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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ription   

 

Name of the Programme:  香港電台 2012 立法會選舉論壇  –  地區直選（新界西） 

Date: 01/09/2012 

MC1:  謝志峰（男） 

MC2:  魏綺珊（女） 

Transcriber: Roy Yu   

 

 

00:00:00（音樂） 

 

00:00:31 

MC1：各位，今日來<lei4>到由香港電台制作，二零一二立法會<2>選舉論壇嘅係

新界西嘅候選人。 

 

MC2：十六張選舉名單裡面，除咗十三號嘅陳強名單選擇唔出席之外，其餘嘅名

單已經到齊囉<lo3>喎。 

 

MC1：係。咁喺呢<ni1>個選區裡面呢，我哋會選出呢係九位<2>立法會<2>議員

嘅。宜家進入呢就係「政綱介紹」時候，先請一號候選人。 

 

00:00:52 

梁志祥（男）：各位<2>市民，大家好！我係一號──梁志祥，致力發展新界西嘅

經濟，增加更……更多嘅本地就業，請<ceng2>支持我──一號，梁志祥，多謝

大家。 

 

00:01:03 

麥美娟（女）：大家好！我係二號工聯會嘅麥<mat6>美娟。工聯會六十幾年來

<lei4>，一直都係撐<caang3>勞工，為基層<can4>。今次我哋參選，我哋嘅主要

政綱係：抗霸權、反壟斷、脫貧窮。請支持二號工聯會麥<mat6>美娟。誓保我哋…… 

 

00:01:19 

陳樹英（女）：大家好！我係三號陳樹英。二十年來<lei4>，我為民主打拼，紮根

新界西，聯同我嘅團隊，幫過數以萬計嘅街坊。請<ceng2>大家支持我哋──三

號陳樹英、黃偉賢、李洪波、黃麗嫦、何杏梅團隊。 

 

00:01:36 

陳素玲（女）：人民力量喺短短一年<lin4>間，做咗好多告急黨做唔到嘅嘢，我<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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哋透過拉布，拉倒五<m5>司十四局，擱置網絡廿三，亦都成功爭取咗回水六千

文<man1>，希望大家唔好再姑息養奸，抗拒中國模式民主黨，支持四號陳偉業

團隊。 

 

00:01:51 

麥業成（男）：大家好！我係民主陣線，五<m5>號麥<mat6>業成。由於宜家港共

政權亂港，加上議會<2>保皇當道，通過好多不利民生<san1>議案，例如：領匯

嘅上市、公屋<nguk1>嘅加租，所以請<ceng2>大家支持五<m5>號麥<mat6>業成

進入立法…… 

 

00:02:07 

曾健成（男）：面對西環治港、豺狼當道，與其運用九萬票，送兩位惜<sek3>身

嘅泛民入去，倒不如用三萬票，支持一個奮不顧身、鬥智鬥勇嘅阿牛。為民請命，

香港要贏。 

 

00:02:23 

郭家麒（男）：面對來勢洶洶嘅國<gok3>民教育，公民黨力抗赤化、堅守公義。

余若薇有十二年議會<2>經驗，議會<2>唔可以冇咗佢，請支持七號公民黨──郭

<gok3>家麒、余若薇團隊，多謝你。 

 

00:02:35 

田北辰（男）：我<o5>田北辰，一向夠膽色、敢講真話、肯<han2>做實事，我<o5>

一路以來<lei4>，都係……<e6>……想為未來，如果你<lei5>哋想未來四年有一位

議員，敢向大家講真話嘅，請…… 

 

00:02:51 

何君堯（男）：我<o5>係九號獨立<lap6>候選人──何君堯，我<o5>希望以我<o5>

專業理性嘅經驗同埋態度，為大家服務。過去十七年<lin4>，我<o5>係為香港律

師會義務工作，上屆嘅會長。敢言發聲，為全香…… 

 

00:03:06 

陳一華（男）：回歸以來<lei4>呢，香港人係搵到錢喇<laa3>，但我哋嘅快樂指數

呢，係不斷嘅下滑。我參選係要推動一個人心改變嘅工程，同埋提供全人關顧嘅

服務，我希望大家支持十號──陳一華。 

 

00:03:22 

梁耀忠（男）：阿達，有冇聽過地產霸權呀？ 

黃潤達（男）：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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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男）：咁經濟霸權呢？ 

黃潤達（男）：領匯、中電咪係囉！ 

梁耀忠（男）：政治霸權呢？ 

黃潤達（男）：小圈子選舉嘅特<dat6>首同埋功能組別！ 

梁耀忠（男）：對我哋有咩影響呀？ 

黃潤達（男）：佢<heoi>哋就係侵佔我哋嘅權益，壓<ngaat3>榨我哋嘅生活！所以

我哋參選就係為咗踢走啲霸權。請大家支持我哋，十一號，梁耀忠、黃潤達。 

 

00:03:37 

陳恆鑌（男）：大家好！我係十二號，民建聯嘅陳恆鑌。我<o5>哋團隊長期紮根

喺社區，關注民生。今次希望係將健康嘅聲音、建設嘅力量，帶入立法會<2>。

二零一二，投十二。 

 

00:03:52 

李永達（男）：我李永達，會繼續致力敦促政府增建公屋<nguk1>、居屋<nguk1>，

令人人有個安樂窩；我<o5>會爭取民主，反對洗腦<lou5>式國<gok3>民教育。請

支持我，十四號，李永達嘅團隊，多謝大家。 

 

00:04:06 

李卓人（男）：今屆立法會<2>選情嚴峻，民調<tiu4>顯示呢，我未能穩得一席，

請……有墮馬危機。請大家撐<caang3>勞工，撐<caang3>民主嘅朋友，大家出來

<lei4>投票，支持我哋工黨，十五號、十五號，李卓人…… 

 

00:04:21 

譚耀宗（男）：新界西呢<le1>，幅員廣闊，人口眾多，民建聯<nyun4>希望將我

哋嘅服務做得更加深入、細緻，所以我哋呢<ni1>次呢，係派咗三個團隊出來<lei4>

參選，我哋希望新界西嘅朋友，能夠支持我哋民建聯<nyun4>嘅各個團…… 

 

00:04:38 

MC2：唔該晒十五張名單發表佢哋嘅政綱㗎<gak3>，跟住落來<lei4>呢<le1>，我

<o5>哋進入「政策答問」嘅環節。 

 

MC1：<e6>……第一個問題呢，係由我提出嘅，呢<ni1>度呢係有一幅，今日《明

報網》嘅新聞照片。請<ceng2>問大家見到呢<ni1>幅新聞照片嘅時候，聯想到乜

嘢嘅政策、情況呢？大家會唔會選擇去現場睇睇究竟啲咩事，對啲學生<saang1>

講啲乜嘢嘢呢？如果你<lei5>選擇唔去現場嘅話，會唔會打個電話俾梁振英，同

佢講幾句說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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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06 

李永達（男）：我<o5>覺得俾中學生<saang1>咁絕食呢<le1>，梁振英係冇良心嘅！

佢應該立<lap6>即要撤回呢<ni1>個洗腦<lou5>式嘅國<gok3>民教育。我<o5>係支

持呢<ni1>班學生<saang1>嘅。 

 

00:05:18 

余若薇（女）：我<o5>不但只係尋<kam4>日去過<go3>，我<o5>今日下晝都會去。

其實尋<kam4>日梁振英去過㗎<gak3>，但係啲學生<saang1>都同佢講咗，佢淨係

做 Show，佢根本聽唔到啲學生<saang1>講乜嘢，唔係反對國民教育咁簡單，而

係呢<ni1>個係洗腦嘅教育，希望政府係快啲嘅撤回。 

 

00:05:36 

陳一華（男）：我<o5>昨晚已經係去過<go3>呢<ni1>個現場呢，去同一啲嘅學生

<saang1>來<lei4>到去打打氣㗎<gak3>喇<laa3>。咁呀，對於呢<ni1>個國<gok3>

民教育呢，我認為呢，係要先擱置，再去咨詢，就唔好強<koeng5>推。 

 

00:05:48 

陳樹英（女）：我係向學生<saang1>呢係致敬嘅，我覺得佢哋嘅勇氣同埋熱誠係

非常之令人之欽佩。我<o5>唔單止我哋成個團隊，今日會去聲援，我哋呢係呼籲

全港市民都要一齊來<lei4>爭取，擱置洗腦國民教育。 

 

00:06:05 

黃潤達（男）：呢<ni1>……呢<ni1>幅照片令到我諗起呢，六<nuk6>四天安<ngon1>

門事件<2>，呢<ni1>到呢亦都係一批年青人呢，好希望呢，要求撤回呢<li1>個國

<gok3>民教育。咁我哋亦都會，下晝亦都會呢去參與佢<heoi2>哋嘅集會，去支

持佢<heoi2>哋。 

 

00:06:17 

曾健成（男）：你<lei5>睇我身體力行，痛心疾首，呢<lei1>個反洗腦<lou5>教育。

我哋覺得：呢<li1>個洗腦<lou5>教育呢<le1>，如果<go2>保皇黨放棄呢<le1>，咁

就呢<li1>班人唔使<sai2>再……再絕食㗎喇。大家一齊去聲援呢班學生<saang1>。 

 

00:06:31 

李卓人（男）：尋<kam4>晚呢，我去探過啲絕食嘅學生，即<ze1>係我諗<lam5>

全香港，大家做家長都會覺得好心痛，但係呢，睇下民建聯、工聯會答都唔答，

到底你哋點睇呢<ji1>個洗腦<lou5>嘅國<gok3>民教育？其實呢<ji1>個國民

<gok3>教育，根本係共產黨想控制我哋思想，你哋，唔該你哋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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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48 

陳偉業（男）：我見到班學生<saang1>絕食呢，我自己差唔多喊咗出來<lei4>，諗

<lam2>起廿三年前，另一班嘅學生<saang1>嘅絕食。中國<gok3>冇民主、香港冇

民主呢，年<lin4>青一代係受好大嘅苦楚。你<lei5>哋呢<li1>一班保皇黨如果有良

心嘅，應該立即要求政府，撤回同取消呢<li1>個洗腦<lou5>嘅國<gok3>民教育！ 

 

00:07:10 

陳恆鑌（男）：我<o5>覺得應該係希望幾位同學保重身體。喺剛才發言嘅，冇人

關注過呢<li1>幾位同學嘅身體，反而你<lei5>哋係喺度指罵、指罵、再指罵！ 

 

00:07:22 

李卓人（男）：但佢<heoi5>哋絕食都係因為你哋呀，撐<caang3>國<gok3>民教育！ 

 

00:07:26 

MC1：呀……請<ceng2>主持人叫先發言……請<ceng2>主持人叫先發言。 

 

曾健成（男）：貓哭老鼠假慈悲！ 

 

00:07:28 

譚耀宗（男）：我哋民建聯係反對洗腦<lou5>教育嘅！我哋喺呢度亦都呼籲下啲

學生<saang1>，呀，注意身體嘅問題。 

 

00:07:36 

田北辰（男）：學民係一啲好堅持嘅年青人，我都係一個好堅持嘅人，我好欣賞

佢哋。早幾日我知道之後呢，我都決定今日論壇之後，我會去探佢哋，同佢哋坐

低，正式去溝通，到底我嘅睇法佢明唔明，我亦都想聽下佢哋嘅睇法。 

 

00:07:53 

曾健成（男）：民建聯唔好偷換概念<lim6>，你<lei5>係支持宜<ji1>家推行嘅國

<gok3>民教育，你<lei5>係害呢<li1>班學生<saang1>去絕食嘅，你<lei5>係迫佢走

上街頭。 

 

