經無<mou5>時間），請<ceng2>803。 
白：何俊仁，我係送個禮俾你。你話，即係，要救香港呀嘛，救到而家你自己啲黨員呀<3>，全部都
要告急呀<3>。仲有呀<3>，我哋香港呢<ni1>十五年咁慘，就係你呢<ni1>啲黨，唔係真正為<6>香…… 
MC2：好。三號你嘅時間<3>用完。 
MC1：802。 
涂：我諗李慧琼呢，你五個嘅候選人呢，對一啲民生同埋啲小市民嘅論壇你唔去呢，其實你係有一種
嘅蔑視嘅。你明白你係行政會<6>議嘅成員，你做咗四年嘅立法會<2>，你如果咁嘅態度嘅話<2>呢，
你係咁功利、咁計算嘅話<2>呢，我希望呢，即係，咁即係好差嘅，真係。（叮） 
MC1：好，802你嘅時間<3>亦都用完嘞。Er，呢<ni1>家呢<ni1>個環節呢，就只係得番 807有十七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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嘅，仲有 805嘅八秒。啊，你係咪想發言呀<3>？ 
馮：嫻姐<1>先喇。 
陳：我 er，或者係要答番何俊仁嘅問題。作為集體談判熟識工會<2>嘅人呢，當時法例要上<5>嘅時候
呢，勞工界都有意見。你知道一個集體談判，佢而家講嘅係企業，每一個行<hong4>業，同一個咁嘅
全港性，你知唔知令工會<2>打，打起上<5>嚟㗎？點……（叮） 
MC2：好，五號吓<2>，有八秒嘅時間<3>，請<ceng2>講。 
馮：民建聯喺民主問題上面，我哋不信任佢。喺民生問題上面，頭先講過雷曼、領匯，以至租金封頂……
（叮） 
MC2：好，唔該哂大家，所有嘅辯論時間<3>已經用完喇<3>。而家進入去總結嘅時候。 
MC1：總結時間<3>，每張名單會有十五秒嘅。先請<ceng2>807。 
00：41：45 
陳：各位，你一票好重要。民調<tiu4>有上<5>有落。當人哋講陳婉嫻夠票，你唔好信。你呢<ni1>票
係能夠令我重<cung4>入番議會<2>。各位朋友，希望支持 807陳婉嫻。珍貴嘅一票，希望大家支持我。
多謝大家。多謝。（叮） 
00：42：01 
MC2：好，唔該哂，請<ceng2>806。 
李：有人話，呢<ni1>次選舉係乜嘢對決。香港唔再需要對決，我哋需要理性討論，解決問題，需要
對話。李慧琼選情真告急，懇請大家投票支持 806號李慧琼。多謝大家，806號李慧琼。（叮） 
00：42：19 
MC1：唔該哂，跟住有請<ceng2>805。 
馮：面對建制派嘅鐵票，泛民選情嚴峻。我冒險參加呢<ni1>一個超級區議會<2>選舉，隨時可以落馬。
我哋要力爭泛民嘅第三席。大家都唔想議會<2>裡<leoi5>邊<6>無<mou5>咗民協呢<ni1>個重民主、重
民生嘅一把聲音，請支持 805號馮…… 
M2：好，唔該哂你。請 804。 
劉：淨係識得鬧人呢，係好容易嘅。但係理性建設好艱難。我哋就係喺艱難嗰邊<6>。請<ceng2>你俾
多啲鼓勵，我劉江華選情嚴峻，每一票都不能少。希望大家出嚟，支持劉江華。（叮） 
00：42：55 
MC1：跟住有請<ceng2>803。 
白：全港九、新界、離島嘅選民，你哋都可以用選票送白韻琴 803號白姐<4>姐<1>入立法會<2>，我
同你哋一齊盡訴心中情，監督立法會<2>，改進民生，改進……（叮） 
MC 2：好，唔該哂你。請<ceng2>802。 
00：43：15 
涂：各位市民，我真係喺危險嘅邊緣我先至會告急。我會繼續行公義、好<3>憐憫。與我嘅上主同行，
服務呢<ni1>個社會<2>，多謝你。 
MC1：唔該哂，802。跟住請<ceng2>801。 
何：各位支持民主嘅朋友，喺呢<ni1>個超級區議會<2>選舉嗰度呢，絕對唔能夠投白票。你投白票，
就係幫咗保皇黨，幫咗民建聯、幫咗工聯會<2>。民主黨同大家並肩作戰二十年，呢個時候需要你……
（叮） 
MC 2：好，唔該哂七張名單嘅候選人。區議會<2>（第二）功能界別嘅辯論呢，係到此結束。亦都祝
大家呢，今後呢，係選舉工程順利。 
MC1：亦都提一提各位觀眾嘅，下個星期日九月九號朝早七點半到夜晚十點半，記住要抽時間<3>出
嚟。 
MC 2：做乜嘢呢？投下你神聖嘅兩票。時間<3>到，拜<1>拜。 
MC1：拜<1>拜。 
00：44：08 
（音樂） 
00：44：18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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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1：百年華工喺異地逆境求全。鐵路完工，中國人轉營洗衣館同餐館，仍然受盡白人無理打壓。 
男 2：She is a Chinese, so When I, er, Chinaman, Chinaman, wash my pants. 
男 3：Very very little, er, Chinese written on a menu, basically Canadian people didn’t understand what a 
Chinese food really was. 
男 1：華人移民史  – 金山客  – 下星期六晚七點三十五分。 
00：45：00   