00:08:03 

麥業成（男）：學生<saang1>係我哋社會嘅棟樑，未來嘅希望，而學生<saang1>

都要絕食去反對推行所謂政治洗腦<lou5>國<gok3>民教育，正正係政府呢<le1>，

係非常之可恥，我<o5>覺得梁振英應該要落台。同埋呼籲全港市民去支持呢<li1>

班學生<sa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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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18 

余若薇（女）：國民教育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呢<ni1>個《中國國情手冊》呀，

呢<ni1>個係呢<ni1>個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工聯會同埋民建聯都有人喺呢<ni1>度

負責㗎！佢哋會唔會為呢<ni1>件事向大眾道歉，向呢<ni1>班學生道歉？ 

 

00:08:34 

李永達（男）：譚耀宗就學咗梁振英嘅語言「偽」術，虛偽個「偽」，你<lei5>根

本係支持共產黨洗腦<lou5>式嘅國<gok3>民教育，你<lei5>可唔可以作一個有良

心嘅人，要求梁振英立<lap6>即撤回呢個洗腦<lou5>式嘅國<gok3>民教育科呢

<le1>？ 

 

00:08:50 

麥美娟（女）：我<o5>覺得呢<le1>，要道歉嘅呢<le1>，應該係余若薇向工聯會道

歉，唔好屈我哋，話嗰本教材令到啲學生去絕食。我<o5>想話：主持人，唔去探

絕食嘅學生，唔等於唔關心佢哋，我哋好關心佢哋，不過<go3>唔中意做 Show！ 

 

00:09:05 

梁志祥（男）：<e6>……我好欣賞呢班學生<saang1>嘅堅持，我就希望政府多啲

聽佢哋意見，繼續就住呢<ni1>個問題呢<le1>去討論。 

 

00:09:13 

曾健成（男）：民建聯個譚耀宗啲仔孫呢，就喺澳洲享受嗰個國<gok3>民教育呢

<le1>就係：國<gok3>旗、國<gok3>歌係任學生批判嘅，而我哋宜<ji1>家所謂教育

手冊呢<le1>，就係叫學生批判學生，等於文鬥呀！等於文革<kaap3>呀！你<lei5>

宜<ji1>家講緊乜嘢呀？你<lei5>害死呀下一代呀！你<lei5>啲仔呀、孫呀走晒！你

<lei5>害死我哋留喺香港啲下一代呀！ 

 

00:09:36 

何君堯（男）：身體髮膚，受諸父母，我<o5>相信宜家呢，係佢哋父母應該關照

返宜家嘅仔女<leoi5>。咁呀……絕食，我唔贊同，我亦都唔會去聲援，我……但

係我<o5>欣賞佢哋嘅智慧，與其係咁，發揮佢智慧，來<lai4>去辯論下呢<ni1>個

國民教育嘅嗰個內容重好。 

 

00:09:53 

李卓人（男）：其實絕食嘅同學呢最擔心呢就係，即<ze1>係要洗腦<lou5>到呢，

愛國<gok3>就一定要愛黨，所以即<ze1>係民建聯呢，其實你哋覺得：結束一黨

專政，建設民主中國<gok3>。愛唔愛國<gok3>呢？梁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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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07 

MC1：呀……呢<ni1>個……唔可以要求人哋答問題嘅！好喇！我哋由於時間

呢，不如喺度呢就休息一間先，咁第二個回合返來<lei4>呢，我哋繼續呢「政策

答問」嘅時候。 

 

00:10:16（音樂） 

 

00:10:21 

MC2：歡迎繼續收睇《新界西選舉論壇》。我哋繼續「政策答問」嘅環節。喺呢

<ni1>一度呢，我哋開一個新嘅問題喇<laa3>。想問一問大家：贊唔贊成取消原居

民嘅丁權呢？ 

 

00:10:32 

MC1 & MC2：三號。 

 

陳樹英（女）：我哋民主黨婦女委員會呢<le1>，曾經兩次去聯會國就呢<li1>個問

題呢<le1>係表示意見。聯會國呢都認為呢<li1>一個性別歧視嘅政策，需要呢

<le1>……係呀……即<ze1>係去檢討，所以我哋認為呢<le1>，政府必須要深入檢

討呢<li1>一個嘅政策，取消……達至長遠取消丁屋<nguk1>政策嘅目標嘅。 

 

00:10:55 

MC1：九號。 

 

何君堯（男）：<e6>……我<o5>哋唔應該就咁將呢<ni1>樣嘢單一抽出來<lei4>睇，

因為佢係《基本法》裡面<bin6>第四十條賦予一個保障，係整體都要睇我<o5>哋

嘅《基本法》，呢<ni1>個係我<o5>哋核心價值，多謝。 

 

00:11:06 

MC2：十號。 

 

陳一華（男）：丁屋<nguk1>呢<ni1>個嘅議題呢，我個人覺得，就……現在呢，

最緊要就係諗<lam5>諗<lam5>：香港呢係一個地少人多嘅一個咁嘅環境，咁所以

呢<ni1>個政策呢，應該再要去檢討㗎<gak3>；另一方面，我亦都覺得：人人呢，

應該平等嘅。 

 

00:11:24 

MC1：十五<m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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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男）：其實呢，香港嘅地係有限，但丁權係無限，根本呢<ji1>個政策冇

可能<lang4>持續落去，一定要即刻<kak1>檢討，要取消呢<ji1>個丁屋<nguk1>政

策，因為對城市人呢，或者其他原……非原居民，係非常之唔公平嘅。 

 

00:11:38 

MC2：七號。 

 

余若薇（女）：其實呢<li1>個丁屋政策呢<le1>，就係導致三輸嘅局面嘅，因為你

<lei5>睇到呢<le1>，政府係預留好多地畀呢<ni1>啲丁屋，成<seng4>日都唔用，

申請丁權嗰啲人呢又等好耐，但係香港人呢，成<seng4>日話都唔夠地，所以絕

對應該係檢討，做一個三贏嘅方案，釋放呢<ni1>啲土地出來<lei4>，同有丁權嘅

人去商討。但我想問返呀……何君堯呀，因為頭先佢就話呢<ni1>個係《基本法》

四十條嘅保障呀<aa1>，但係冇保障非法僭建丁屋喎？ 

 

00:12:06 

MC1：請<ceng2>一號。 

 

梁志祥（男）：我……我正想呢<le1>同余若薇講，你<lei5>係律師呀<aa1>嘛。其

實丁屋<nguk1>政策就喺七十年<lin4>代，港英政府年<lin4>代定落來<lei4>一個政

策，呢<lei1>個政策嘅推行，就係由於當時係冇其他房屋<nguk1>政策，係需要有

一啲房屋<nguk1>政策，俾原居民呢<le1>去興建房屋<nguk1>嘅，咁呢<li1>一種

政策，其實係畀到一啲人呢<le1>係安居樂業。宜家到呢<li1>個時候，係咪要檢

討？我……我係同意去檢討，但係唔贊成即時要取消或者係要取消呢<li1>種政

策，希望能<lang4>夠呢<le1>，係令到更多人有安居樂業嘅機會。我覺得呢<ni1>

個係最重要嘅。 

 

00:12:43 

MC2：十四號。 

 

李永達（男）：林鄭月娥<o4>講過<go3>：土地有限，丁權係無限嘅。所以要立<lap6>

即要檢討，同埋呢<le1>，你<lei5>要諗<lam5>個方式係有個截龍嘅時間；同埋，

坦白講，梁志祥講話：有住屋需要。好多丁權都拎<lak1>咗去買賣賺錢，點解要

歧視市區嘅人呢？ 

 

00:13:02 

MC1：十一號。 

 

黃潤達（男）：丁屋<nguk1>嘅問題係一個歷史嘅問題啦，雖然我哋要尊重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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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oi5>哋嘅權利，咁但係香港的確係地少人多，的確係需要呢<le1>，係盡快去

檢討有關嘅政策嘅。 

 

00:13:12 

MC1：一號。 

 

梁志祥（男）：其實，丁權呢，要喺土地上面建呢<le1>，其實都大部分係私家土

地，所以大家唔好誤<m6>會咗呢<le1>，政府會拎<lak1>土地出來<lei4>畀人起屋

<nguk1>嘅。 

 

00:13:23 

MC2：三號。 

 

黃偉賢（男）：梁志祥，宜家丁屋<nguk1>政策已經變晒質喇，宜家已經成為大地

產商嘅發財工具，佢哋去新界收購啲丁權來<lei4>起丁屋<nguk1>，賺大錢㗎喇。 

 

00:13:35 

MC2：九號。 

 

何君堯（男）：私人財產係點處理呢，我<o5>哋一定要尊重，宜家嘅丁屋係用……

建……建構喺私人土地上面<bin6>。我<o5>哋唔會因為係李澤楷<gaai1>，佢係李

嘉誠有咁多錢，我<o5>哋眼<aan2>紅佢，呢<ni1>啲佢自己嘅權利。搞清楚！ 

 

00:13:48 

MC1：四號。 

 

陳偉業（男）：丁屋<nguk1>政策係一個歷史問題，其實有好多封建嘅思想喺度㗎
<gak3>，呢<li1>啲歷史問題要解決，長遠呢應該係要取消呢<ni1>個丁屋<nguk1>

嘅政策。 

 

00:13:57 

MC1：十二號。 

 

陳恆鑌（男）：原居民對社會係有貢獻，佢哋貢獻咗自己嘅土地出來<lei4>，興

建……<e6>……即<ze1>係宜家嘅市區，咁同時呢<le1>，佢哋亦都係，呀……即

<ze1>係有佢哋嘅傳統權益，但係我<o5>認識好多原居民，佢哋雖然有丁權，亦

都係搵唔到地方，呢<ni1>啲問題，政府都要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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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14 

MC2：五號。 

 

麥業成（男）：丁屋<nguk1>係一個歷史嘅問題，不過<go3>，有個問題，就係：

好多原居民因為有丁屋<nguk1>個權利，導致到申請唔到公屋<nguk1>，申請唔到

居屋<nguk1>，特別係啲冇錢嘅原居民。咁而個問題就，令到佢哋有時就因為擁

有……所謂擁有無形嘅丁權，而導致申請唔到應有嗰個公……<e3>……嗰個房屋

<nguk1>政策，所以我覺得應該全面檢討呢<li1>個丁屋<nguk1>嘅政策，特<dap6>

別係今日喺香港來<lei4>講，原居民佢<heoi5>哋嗰個丁屋<nguk1>已經係有部分

變咗質，有出售丁權，但出售咗丁權之後呢<le1>，帶來<lei4>一個苦況呢<le1>，

就係佢申請唔到公屋<nguk1>、居……居屋<nguk1>。所以，喺呢<li1>個情況底下，

我<o5>覺得政府係應該從速去檢討呢<li1>啲丁屋<nguk1>政策，係……係適

合…… 

 

00:14:59 

MC2：頭先大家都提到話……<aam6>……丁權受到《基本法》保障，大家贊唔

贊成係二零四七年嘅時候去檢討㗎<gak3>？八號。 

 

田北辰（男）：丁權係《基本法》賦予原居民嘅一個憲制上嘅權益，我<o5>覺得

現時呢，喺呢<ni1>個頭五十年呢，我<o5>哋係好難<laan4>去……<aa4>……去檢

討呢<ni1>樣嘢，但係我係同意呀，將來呢<le1>，我<o5>哋一定要廣<gong2>泛、

深入去同各個持份者去解決呢<ni1>件事，提出一個可持續性嘅方案。 

 

00:15:29 

MC1：<aa4>……梁振英最近呢就推出咗呢就有……好多招，吓……去解決呢

<ni1>一個……<e4>……樓價嘅問題，大家覺得呢<ni1>一啲咁嘅招數，邊啲招數

最有效？邊啲……啲……不足呢？需唔需要即時推出「港人港地」呢？ 

 

00:15:42 

李永達（男）：我<o5>覺得梁振英宜家呢<le1>就係地產商最好嘅朋<pan4>友，「港

人港地」係壓<ngaat3>抑炒賣，佢都唔做；同埋，坦白說：宜家佢嗰啲建議呢<le1>，

都係小修小補，係做唔到大工作，佢一定要有一個全面嘅土地、房屋政策。 

 

00:15:57 

黃潤達（男）：阿梁振英提出嘅「梁十招」呢<le1>，其實大部分都係翻炒佢以前

嘅一啲佢講過<go3>嘅說話，就算一啲新嘅政策嘅力度都係不足，都係杯水車薪，

根本解決唔到宜家呢<le1>係置業問題，或者係基層市民住屋嘅困難嘅問題。

咁……佢有一招……有一招呢<le1>係，就係預售，即係加快預售樓花，其實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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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faan1>轉，反而俾呢<li1>個地產商可以加快呢<le1>係將佢<heoi5>資金回籠，

呢<ni1>個呢，其實就無助於解決市民嘅……嘅住屋<nguk1>嘅困難嘅。 

 

梁耀忠（男）：所以我哋覺得呢亦……必需要係加快呢興建大量嘅公屋<nguk1>，

同埋，<e4>……公營房屋嘅，咁做先可以解決問題，特<dap6>別針對住年<lin4>

青人嘅朋友裡面<bin4>呢，更加需要呢<le1>……提供啲單位畀佢哋選擇。 

 

00:16:36 

MC1：一號。 

 

梁志祥（男）：加快推「港人港地」，增建公屋<nguk1>，同埋居屋<nguk1>、夾屋

<nguk1>。 

 

00:16:42 

麥美娟（女）：我<o5>哋工聯會係好期望梁振英要盡快實行佢喺競選時候講嘅「港

<gon2>人港<gon2>地」呢<ni1>個政策，因為我哋要保障我們香港<gon2>人嗰個

住屋嘅權利，要解決我哋市民住屋難嘅問題。其中有一招呢就係講<gon2>「置安

<ngong1>心」，「置安<ngong1>心」當年推出嘅時候呢<le1>，已經社會上面<bin4>

有好多人呢就係話：「置安<ngong1>心」幫唔到我哋嘅年青一代上樓嘅。所以我

<o5>覺得，「置安心」……與其我哋要推出「置安<ngong1>心」，不如我起多啲居

屋單位，等我哋多啲嘅年青下一代，佢哋可以透過居屋單位來<lei4>到上樓，或

者係公屋嘅居民佢哋可以有一個旋轉門。 

 

00:17:18 

曾健成（男）：梁振英同保皇黨一樣，選前就山盟海誓，選後就全無關係，正一

垃圾！ 

 

00:17:26 

MC1：八號。 

 

田北辰（男）：「梁十招」方向正確，力度完全不足，中小型單位三年之內講緊萬

二個，我<o5>已經同佢講過<go3>，淨係北環線呀，已經可以有五<m5>萬個單位，

到今日都未開始做。 

 

00:17:39 

陳偉業（男）：梁振英係大話精來<lei4>㗎，要改善呢<ni1>個房屋<nguk1>問題呢

<le1>，一定要興建呢<ni1>個公屋<nguk1>呀，每年<lin4>去到兩至三萬個，居屋

<nguk1>呢<le1>要五千到到一萬個，呢<li1>個問題呢<le1>，至能<lang4>夠幫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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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解決房屋<nguk1>問題。 

 

00:17:52 

何君堯（男）：「港人港地」呢<ni1>一個政策呢，我哋要小心，我<o5>唔係唔支

持，不過大家要注……注意呢<le1>就係：香港嘅成功呢，就有賴於佢自由經濟。

大家要考慮清楚！ 

 

00:18:01 

MC2：十號。 

 

陳一華（男）：宜家喺輪候冊上面<bin4>呢，有成<seng4>十八萬人，如果睇梁振

英嗰個建議呢<le1>，五<m5>年當中先係有六萬嘅……幾個單位，係好杯水車薪

㗎<gak3>，所以我要呼籲政府呢<le1>，大量呢供應土地呢<le1>，係加快來<lei4>

到興建呢<ni1>個公屋<nguk1>嘅。 

 

00:18:19 

MC1：十五<m5>號。 

 

李卓人（男）：咁呀「梁十招」都係啲假嘢來<lei4>嘅啫，即<ze3>係我諗<lam5>

「港人港地」係最實際。最近呢，我聽到屯門西鐵站上蓋已經炒到一萬三千文

<man1>一尺，搞到咁樣<joeng2>樣<joeng5>，而重唔推出「港人港地」，如果早

啲推出呢，就唔會俾人炒到咁貴。 

 

00:18:33 

MC1：十二號。 

 

陳恆鑌（男）：「港人港地」係需要處理複雜嘅法律問題，同時呢<le1>，我<o5>

覺得現時處理房屋呢<le1>，政府只有兩個板斧呢<le1>係唔夠，我<o5>建議呢

<le1>，係要多樣式，製造咗一個……<e6>……居民……<e6>……上樓嘅階梯，

咁樣<joeng2>先係最正確㗎<gak3>。 

 

00:18:50 

MC1：十六號。 

 

譚耀宗（男）：「梁十招」呢，我哋係歡迎嘅，因為呢可以起咗穩定樓價嘅作用。

「港人港地」呢<ni1>個問題呢，其實增建呢<ni1>個居屋<nguk1>呀、夾屋<nguk1>

呀，其實都係另外一個嘅「港人港地」嘅政策。私樓嗰方面呢，「港人港地」嘅

政策，我覺得，希望都能<lang4>夠盡快有所落實嘅。政府做嘢會……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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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會有人批評嘅，唔做嘢又會俾人批評，不過<go3>我覺得呢，應該要實事求是

嘅態度會比較好啲。 

 

00:19:19 

MC2：六號。 

 

曾健成（男）：結束一黨專政就得喇！ 

 

00:19:22 

MC2：四號。 

 

陳偉業（男）：「港人港地」其實係虛招來<lei4>，最實際就係大幅興建公屋

<nguk1>，同埋呢<li1>個增建呢<ni1>個居屋<nguk1>。 

 

00:19:29 

MC2：想問一問：關於處理垃圾嘅問題嘅。大家贊成應該垃圾係徵費呀<aa1>？

起多啲堆填區，定係起多啲焚化爐去處理呢<li1>個問題呢？ 

 

00:19:38 

MC1：四號。 

MC2：四號。 

 

陳偉業（男）：最實嘅方法就係立法強制呢<ni1>個嘅……即<ze1>係……<e4>……

來……嗰個源頭分類，呢<ni1>個係最實際同最有用嘅。 

 

00:19:47 

MC1：三號。 

MC2：三號。 

 

陳樹英（女）：如果<go2>垃圾收費嘅話呢<le1>，先要提供優惠嘅措施嘅，譬如

呢<le1>係要呀<aa6>……即<ze1>係咗嗰啲差<caai1>餉先啦，因為差<caai1>餉本

身就係愛<ngoi3>來<lei4>收垃圾㗎<kaa1>嘛！咁你呢<le1>係鼓勵咗啲人，如果你

<lei5>冇垃圾就唔使<sai2>畀差<caai1>餉。 

 

00:20:01 

MC1：二號。 

 

麥美娟（女）：其實呢，我都同意阿大嚿講：我<o5>哋應該最先就係喺源頭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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嗰度做起。而且透過源頭分類呢，我哋可以鼓勵香港嘅環保…… 

 

00:20:11 

MC1：十二號。 

 

陳恆鑌（男）：政府未做好源頭分類呢<le1>，就喺度講焚化爐呢<le1>，呢<ni1>

樣嘢係完全唔可以接受嘅，咁所以呢<le1>，我哋建議：佢係希望做好廚餘嘅回

收啦，同時呢<le1>，亦都要做好建築廢料嘅回收，喺多管齊下嘅做法呢<le1>，

之後……最後先可以同我哋討論其他嘅處理方式。 

 

00:20:30 

譚耀宗（男）：<e4>……關於呢<ni1>個問題呢，我諗要……<e4>……第一，要收

費嘅問題都要好小心，當然<jin2>，我哋都徵詢過好多市民意見，大家覺得呢<ni1>

個都係一個辦法，喺外國呢亦都有類似經驗，吓，咁呀特<dap6>別台灣都有過呢

<ni1>個咁嘅經驗。但係要收費嘅時候呢，我諗都要多啲，呀，聽<teng1>取市民

意見，同埋，喺具體落實收幾多錢嘅時候，都要好小心，特<dap6>別對於啲家庭

住戶嘅時候呢，若果一下增加咗…… 

 

00:20:55 

何君堯（男）：垃圾徵收費用，呢<ni1>個最後嘅手段，教育係最重要。垃圾分類，

政府一定要帶頭行<haang4>先。 

 

00:21:02 

田北辰（男）：我<o5>覺得垃圾收費可以考慮，但一定要廣<gong2>泛諮詢。 

 

00:21:05 

陳一華（男）：我個人係非常之贊成呢，先喺源頭嗰方面呢，處理好呢<ni1>個問

題先，因為呢，呢<ni1>一個……呢<ni1>個嘅分類垃圾呢，我哋一定要長時間呢

來<lei4>到去教育。 

 

00:21:15 

MC1：好，唔該晒各位朋友，咁呀時間差唔多喇，我哋宜家休息一陣間先呀，吓，

下一個環節係「送大禮」同埋自由辯論。 

 

00:21:21（音樂） 

 

00:21:26 

MC1：好喇，宜家到咗「送大禮」同埋自由辯論嘅時間喇。每個團隊呢喺呢<n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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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環節裡面<bin6>可以有兩分二十五<m5>秒時間。先請一號，送你嘅「大禮」。 

 

梁志祥（男）：我就將一個呢<le1>，就係開心笑容，吓，呢<ni1>個笑面送畀全港

嘅市民，特<dap6>別呢<le1>就係天水圍嘅市民添，因為最近陳樹英就話我哋天

水圍係一個悲情城市，其實，我哋天水圍嘅人好開心吓嘅，因為呢，大家都利用

數以千計時間來<lei4>呢，去服務返有需要嘅市民，所以呢，開心、快樂就係天

水圍嘅面目來<lei4>嘅，真正面貌來<lei4>嘅，我唔希望呢<le1>，有人呢<le1>

係……<e4>……呢<ni1>一個呢<le1>對天水圍……<e4>……呢<ni1>個……

<mam4>……即<ze1>係……不禮貌嘅對待，我希望還天水圍嘅居民嘅一個公道。

另外呢，我亦都送畀全港市民…… 

 

MC1：嗱！請<ceng2>你小心注意你嘅時間吓。 

 

梁志祥（男）：因為呢，因為全港市民呢，亦都係喺呢<li1>一段時間呢<le1>係好

唔開心，因為拉布啦、擲嘢啦，令到大家都唔開心，我亦都希望呢<le1>，立法

會<2>要重回正軌，去返我哋嘅笑面，多謝。 

 

00:22:28 

MC1：好。唔該晒。 

 