 

 
非標記時文本內容以以下音標為準： 
   
嘅 ge3；立 laap6；會 wui5；論 leon6；請 cing2；區 keoi1；名 ming4；單 daan1；到  dou3；呢 ne1；
係 hai6；生 sang1；兩 loeng5；票 piu3；要 jiu3；屬 suk6；傳 cyun4；教 gaau3；計 gai3；共 gung6；
分 fan1；成 sing4；稱 cing1；年 nin4；參 caam1；爭 zang1；位 wai2；當 dong1；去 heoi3；為 wai4；
姐 ze1；中 zung1；好 hou2；說 syut3；贏 jeng4；華 waa4；親 can1；李 lei5；局 guk6；重 zung6；正
zing3；告 gou3；青 cing1；打 daa2；拼 ping3；邊 bin1；將 zoeng1；期 kei4；擴 kong3；啦 laa1；其  kei4；
核 hat6；近 gan6；思 si1；面  min6；相 soeng1；諗 lam2；車 ce1；干 gon1；長 coeng4；使 si2；擔
daam1；位 wai6；文 man4；差 caa1；上 soeng6；種 zung3；話 waa6；間 gaan1；覺 gok3；觀 gun1；
溝 kau1；更 gang3；無 mou4；行 hang4；解 gaai2；估 gu2；見 gin3；返 faan2；喇 laa1；呀 aa1；辦
baan6；偈 gai2；著 zoek6；硬 ngaang6；樣 joeng6；聽 ting3；數 sou3；檻 laam6；度 dou6；均 gwan1；
構 kau3；處 cyu3；廣 gong2；番 faan1；輕 hing1；倡 coeng1；曾 cang4；頭 tau4；費 fai3；份 fan6；
散 saan3；樓 lau4；吓 haa5；強 koeng4；洗 sai2；銀 ngan4；醒 sing2；應 jing1；治 zi6；裡 leoi5；轉
zyun3；反 faan2；阿 aa3；㗎 gaa3；咪 mai6；嗎 maa1；質 zat1；朝 ziu1；聲 sing1；下 haa6；派 paai3；
調 diu6；奇 kei4；塑 sok3；券 gyun3；量 loeng6；件 gin6；記 gei3；錄 luk6；畫 waak6；被 bei6；領
ling55；隊 deoi6；女 neoi5；膜 mok6；姐 ze2；啦 laa1；靚 leng3；喇 laa3；斷 dyun6；房 fong4；易
ji6；拜 baai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