MC2：再提一提大家，唔好用多過三十秒時間去「送大禮」。十五<m5>號想回應

<3>。 

 

李卓人（男）：係喇！即<ze1>係民建聯送咗個領匯大禮畀成<seng4>個天水圍嘅

居民，搞到宜家天水圍居民呢，啲小商戶呢就被趕走，物價就好貴，咁佢哋點笑

得落呢？你哋會唔會向天水圍嘅居民道歉，你哋支持咗領匯上市呢？ 

 

00:22:47 

梁志祥（男）：你<lei5>呀偷換概念！你<lei5>呀偷換咗概念喇！宜家講緊呢，就

係我哋領匯上市，我都同你<lei5>答過啦，領匯上市就係因為當時房委會管理不

善，造成咗呢係幾乎破產咁滯，你<lei5>都知道嘅事呀<aa1>，但係當時你<lei5>

又唔出聲，呀，令到呢<le1>，領匯上市之後呢<le1>，更加呀……你<lei5>哋呢

<le1>，先至話呢<lei1>樣嗰樣。我認為呢<le1>，宜家嘅……好喇。 

 

李卓人（男）：但係民建聯係支持呀<aa1>？ 

 

00:23:15 

李卓人（男）：即<ze1>係我<o5>覺得，即<ze1>係梁志祥同民建聯都係死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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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跟住信政府話房委會唔掂，跟住兩年之後已經有盈餘喇，你知唔知㗎？ 

 

00:23:22 

陳樹英（女）：梁志祥真係十足共產黨，就報喜不報憂。嗰次去天水圍發展個社

區論壇，人哋吐幾多苦水，你<lei5>哋聽唔聽到呀？人哋講話托兒服務不足，婦

女支援就……就業支援不足，講呢<li1>一個交通費貴、講呢<li1>個租金貴，要求

有低入嘅生活津貼，你<lei5>聽唔聽到呀？弊就弊在：你<lei5>雖然有個第二……

第二位嗰位<2>黃小姐去，竟然人哋做一份承諾書出來<lei4>，話要求發展墟市文

化、托兒服務，唔簽呀，民建聯，唔肯簽呢<lei1>個承諾書。佢就係覺得天水圍

好好囉！ 

 

00:24:02 

MC1：請<ceng2>二號「送大禮」。二號。 

 

麥美娟（女）：呢<ni1>個尺呢<le1>，就喺街冇……冇得賣嘅，我哋專登<dan1>

造出來<lei4>呢<le1>，就方便李永達嘅，因為呢<ni1>個呢<le1>，就係……一把

呢<le1>就係正常嘅尺，另外一把尺呢<le1>就冇刻<hat1>度嘅，即<ze1>係你中意

呢<le1>將佢係當一呎又得，一吋又得，你<lei5>自己諗，因為呢<le1>……<e4>……

民主黨做嘢不嬲都雙重標準啦，咁又話漏報，即<ze1>係人哋漏報，你<lei5>哋又

咩咁，咁何俊仁嗰個漏報呢<le1>，我就好似讀英文咁，又 sound factor 呀，又

fountain success 呀，咁就好多間公司都搞唔清。跟住然後呢<le1>，自己呢<ni1>

頭話，鬧人「蛇齋餅糉」，隔兩日就睇到話你<lei5>又搞埋「蛇齋餅糉」喎，你重

報咗名之後先至去……去……去搞呢個咩……<e4>……請<ceng2>人食飯，咩卅

<saa1>文<man1>一張飛，好抵呀，你<lei5>嗰個，即<ze1>係…… 

 

MC1：請<ceng2>注意你嘅時間。 

 

麥美娟（女）：係喇！咁好簡單啫，李永達，一場同事，我哋專登<dan1>造畀你

<lei5>，送畀你<lei5>嘅。 

 

00:24:53 

MC2：十四號。 

 

李永達（男）：我簡單澄清呢。第一，我哋嘅黨產係一個支持民運、支持我哋，

冇涉及公帑。嗰個宴會係一個慈善朋<pan4>友搞，我係冇參與、冇出席，亦都冇

畀過<go3>錢，多謝。 

 

00: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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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業成（男）：<e4>……工聯會就送把尺畀人啦，你<lei5>知唔知打工仔靠咩？嗰

把尺度呢<le1>，就係靠有個集體談判權。喺回歸之前，打工仔有集體談判權，

但係你<lei5>哋嘅……<e4>……你<lei5>哋工聯會幾個代表做咗臨立<lap6>會<2>

嘅時候呢<le1>，結果<go2>取消咗集體談判權，吓，宜家……今日，打工仔連手

上尺都冇喇，你<lei5>工聯會點向市民交代？ 

 

00:25:29 

麥美娟（女）：麥<mat6>業成呀，你真係唔係好識勞工嘅嘢㗎！想當年呢，點解

我哋要廢法呢<le1>？就係因為……其實我哋都冇廢法，我哋係棄權嘅吓。我哋

呢<le1>，第一，我哋講集體談判權，我哋係要求一個三層架構嘅集體談判權，

喺當日提出嘅時候，我哋要求我哋社會要有共識。第二樣嘢，我哋曾經呀……你

呢<ni1>……尋<cam4>日我哋先去完嗰個 Cable 論壇，你都唔記得咗，游清源都

講咗畀你<lei5>聽啦，我哋二零<ning4>零<ning4>九年，葉偉明已經提出咗有一個

議案，關於集體談判權㗎喇，不過冇呀<aa1>……冇人支持係嗎<maa5>？咁所以

呢，我哋話：希望如果你真係為我哋打工仔女著<zoek6>想，希望你同我哋一齊，

我入到議會<2>，我會提出集體談判權，提出標準工時，提出取消強<koeng5>積

對沖嘅。你記得要呼籲埋你<lei5>哋啲好朋<pan4>友呀、民主黨呀，想當年佢哋

最初提出嘅時候，係反對最低工資㗎，你<lei5>叫佢今次呢<le1>，就唔好……早

啲……早啲決定，支持我哋工人。多謝。 

 

00:26:25 

MC1：好！小心你嘅時間吓！請<ceng2>六號。 

 

曾健成（男）：係！民建聯、工聯會、自由黨，佢哋呢<li1>啲都係「送大禮」，尤

其是保皇黨嘅民建聯、工聯會，佢哋送咗個貪官──煲呔畀大家，送咗個大話精

畀大家，我哋要求調查，佢哋彈<daan6>出來反對呀！ 

 

00:26:42 

麥業成（男）：<e4>……工聯會……話呢<le1>，喺臨立<lap6>會<2>嘅時候呢

<le1>，佢哋係投棄權票。嗱，樣樣你哋都棄權，選你<lei5>入會<2>……議會<2>

做咩呀<aa1>？嗱，宜家你<lei5>講緊你<lei5>話，當時你<lei5>哋二零零九年

<lin4>，提出過要求集體談判權。喂，你<lei5>個好朋<pan4>友……譚耀宗喺度呀，

民建聯喺度呀，喂，點解你<lei5>唔要求問佢哋攞票呢？你<lei5>又冇！結果<go2>

就做個樣<joeng2>，最後你<lei5>哋就出賣勞工，簡單講就。結果<go2>市民就……

打工仔就乜都冇，你<lei5>點去……交……市民交代？ 

 

00:27:08 

麥美娟（女）：麥<mat6>業成，我唔想消自己時間，不過<go3>我想話俾你<le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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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呢，啫係支持勞工呢，你<lei5>諗<lam5>唔到我哋工聯會六十<aa6>幾年來<lei4>

我哋做嘅工作。重有呢，集體談判權，喺宜家呢<le1>，其實喺六十<aa6>幾年來

<lei4>，我哋喺勞資爭取嘅時候，已經用其他方法去做咗集體談判權。不過宜家

唔同你講，因為你<lei5>要慢慢學識讀書呀！我要留返啲時間問第二啲問題。 

 

00:27:26 

MC1 & MC2：十五<m5>號。 

 

李卓人（男）：即<ze1>係我覺得：諗<lam5>唔到工聯會咁虛偽呀真。即<ze1>係

其實呢，你葉偉明…… 

 

麥美娟（女）：我哋唔夠你呀，李卓人。 

 

李卓人（男）：葉偉明嗰個呢，係完全冇法律效力呢，就提出集體談判權，我提

個集體談判權法例係有法律效力，你哋就唔支持！點<din2>解你哋唔支持？

我……你哋話三層架構，我嗰個就企業層次嘅集體談判權，但係你哋唔支持，然

後跟住重要廢法，你有咩解釋呀？係咪虛偽？ 

 

00:27:52 

麥美娟（女）：李卓人，我都話我唔消自己時間喇。解釋咗好多次，唔使<sai2>

再解釋。好清楚！工聯會支持我哋工人有集體談判權！我留返啲時間，一陣間問

你問題。多謝。 

 

MC2：好。唔該晒。我哋請<ceng2>…… 

 

譚耀宗（男）：不過我想指出一點呢，李卓人講，你提出嗰個集體談判權呢，係

分化咗工人嘅。吓，所以大家唔支持，同埋你係好倉卒<cuk1>咁樣<joeng5>來

<lai4>推上來<lai4>，未經過嘅討論，咁所以我覺得呢<le1>：大家對佢有保留、

唔支持，呢<ni1>個合理嘅。 

 

MC1：十五<m5>號。 

 

譚耀宗（男）：所以我哋希望呢，如果要做呢<ni1>樣嘢，係重大嘅問題，一定要，

吓，有充分嘅討論。 

 

00:28:26 

MC1：十五<m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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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男）：即<ze1>係……譚耀宗，我做嘢，提出集體談判權法例，當時你都

係議員。你做咗咁多年議員，你冇提出條私人法案幫勞工！我就提出私人法案

喇，你點解釋呀<aa1>？集體談判權，你咁叻，點<din2>解你嗰時唔提出集體談

判權法例，要我提呀<aa1>？你話我倉<cong2>猝。 

 

譚耀宗（男）：我做嗰啲嘢呀<aa4>，好實際㗎！我提出退休保障，我喺立法會<2>

提咗四、五次動議辯論，最後宜家，終……嗰個強<koeng5>制性公積金出咗來

<lai4>。 

 

00:28:52 

李卓人（男）：哦，強<koeng5>積金呢，其實就幫唔到老人家，同埋呢，強<koeng5>

積金，重話實際？你宜家支持資產審查啲老人家。你承唔承你殘…… 

 

譚耀宗（男）：強<koeng5>積金，呢<ni1>個個好重要嘅一步！雖然未夠完備，但

係重要嘅一步。 

 

李卓人（男）：但係你…… 

 

譚耀宗（男）：吓。退休保障，呢<ni1>個，我喺《基本法》起草嘅時候…… 

 

曾健成（男）：民建聯最無恥！無恥之徒！山草藥，噏<ngap1>得就噏<ngap1>！ 

 

李卓人（男）：但係…… 

 

譚耀宗（男）：老實講…… 

 

MC2：六號。 

 

MC1：停一停。 

 

MC2：係，停一停先吓。 

 

譚耀宗（男）：老實講，六號，你除咗鬧人，你重識乜嘢呢？ 

 

MC1：好。我哋繼…… 

 

譚耀宗（男）：你一日到黑都係關心我個仔、個孫。我話畀你聽：仔孫喺香港呀，

有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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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1：好。我哋繼續請<ceng2>三號「送大禮」。請<ceng2>三號送出你嘅「大禮」。 

 

譚耀宗（男）：佢哋對國家有認識、有感情呀！ 

 

MC1：其他朋友靜一靜。三號。 

 

00:29:26 

MC2：好。唔該晒。請<ceng2>三號「送大禮」。 

 

陳樹英（女）：可惜民建聯呢，連工聯會提出集體談判權個辯論都要投反對票呢

<le1>。嗱，今日…… 

 

譚耀宗（男）：佢哋冇投反對票。 

 

陳樹英（女）：係反對國民教育日，我哋「送大禮」，就送呢<ni1>一個紅領<leng5>

巾，因為呢<ni1>個象徵國民教育，呢<ni1>個洗腦教育，唔係愛<ngoi3>國，係要

愛<ngoi3>黨，係要將……係要令我哋啲小學生變成紅領<leng5>巾嘅小先鋒。我

哋就唔送畀工聯會，又唔送畀民建聯喇，因為你<lei5>哋已經擺明係港共，我哋

就送畀呢<li1>個就叫做──最敢言嘅人大呀，呀田北辰先生。 

 

田北辰（男）：放馬過來<lei4>啦！ 

 

陳樹英（女）：可惜你哋完呢<li1>一個王光亞<nga3>之後，一樣要跪低、歸邊。

我相信你……我希望你係能<lang4>夠回頭是岸，今日去探學生嘅時候，支持佢

哋嘅意<ji2>見，撤銷洗腦式國民教育！ 

 

00:30:15 

MC1：有冇回應<3>？ 

 

田北辰（男）：我<o5>話咗我<o5>會去探佢哋㗎啦，我<o5>一定會㗎<kaak3>！我

<o5>哋堅持…… 

 

陳樹英（女）：咁你會唔會要<jiu1>求撤銷呀<aa1>？你會唔會要<jiu1>…… 

 

田北辰（男）：我<o5>好欣賞佢哋佢哋。 

 

陳樹英（女）：咁你會唔會支持佢哋嘅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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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辰（男）：我<o5>哋立場唔同，吓，大家可以理解。有咩問題呢？ 

 

陳樹英（女）：點解要向啲小學生洗腦？小學生來<lei4>㗎！ 

 

田北辰（男）：洗腦<lou5>係你<lei5>哋噏<ngap1>嘅！宜家教材，真真正正學校

用咩教，冇人知！宜家成個香港呢<le1>…… 

 

陳樹英（女）：就係唔知重要就要倉<cong2>猝推行？宜家就係話要撤銷先呀<aa1>

嘛！宜家要撤銷咗先呀！ 

 

田北辰（男）：宜家就你<lei4>哋係一個要反洗腦<lou5>嘅活動……運動來<lei4>

㗎！ 

 

00:30:49 

黃偉賢：嗱，田北辰，一陣間不如你戴住呢<li1>條紅領<leng5>巾去探嗰啲學生

<saang1>好唔好呀<aa1>？ 

 

田北辰（男）：我<o5>同學民已經喺街頭辯論過一次喇，佢走來<lei4>同我<o5>

傾偈，兩隻手機影住我<o5>，我<o5>完全冇退縮，晏晝再繼續。 

 

00:31:05 

郭家麒（男）：田北辰，學民啲學生同你講六四，你一句唔聲調頭就走，黑<haak1>

面，你點對得住啲學生？你唔好喺度做戲！ 

 

田北辰（男）：笑死我呀，兩張報紙，一張話我講到佢無嘢講先走，另外一張就

話調頭而走，嗰張就係今日反洗腦<lou5>，反呢<ni1>個……<e4>……國

<gok3>……國<gok3>民教育，係用洗腦<lou5>方式去反嘅，你<lei5>信邊張報紙

呀<aa1>？ 

 

00:31:28 

陳恆鑌（男）：見到呢<li1>條紅領<leng5>巾呢，令到我<o5>諗<lam5>起幾年前我

同一班青年人去汶<man4>川地震災區裡面呢，去做義工，佢哋送咗一條紅領

<leng5>巾畀我<o5>，係表示友誼。 

 

00:31:38 

曾健成（男）：大家睇到民建聯嘅裝束，已經孭住條紅領<leng5>巾啦。我哋社民

連呀，喺電力政綱呀，係環保過<go3>你<lei5>哋呀！我哋冇做嘢？淨係得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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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aai3>字？你<lei5>哋淨係撳制、舉手！ 

 

00:31:50 

何君堯（男）：如果國民教育可以令到我<o5>哋每一位<2>中國人、香港人或者海

外<oi6>華僑都感覺到自豪，又懂得互相尊重、又孝順父母、又勤奮向上、做一

個好人、為社會<2>貢獻服務，呢<ni1>種國民教育，有乜嘢錯？所以我<o5>哋淨

係討論嗰個標籤嘅問題，我哋要講個內<loi6>容係乜嘢，偏頗嘅，鼓勵我<o5>哋

啲學生，十四、五<m5>歲，實際上佢哋好聰明，但係我<o5>哋要孕育佢，唔好

喺度煽情，帶佢行<haang4>返條正路，理性去討論，多謝。 

 

00:32:30 

李卓人（男）：我<o5>想陳恆鑌，你上汶<man2>川大地震嗰度去探啲災民嘅時候，

有冇問到共產黨關於豆腐渣工程？ 

 

00:32:38 

陳恆鑌（男）：喺汶<man4>川做義工，呢<ni1>一個呢<le1>，係我哋香港人非常

之深嘅感受來<lei4>嘅，我<o5>哋同一班年青人去到呢<le1>，我<o5>哋覺得

一……國<gok3>家重有好遠嘅要行<haang4>，我<o5>哋希望我<o5>哋國家繼續努

<lou5>力，做好啲！ 

 

00:32:52 

李永達（男）：呢<ni1>個就係共產黨洗咗你<lei5>個陳恆鑌，佢淨係識服務，唔

係唔好，不過<go3>呢<le1>，冇批判性，唔敢問，點解嗰度咁<gom3>多人死？因

為豆腐渣工程，我哋有民運人士因為問一問呢<ni1>個問題呀，就俾人拉咗喇。 

 

00:33:07 

黃潤達（男）：頭<kau4>先呀何君堯講許多嘅品德嘅教育，其實點解唔係用呢<ni1>

個公民教育呢？係一定要國<gok3>民教育呢？點解要劃地為牢？我哋要……係

香港人係做一個世界嘅公民，係一個……即<ze1>係可以透過<go3>宜家……加強

宜家公民教育就可以，點解一定要搞國<gok3>民教育呢？ 

 

00:33:21 

MC1：好。唔該晒大家。我哋宜家休息一陣間，之後呢就進入第四個環節裡面

<bin6>。我哋繼續討論嘅。 

 

00:33:22 

梁耀忠（男）：講孝道唔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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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27（音樂） 

 

MC1：喺第四個環節呢，我哋會請<ceng5>四號至到八號呢送出佢哋「大禮」嘅。

請<ceng2>四號。 

 

黎樂民（男）：我同我屋人住喺屯門超過二十年<lin4>。其實我同我啲街坊都好支

持……一路……民主黨㗎<gak6>。但係自從民主黨投咗共之後，我<o5>同我<o5>

啲街坊對佢非常之冇信心，我喺呢<li1>度送一本《民》……《偽民主派賣港實錄》

畀呀李先生，同埋呀……李師奶<lai1>，我<o5>想佢哋返<faan1>屋企㨂高床板反

省<sing2>一下，究竟以前支持過佢嘅選民，包括我同我啲街坊，究竟我<o5>哋

值唔值得佢哋同我哋啲街坊道歉呢<le1>？ 

 

00:34:05 

MC2：十四號。 

 

李永達（男）：好簡單，二零一零年有七十七個 percent 市民要求民主黨要同政

府有溝通，中央政府溝通呢<le1>，傾政改。呢<ni1>個政改過<go3>咗之後呢

<le1>，有六十五個 percent 嘅市民係支持嘅，呢<ni1>個就係答案。 

 

00:34:23 

MC2：三號。 

 

陳樹英（女）：我哋呢<le1>，一提到蕭若元嗰間公司呢<le1>，佢即刻<kaak1>呢

就發表一個聲明，然後又話要趕快退出呢<lei1>個公司嘅業務，似唔似陳茂波呀？

一有事嘅時候呢<le1>，就即刻<kaak1>呢係卸晒膊，然後急急呢<le1>就話要退出

業務，若果唔係真係同國機構<gau3>，若果唔係真係同中國社科學院有關係嘅時

候，使<sai5>乜出一個咁大嘅聲明呀<aa1>？真正邊個投共，大家睇睇！ 

 

00:34:49 

MC1：要提一提大家呢，就唔好提其他選區嘅候選人嘅名單。好。唔該。 

 

陳偉業（男）：大家睇一睇呢<li1>本書嘅封面。呀，民主黨話……即<ze1>係有市

民支持，呢<li1>個係密室政治，你<lei5>睇下佢哋誠惶誠恐，吓，同李剛嗰種咁

樣<joeng2>嘅態度，呢<lei1>個就係民主黨密室政治，喺市民唔知情況之下，接

受咗一個嘅功能<lang5>組別同埋一個小圈子選特首嘅方案<ngon3>，呢<li1>個就

係出賣選民嘅證據。 

 

陳樹英（女）：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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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17 

MC2：三號。 

 

陳樹英（女）：密都唔密得過人民力量囉<no1>。 

 

00:35:21 

MC1：好。我哋請<ceng2>五號繼續「送大禮」。 

 

麥業成（男）：我有一本書，係金庸名著<zyu3>，叫《笑傲<ou6>江湖》，想送畀

民建聯<nyun4>同埋民主黨嘅。因為本書裡面<bin6>有兩個人物，就……一個叫

做左冷禪，正式係一個不折不扣嘅真小人，吓，好似民建聯一樣，專呃<ngak1>

市民吓；第二……就另外一個呢，就個岳不群，自稱……號稱名門正宗，嗰個呢

<le1>，就同民主黨一樣，吓，佢自己就去自廢武功，走去自稱……民主黨自稱

民主正宗，但係呢<le1>走去中聯辦密室談判。嗱，呢<ni1>個……究竟你<lei5>

哋兩個政黨呀，真係好好反省<sing2>一下，深切反省<sing2>，一個民建聯

<nyun4>，一個政治真小人，吓，民主黨，一個民主偽君子，唔該你哋反省<sing2>

反省<sing2>下唔該。 

 

00:36:13 

MC1 & MC2：三號。 

 

陳樹英（女）：我覺得麥業成你似桃谷六仙多啲囉！講嘢冇乜次序。 

 

00:36:20 

MC2：十六號。 

 

譚耀宗（男）：其實，呀麥業成講啲嘢就冇乜意思嘅。吓。 

 

00:36:25 

MC2：五號。 

 

麥業成（男）：呀，我<o5>諗<lam5>……<e6>……唔係意思唔意思，係講返啲事

實出來<lai4>嘅啫，好似民建聯<nyun4>，是次喺立法會<2>通過咗所謂咩嘅公屋

<nguk1>加租，結果市民就受苦喇，係咪<2>？你<lei5>哋話「成功爭取」，你<lei5>

哋……今日你<lei5>就話：<ai1>……又要點……又要點。嗱，民主黨，你<lei5>

哋來<lei4>緊呢<ni1>屆嘅立法會<2>，好重要要傾二零一六、一七嘅政改方案

<ngon3>，你<lei5>哋會用咩態度？你<lei5>哋會唔會再次同中聯辦再密室談判



25 
 

呀？呢<ni1>個係全港市民關心。我希望：作為一個市民，希望你<lei5>哋民主黨

呀，真係要面對返<faan1>你<lei5>自己廿年<lin4>嘅民主道路！ 

 

00:37:01 

MC1：四號。 

 

陳偉業（男）：民主黨要再解釋呢<le1>，就係佢<heoi5>嗰個主席，唔講得佢<heoi5>

個名啦，吓，亦都再公開講呢，唔排除佢<heoi5>哋會再入中聯辦！再入中聯辦！

希望民主黨解釋呢<ni1>一個嘅講法。 

 

00:37:15 

MC1：十四。 

 

李永達（男）：我覺得最重要就係，市民爭<zan1>取到中央信任，而將呢<ni1>一

個政改嘅權力，畀特區政府同市民一齊傾出來<lai4>。第時我哋再傾呢<le1>，最

好就市民、泛民一齊傾，同埋喺呢<ni1>個特首辦或者立法會傾都得㗎！呢<ni1>

個係最好嘅方法。 

 

00:37:35 

MC1：好。我哋請<ceng2>六號送出「大禮」。六號。 

 

曾健成（男）：每一屆選舉呢<le1>，各大政黨呢<le1>，都會制訂一啲美麗嘅政綱

愛<ngoi3>來<lai4>包裝，吸引選票。但係喺議會<2>，泛民嘅朋<pan4>友呢<le1>，

呀，抗爭，佢哋又唔敢；文鬥，佢哋又唔諗<lam5>，任由保皇黨呢霸道橫行，但

係只要「阿爺」吹雞，全部美好政綱都要瞓低…… 

 

MC1：你嘅……「大禮」呢？ 

 

曾健成（男）：變咗喺呢<li1>啲垃圾。嗱，所以呢<le1>，我要……將呢<li1>啲咁

嘅垃圾政綱呢<le1>畀晒所有嘅候選人，唔好空花喇。嗱，呢<li1>張「垃圾」紙

呢<le1>，我係……係向九號，呀何君堯借嘅，多謝。 

 

MC2：有冇回應<3>？ 

 

MC1：有冇回應<3>？冇就請<ceng2>七號送你…… 

 

00:38:17 

何君堯（男）：呀……我<o5>有回應<3>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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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2：九號。 

 

何君堯（男）：多謝，呀牛<ou4>哥。你……呀……我<o5>唔知你喺邊度攞返返來

<lai4>㗎，嗰張「垃圾」紙，咁但係，我好想講一樣嘢呢：大家喺香港度工作，

無論點都好，政見唔同，我哋都要求同存異，溝通冇所謂嘅，傾偈，越傾就越通

嘅，所以呢，我哋為香港普……即<ze3>係普羅大眾、我哋嘅市民呢，大家要理

性、專業去做，我<o5>哋應該要構建一個和諧嘅社區，多謝。 

 

00:38:48 

MC1：十二號。 

 

陳恆鑌（男）：我<o5>相信市民係希望我哋議會<2>係理性平和，一齊係關注民生

多啲嘅。 

 

00:38:54 

MC2：重有冇人想回應<3>？ 

 

MC1：冇就請<ceng2>七號「送大禮」。 

 

MC2：七號「送大禮」。 

 

00:38:59 

余若薇（女）：我尋<kam4>日去探咗嗰啲絕食嘅學生<saang1>，問下佢有咩可以

幫手。嗰朝<ziu1>早啱<ngaam1>啱<ngaam1>落完大雨，佢哋啲帳篷<bung4>冚唪

唥濕晒，衫同鞋襪都濕咗，有一個男<laam4>仔同我講，佢話：我想要一對拖鞋。

我<o5>望下佢對腳，冇著鞋，冇著襪，捲晒啲腳趾。我<o5>當時係覺得好慚愧，

我<o5>覺得我哋咁多人，都唔及呢<ni1>班細路，我<o5>唔知道可以做啲乜嘢，

先至可以令到呢<li1>個麻木不仁……同埋呢<li1>班保皇黨，要求撤銷呢<li1>個國

民教育，重新諮詢，所以我唯有送呢<li1>個書包，畀下個星期開學嗰啲同學，希

望佢能夠開心返學，冇咗呢<li1>個洗腦<lou5>教育。 

 

00:39:56 

MC1 & MC2：九號。 

 

何君堯（男）：我<o5>好欣賞呢<ni1>啲同學，我<o5>剛才都講咗，我<o5>唔想喺

火上面<bin6>添油。若果講全世界嘅不幸，請<ceng2>睇清楚，九十年代盧旺達

係種族嘅嗰個屠殺，死成百幾萬人，喺世界社……嗰……嗰……嗰……嗰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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嗰個……嗰個環境裡面<bin6>，社區裡面<bin6>，有冇人出聲<seng1>？唯利是

圖。我<o5>覺得呢，即<ze1>係宜家大家應該要……要珍惜目前嘅嘢，大家一齊

鼓勵佢哋做好嘅嘢，理性去參加討論，究竟咩叫國民教育？越辯越清楚，時間押

後少少唔緊要，但係唔好話：<e1>，繼續去……去絕食啦。絕食係對大家冇益㗎。

下話？ 

 

00:40:40 

MC1：十號。 

 

陳一華（男）：乜嘢係最好嘅國<gok3>民教育呢？我都成日問自己，我覺得，最

好嘅國<gok3>民教育呢，係應該係如實記載一啲嘅事情，就千祈唔好係隱惡

<ngok1>揚善。呀……你睇我哋有一個民族喺呢<ni1>個世界上面<bin6>呢，佢係

好有呢個嘅國<gok3>民嘅意識嘅，呢個就係猶太民族，佢亡國<gok3>二千年之後

呢，重可以復國<gok3>，佢哋點樣<joeng2>教呢<ni1>國<gok3>民教育嘅呢？佢哋

就係上一代同下一代傾偈嘅時候呢，話畀佢哋聽佢哋嘅歷史中嘅人物呢<le1>，

做過<go3>啱嘅事，又要講，做過<go3>唔啱嘅事，亦都要講；換句話講，無論係

啱或者唔啱嘅呢<le1>，我哋應該呢<le1>，都要如實嘅來<lei4>到同一下代來<lei4>

到去分享，咁樣<joeng2>嘅國<gok3>民教育呢，冇損害到呢，佢哋猶太民族呢對

佢哋歷史偉人嗰種嘅尊崇喺當中。 

 

00:41:33 

MC2：十一號。 

 

梁耀忠（男）：點解你哋覺得呢<ji1>個國<gok3>民教育唔係多此一舉咩？我<o5>

哋有通識教育，我<o5>哋有歷史科目，點解唔可以將國<gok3>民教育嘅內<loi6>

容擺喺呢<li1>兩裡<bin6>呢？就要係專登立佢成科咁去做。如果係嘅……真係想

喺個認識中國<gok3>歷史，特<dap6>別係近代歷史，點<din5>解唔可以用一個

角……學術嘅各方面去研讀佢呢<le1>？我<o5>哋有呢<li1>啲科目㗎<gak3>，點

解唔做呢<le1>？而重要嘅，余若薇，你<lei5>話呢，要大家支持要反對呢<ji1>個

國<gok3>民教育，但最重要一個問題就係：如果我哋唔踢走呢<ji1>個小圈子選舉

嘅特首嘅話呢<le1>，就好難<laan4>。即<ze1>係點解呢<le1>？梁振英話咗，一定

要行<haang4>，所以我<o5>哋要剷除嘅一定要剷除呢<li1>個小圈子選……選出來

<lei4>嘅特首。 

 

00:42:17 

MC2：六號。 

 

曾健成（男）：功能<lan>組別一日喺度，國<gok3>民教育、任何出賣港人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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嘅嘢都可以出賣到嘅。我支持洗腦<lou5>，就要洗梁振英個腦<lou5>；我支持洗

腦<lou5>，就要洗民建聯、工聯會、土共個腦<lou5>，洗到佢行公義、好憐憫。 

 

00:42:36 

MC1：四號。 

 

陳偉業（男）：絕食呢<le1>，係個身體承受好大嘅苦楚，年青人唔應該承受咁大

嘅苦楚，繼續支持國<gok3>民教育係冇良知嘅。人民力量承諾：如果<go5>政府

唔撤回國<gok3>民教育，我<o5>哋一定喺立法會<2>開會<2>之後，要拖冧<lam3>

呢<li>個政府，直至佢<heoi5>取消呢<li>個國<gok3>民教育為止。 

 

00:42:58 

MC2：七號。 

 

余若薇（女）：何君堯，我哋講國民教育，你<lei5>講盧旺達，你<lei5>咩意思呀？

你<lei5>知唔知絕食對呢<li1>班學生係幾大嘅傷害呀？宜家講緊國民教育，唔係

講緊公民教育、德育、歷史，呢<li1>啲我哋都有㗎喇。我宜家講緊國民教育係要

評核你<lei5>點樣<joeng2>愛<ngoi3>國，點解愛<ngoi3>國要有官方嘅定義呀？呢

<li1>班細路<lou2>哥唔能<lang4>夠接受呢<ni1>啲官方嘅洗腦<lou5>！點解你

<lei5>唔可以企喺細路<lou2>哥嗰邊<bin6>呀？ 

 

何君堯（男）：呀余小姐，你可能你忘記咗，你<lei5>做大律師咁耐<loi6>，連法

律都唔知，宜家我哋香港回歸咗中國十五<m5>年，你<lei5>揸住嗰個身分證都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你<lei5>宜家想將國民教育個「國民」係去邊度？當我行

<haang4>出世界嘅時候，揸住我個護照，可以得到國家嘅保障，得到全世界嘅尊

崇，唔通等我<o5>哋係俾人謾罵咩？你<lei5>認為咁嘅國民教育教到<dou2>你

<lei5>咁嘅時候，乞米好咩？ 

 

00:43:56 

MC2：提一提九號呀，你<lei5>剩返九秒嘅時間，你<lei5>重要留返啲時間去「送

大禮」㗎<gak3>。 

 

00:44:00 

MC2：七號。 

 

余若薇（女）：我同意愛<ngoi3>國，呢<li1>個冇問題，但你<lei5>點解要逼我愛

<ngoi3>黨呀？點解愛<ngoi3>國一定要淨係有官方嘅定義先可以算愛<ngoi3>國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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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堯（男）：我冇叫你<lei5>…… 

 

余若薇（女）：我哋讀中史呢<li1>個冇問題，但點解你<lei5>要逼我？ 

 

何君堯（男）：我冇叫你<lei5>愛<ngoi3>黨，你<lei5>愛<ngoi3>你<lei5>個民……

公民黨得喇！ 

 

00:44:14 

MC1：好。六號。 

 

曾健成（男）：愛<ngoi3>國不等如愛<ngoi3>黨。 

 

00:44:18 

MC2：重有冇人想回應<3>？ 

 

MC1 & MC2：十二號。 

 

陳恆鑌（男）：我<o5>覺得我<o5>哋嘅痛恨<hang6>嘅，就係一班政棍。佢去將一

班好天真無邪嘅小朋<pan4>友，推去政治鬥爭嘅邊緣，如果要絕食，點解你<lei5>

余若薇你<lei5>唔去絕食，要班小朋<pan4>友去代你<lei5>絕食？ 

 

00:44:34 

MC1 & MC2：七號。 

 

郭家麒（男）：陳恆鑌，你真係無恥！你將呢<ni1>一班嘅細路講成一個政治嘅工

具。民建聯，你太無恥！ 

 

陳恆鑌（男）：你<lei5>宜家事實上係咁樣<joeng2>做呀嘛！我<o5>宜家最關心係

呢<li1>班小朋友嘅健康。而你<lei5>喺呢<li1>度叫佢<heoi5>哋停止絕食呀

<aa1>？ 

 

郭家麒（男）：呢<ni1>班保皇黨唔該做啲實事，撤回國<gok3>民教育！ 

 

MC2：好。唔該晒咁多位。 

 

陳偉業（男）：陳恆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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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2：我哋宜<ji1>家先休息一陣，陣間返來<lai4>會繼續「送大禮」同埋自由辯

論嘅環節㗎<gak3>。 

 

00:45:01（音樂） 

 

00:45:08 

MC2：繼續「送大禮」同埋自由辯論嘅時間。先請<ceng2>八號候選人送出佢嘅

「大禮」。 

 

田北辰（男）：市民期望政黨提出嘅政綱，唔係好似呢<ni1>個汽球咁，表面就乜

都有，裡面就空寥<leu1>寥<leu1>，全部都係 hot air。嘩，正話揸到好辛苦呀。

我<o5>哋新民黨嘅政綱就重點出擊，我<o5>哋做得到先至講，實實在在，我<o5>

哋宜家將我<o5>哋嘅政綱送畀各位<2>市民。 

 

00:45:39 

MC1：有冇回應<3>？ 

 

00:45:42 

MC2：冇嘅話，就請<ceng2>九號「送大禮」。 

MC1：九號。 

 

何君堯（男）：我<o5>哋香港好美麗，千祈唔好將佢分開，合埋佢<heoi5>好啲，

公民黨搞破壞。 

 

00:45:51 

MC1：有冇回應<3>？冇。 

 

MC2：冇嘅話，就請<ceng2>十號送出你<lei5>嘅「大禮」。 

 

MC1：十號。 

 

陳一華（男）：<aa4>……牧師今日送個「大禮」呢，係送畀呢<ni1>個特首梁振

英同埋佢嘅團隊嘅。喺呢<ni1>個嘅禮物當中呢，有一塊嘅抹<maat3>腳巾，有一

個嘅抹<maat3>……<e6>……洗……洗……洗腳盆。我想話畀梁振英先生聽呢，

將來佢落區嘅時候呢，唔需要再靠一支筆、一本簿或者一張凳，佢只要記得呢

<le1>，呢<ni1>條毛巾同埋呢<ni1>個洗腳盆，佢踎低同市民洗腳嘅時候呢，就能

<lang4>夠呢，有個謙卑嘅服侍，因為耶穌當年同門徒洗腳呢，就係要展現一個

僕人領袖呢<ni1>個風範。若果梁振英同佢嘅團隊都記得呢<ni1>個嘅形象嘅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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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相信佢將來嘅施政呢，一定係能<lang4>夠以民為本，建立一個關愛嘅社

會。 

 

00:46:44 

MC1：有冇回應<3>？請<ceng2>十一號「送大禮」。 

 

黃潤達（男）：阿忠呢<le1>，當年呢<le1>，係講過<go3>……講過<go3>臭罌

<ngaang1>出臭草，來<nei4>形容當時嘅特首嘅選舉，係由一班被欽點嘅選委係

選出來<nei4>，而選出來<nei4>嘅特首呢<le1>，亦都係只會聽命於中央。睇返

<faan1>轉頭，當年雖然阿忠俾人逐出議會<2>，咁但係佢<heoi5>嘅堅持呢<le1>，

係啱嘅，因為過<go3>往嘅董健華、曾<zang1>蔭權，同埋宜家嘅梁振英都係只係

會聽<teng1>中央講，唔聽<teng1>香港市民嘅意見，好似強<koeng5>推國<gok3>

民教育、放寬呢<ni1>個自由行，所以我哋想將呢<ni1>棵<po1>臭草呢<le1>係送

畀工聯會同埋民建聯<nyun4>，佢<heoi5>哋可唔可以同我哋一齊，掹咗呢<ni1>

棵<po1>臭草，實行呢<ni1>個一人一票選我哋嘅特首，真正解決我哋核心嘅問題。 

 

00:47:32 

MC2：想唔想回應<3>？或者有冇其他人想回應<3>？如果冇嘅話<haa2>，就請

<ceng2>十二號嘅候選人送出佢嘅「大禮」。 

 

陳恆鑌（男）：我<o5>哋呢<le1>今日喺呢<li1>一度送張梯畀全港市民，希望呢

<le1>，我哋房屋<nguk1>政策呢<le1>，係有房屋<nguk1>嘅階梯，令到劏房<fong2>

嘅市民呢<le1>，可以快啲上到公屋，小朋<pan4>友……<e6>……即<ze1>係後生

嘅朋<pan4>友呢<le1>，可以買得起樓，中產呢<le1>，亦都唔需要做房<fong2>奴，

亦都係要送畀全港嘅青年人，希望呢，大家喺置業、學業、就業同埋創業方面呢，

有一個向上流動嘅階梯，更加要將呢<li1>個禮物呢<le1>，送畀民主黨嘅第三梯

隊，希望你<lei5>哋有機會可以爬上來<lai4>。 

 

00:48:12 

MC1：有冇回應<3>？六號。 

 

曾健成（男）：民建聯送呢<li1>張梯呢<le1>，係逼港人呢<le1>，喺天棚<paang5>

擒高一啲跳樓，因為梁振英上場之後呢<le1>，樓價再升多一成喇。 

 

00:48:23 

MC2：五號。 

 

麥業成（男）：民建聯<nyun4>選舉嗰陣時就講得好聽，頭先真係講得好好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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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go3>，入咗議會<2>呢<le1>，就會<2>令到公屋<nguk1>又加租，市民又受苦，

你<lei5>話慘唔慘呀<aa1>？真係信你<lei5>一成……點算？ 

 

00:48:36 

MC1：好。十二號。 

 

陳恆鑌（男）：你<lei5>唔好姓葉呀<aa1>……<aa4>……姓麥<mat6>呀<aa1>，不

如姓賴呀<aa1>，乜都賴晒民建聯。民建聯呢，係一路做實事，你<lei5>都知道嘅，

但係點解你<lei5>要姓葉……姓麥<mat6>呢，點解唔姓賴呢？ 

 

00:48:49 

MC1：五號已經冇時間回應<3>你嘅問題喇。六號。 

 

MC2：係。六號。 

 

曾健成（男）：<e6>……民建聯同政府係執政聯盟，但有鑊嗰陣時呢，就當自己

唔係當時人。其實你<lei5>哋一樣㗎<gak3>，你<lei5>要道歉呀！ 

 

00:49:02 

MC2：係。八號。 

 

MC1：八號。 

 

田北辰（男）：我<o5>有個問題想問下郭<gok1>家麒先，然之後李永達，同一個

問題來<lei4>嘅。我<o5>都好想幫基層市民買到平<peng4>嘢，但係你<lei5>哋兩

位呢<le1>，就大力推動八百億我哋嘅血汗錢回購領匯，買一個皇宮返來<lei5>呢

<le1>就賣雜貨，啲外資基金呢<le1>就賺到笑。十分一嘅價錢，你<lei5>喺每一區

可以起官辦商場賣平<peng4>嘢，用競爭逼佢哋落價，點解有條短路唔行<haang4>

行<haang4>長路？呢<li1>啲係咪叫做藥石亂投，公帑亂揈<fing6>？請你<lei5>哋

兩位回應<3>一下。 

 

00:49:38 

MC1 & MC2：七號。 

 

郭家麒（男）：呢<ni1>一啲商場呢，唔講緊十年八年都幫唔到街坊。田北辰不愧

係一個財主，佢最介意都係啲錢。事實上，喺過<go3>去咁多年，最慘係公屋

<nguk1>街坊，你睇唔見㗎，田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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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54 

田北辰（男）：公帑係人人有份嘅！你<lei5>小心啲講呢<li1>句說話。 

 

00:49:58 

MC1 & MC2：十四號。 

 

李永達（男）：回購領匯係唔需要買晒嘅，一般知識呢就買三成，二百零<leng4>

億得㗎喇。第二呢，田北辰未做過立法會<2>議員，起一個街市十幾億，一百個

街市呢係千幾億㗎，你<lei5>識唔識計數㗎？你<lei5>做咗立法會<2>議員先講

啦！ 

 

00:50:14 

MC2：十五<m5>號。 

 

李卓人（男）：田北辰，你做馬鐵主席嗰陣時就話俾市民聽，呀，加價呀<aa1>

嘛，貴可以唔搭㗎<gaak3>，咁其實你係咪屁股決定腦袋<doi2>？做九鐵主席嗰

陣時，就串市民，然後做人大代表嗰陣時，就支持國<gok3>民教育，咁到底你都

唔知咩立場！ 

 

00:50:33 

田北辰（男）：我<o5>再問郭<gok1>家麒同李永達，畀多一次機會。八百億可以

起到十一萬間公屋<nguk1>，可以將全港嘅巴士變成環保巴。我<o5>再畀你<lei5>

一個機會，你<lei5>呢<li1>個八百億想回購領匯，就係買……起十一萬間公屋

<nguk1>同埋換晒環保巴。 

 

00:50:51 

MC1：七號。 

 

郭家麒（男）：佢真係冇乜腦<lou5>㗎！幾時話過<go3>唔起……增建公屋<nguk1>

呢？我哋兩樣都要做。 

 

00:50:57 

MC2：十四…… 

 

MC1：六號，你舉過手。 

 

田北辰（男）：錢從何來呀？你<lei5>嗰度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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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01 

曾健成（男）：<e6>……李永達、民主黨，我哋抗爭二十年，對抗呢<li1>啲功能

<lang4>組別二、三十席，你<lei5>就真係老友喇，送多五<m5>席畀我哋，我哋係

咪抗……抗爭到二零四七呢？民主黨，回頭是岸！ 

 

00:51:17 

MC2：十四號。 

 

李永達（男）：我只係回應<3>呀田北辰，你<lei5>做生<saang1>意都唔識，收購

邊要一百個 percent㗎？我懷疑你<lei5>有冇做過<go3>Giordano 嘅啫？ 

 

田北辰（男）：真係笑死人呀！收購三成係失匙夾萬，你<lei5>收購七成呢，另外

三成小股東呀唔睬你<lei5>。嘩！你<lei5>識唔識經濟㗎？香港真係大鑊！ 

 

00:51:36 

MC1：一號。 

 

梁志祥（男）：我覺得呢，就……<e6>……增加一啲地區設施呢，特<dap6>別……

<e6>……政府嘅街市、商場同埋呢<ni1>個市集呢，其實係好有效，好似天水圍

一樣。不過<go3>呢，我覺得討論呢<ni1>個問題呢<le1>，我想問下郭<gok1>家麒，

你<lei5>有冇買到領匯嘅股票㗎<gak3>？ 

 

郭家麒（男）：冇。 

 

梁志祥（男）：你<lei5>積極要……要……要回購，我諗你<lei5>即<ze3>係一定要

申報喎。呀李永達有冇呀？ 

 

00:52:00 

MC1：六號。 

 

梁志祥（男）：全港市民都睇到㗎。 

 

00:52:02 

MC2：六號。 

 

MC1：六號。 

 

曾健成（男）：係。即<ze3>係大家睇到呢<li1>啲保皇黨喺度保駕護航。香港要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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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黨就一定要輸！功能<lang4>組別一定要消取！ 

 

00:52:14 

MC1 & MC2：十一號。 

 

黃潤達（男）：頭先，呀梁志祥就講話，<e6>……增加社區設施就解決天水圍嘅

問題，咁但係其實天水圍嘅居民正正係面對呢<le1>，就業不足、交通費貴、交

通不便嘅等等嘅問題，呢<ni1>個先係真正天水圍核心問題，你就淨係話解決咗

爭取起個體育館呀，或者係天……社區會堂就算，呢<ni1>啲係……我<o5>諗你

真係唔係好識天水圍嘅問題。 

 

00:52:35 

MC1：一號。 

 

梁志祥（男）：所以呢，就……<e6>……呢<ni1>個問題呢<le1>，更加需要我同你

<lei5>講清楚。因為呢，宜家天水圍嘅問題，就係就業嘅問題。就業嘅問題係需

要頭先我講嘅幾樣嘢，增加多啲社區嘅設施，包括呢，就係，要有市集、要有街

市、要有商場，係增加好多就業㗎。不過呢，睇來<lei4>除咗你<lei5>街工之外呢

<le1>，民主黨亦都一啲都唔識，呀黃偉賢雖然係……<e6>……元朗嘅區議員，

但係佢都唔提……同佢黨友提出來<lei4>。嗱，我認為呢，即<ze3>係要解決呢<ni1>

個問題呢<le1>，應該要促請政府，我哋政綱都有講喇，盡快開市集。 

 

00:53:12 

梁耀忠（男）：點解你<lei5>俾領匯呢<le1>，壟斷晒所有商場呢<le1>？點解你<lei5>

唔可以用啲商場俾小商……去賣……去做生<saang1>意呢？咁樣<joeng2>更加

可以多啲人去做……<e6>……做工囉。 

 

梁志祥（男）：宜家我哋咪提議有市集囉。有天光<gong1>墟、有市集，你<lei5>

唔贊成咩？ 

 

梁耀忠（男）：點解你<lei5>支持呢<le1>係要有出售晒啲商場去呢<le1>？我哋又

點會唔贊成呀？你<lei5>知唔知道我哋會贊成㗎？ 

 

00:53:30 

MC1：OK。呀，自由辯論時間係繼續，請<ceng2>大家搵話題。 

 

00:53:35 

李卓人（男）：喂，頭先田北辰冇問……冇答到我屁股決定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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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39 

MC1：你想唔想答，八號？ 

 

田北辰（男）：淨返六秒啫，我。 

 

00:53:45 

MC1：好喇，下一個朋友繼續「送大禮」。 

 

MC2：好，我哋請<ceng2>十四號。 

 

黎敬瑋（男）：咁我<o5>哋……大家好，我<o5>哋今日呢<le1>，係專誠呢<le1>

為呢<ji1>個陳恆鑌呢<le1>，度<dok6>身訂<deng6>造咗，呀，呢<li1>一張嘅──

無恥黑紙。因為佢根本就係一個人辦<baan5>，最佳人辦<baan5>，俾中國<gok3>

共產黨洗咗腦<lou5>，你<lei5>竟然可以將絕食嘅同學仔講成係一個政治工具。

學阿牛<ou4>話齋：你<lei5>根本就係超級無恥！ 

 

陳恆鑌（男）：你<lei5>咪已經俾阿李永達洗咗你<lei5>腦<lou5>囉。呢<li1>張相

呢<le1>，就係我幾年前去選舉嘅時候影嘅，如果你<lei5>需要去做一個封面呢，

我<o5>畀張新嘅相你<lei5>，但係呢<le1>，我哋民建聯係強調：我<o5>哋反對任

何形式嘅洗腦<lou5>教育，我<o5>哋好相信老師嘅專業，唔通黎敬瑋你<lei5>唔

相信香港嘅老師咩？ 

 

曾健成（男）：係無恥！ 

 

00:54:30 

MC1：六號。 

 

曾健成（男）：要洗腦<lou5>，就洗民建聯個腦<lou5>；要洗腦<lou5>，就洗工聯

會個腦<lou5>；要洗腦<lou5>，就洗梁振英個腦<lou5>。香港要贏，保皇黨一定

要輸！民建聯，彈<daan6>開啲啦！ 

 

00:54:45 

梁耀忠（男）：我<o5>哋唔係唔相信老師，我<o5>哋唔相信政府，因為政府畀緊

壓力啲老師，咁你老師可以做啲乜嘢呢？ 

 

00:54:52 

MC1：好，唔該晒各位，我哋休息一陣間先吓，下個環節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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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55（音樂） 

 

00:55:01 

MC2：繼續「送大禮」嘅時間，請<ceng2>十五<m5>號送出你<lei5>嘅「大禮」。 

 

李卓人（男）：就宜家好多打工仔女呢，有開工時間冇放工時間，所以呢，我哋

係送返個放工時間畀香港嘅打工仔女，係要立法標準工時同埋加班要有補水，但

係呢，最弊一樣嘢呢，啲功能<lang4>組別嗰啲議員呢，就係阻頭阻勢，所以呢

就請譚耀宗，呀，去同大家啦，保皇黨啦，係同我哋送個鬧鐘畀啲功能<lang4>

組別嘅議員，叫功能<lang4>組別：夠鐘收工！ 

 

00:55:32 

譚耀宗（男）：<e6>……各位市民，我哋民建聯呢，係一個理性、建設嘅……呀

<aa4>……團隊來<lei4>嘅，咁我哋呢，覺得呢<le1>，喺呢<ni1>個禮呢<le1>，就

送畀新界西，特<dap6>別係屯門嘅居民，我哋希望喺屯門嘅四十同埋四十六區─

─望后石呢<ni1>個地方呢，打造一個口岸經濟區，咁呢<ni1>度呢，我哋呢<ni1>

個計畫可以創造六萬幾個職位，咁令到啲市民呢，就唔使<sai2>呢，朝<ziu1>朝

<ziu1>要山長水遠、長途跋涉<sit3>，呀，走去出面<bin6>，呀，去搵工，同埋呢，

慳返……即<ze1>係嗰個，因為喺屯門同埋新界嘅交通費都好昂貴，咁可以減輕

嗰個交通費嗰個負擔，重有，多啲時間呢，可以同屋企人一齊。咁所以我哋呢<ni1>

個計畫呢，我哋會，呀，向政府方向反映，我哋亦都聽下各方面嘅意見，目的只

有一個──增加多啲就業機會。呀。 

 

00:56:20 

陳偉業（男）：即<ze1>係民建聯<nyun4>講到好似好關注市民嘅福祉呢<le1>，人

民力量即<ze1>係……早前呢<le1>，喺呢<ni1>個財政預算案<ngon3>吓，淨底成

<seng4>千億嘅時候，我哋建議每人回水八千，吓，等到市民啲生活可以好過<go3>

啲，但係民建聯<nyun4>、民主黨同埋公民黨呢，都反對回水八千，最後就支持

退稅、退差<caai1>餉，一間大地產商已經攞返九千幾萬差<caai1>餉喇，吓！譚

耀宗，你話你咁支持啲打工仔，點解民建聯<nyun4>要反對回水八千？支持送錢

畀啲大地產商，一間公司攞到八千……呀九千幾萬呢？ 

 

00:56:57 

譚耀宗（男）：我覺得呢，係……即<ze1>係如果<go2>人人派錢呢，亦都喺社會

上有不同嘅意見，大家會覺得係咪啲錢應該用喺有針對性，可以幫助一啲極需要

嘅人呢咁？咁呢<ni1>個呢，我覺得呢<ni1>個意見亦都合理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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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09 

陳偉業（男）：但係點……點解你<lei5>要支持回……退差<caai1>餉，一間公司攞

返九千萬？ 

 

00:57:14 

譚耀宗（男）：我哋係支持呢，整體一個退差<caai1>餉嗰個方案<ngon3>，吓。 

 

00:57:17 

陳偉業（男）：呢<ni1>個係傾……經濟傾斜同埋呢<ni1>一個……財政嘅傾斜，送

錢畀啲大財團。 

 

00:57:24 

譚耀宗（男）：呢<ni1>個你要搵民主黨來<lai4>批評啦，因為佢哋提出嘅三級制

呀，吓。 

 

00:57:28 

陳恆鑌（男）：民建聯係一個建設性嘅政黨，類似譚耀宗先生頭先所提嘅方案

<ngon3>呢<le1>，我哋喺東涌亦都係做咗一個，我哋希望東涌呢<le1>，亦都要快

啲發展起上來<lei4>。 

 

00:57:38 

李永達（男）：我有新問題：喺呢<li1>個零五<m5>年<lin4>，人民力量嘅蕭若元

講嘅說話，佢話：如果<go2>你<lei5>講到六四，用機關槍去掃底啲人，係死人死

得最少嘅方法。我想問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呢<li1>個係咪好冷血呢？ 

 

00:57:53 

李卓人（男）：即<ze1>係開槍殺人講到要有效率呢，係絕對嘅冷血，我哋係強烈

譴責嘅！令……令我諗<lam5>起納粹德國<gok3>，亦都係曾經研究過<go3>點樣

最有效率殺人，我哋真係唔想呢<ni1>啲咁嘅諗<lam5>法呢，係延續落去。 

 

00:58:09 

陳偉業（男）：民主黨呢係扭<lau5>曲同埋抹黑呢<nei1>個蕭若元嘅講法，蕭若元

係分析嘅情況，蕭若元係譴責呢<ni1>個嘅屠城，譴責開槍嘅，所以民主黨唔好

用呢<ni1>啲卑鄙嘅手段，斷章取義，去扭<lau5>曲事實！ 

 

00:58:23 

MC2：我<o5>哋再提一提大家，唔好提其他選區嘅候選人名字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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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28 

李永達（男）：王丹支持九龍東一個候選人參選，好平常，不過呢<le1>，黃毓民

就發動網上啲人，圍到王丹都覺得好慘好慘。我想問李卓人：你<lei5>作為支聯

會主席，可唔可以講句公道說話呀？ 

 

00:58:42 

MC1：再提一提大家，唔好提其他候選人嘅名字。 

 

00:58:45 

李卓人（男）：即<ze1>係我覺得係王丹係有權支持任何香港嘅候……候選人，包

括陶君行…… 

 

00:58:50 

麥美娟（女）：<e6>……我想問李卓人，點解你重要告急呢<le1>？你做咗十幾年

議員，你驚咩呀？係咪因為你過去淨係識得嗌<ngaai3>口號，唔識做實事，所以

你宜家咁驚，要告…… 

 

00:58:59 

陳恆鑌（男）：我<o5>都想問下呀李永達嘅，佢呢係新界西第一隊告急，八<baak3>

月九號就已經係告急，早成個月。喂，你<lei5>做咗咁多年議員，你<lei5>唔咪對

你<lei5>自己嘅地區工作係冇信心、心虛，甚至乎呢<le1>係驚輸呢<le1>？ 

 

00:59:16 

譚耀宗（男）：我正<zeng3>話就係……係開場嗰陣時<2>呢<le1>，聽到阿牛講呢，

就話叫人呀唔好……好似唔好支持七號公民黨呢<ni1>個團隊，認為佢哋兩個好

惜<sek3>身嘅，咁我就唔知佢嗰個意思係乜，因為佢兩個係……即<ze1>係都唔

願做嘢，想掗住個位<2>定咩意思？ 

 

00:59:30 

MC1：呀<aa6>……對唔住吓，六號同七號嘅時間都係……呀<aa6>……六號已經

冇時間喇，七號重有少少時間。唔回應<3>，請<ceng2>繼續。 

 

00:59:37 

陳恆鑌（男）：我哋今日呢<li1>場辯論裡面呢，見到泛民呢，只係關心一啲市民

唔關心嘅問題，反而市民最關心嘅民生問題，佢哋係冇…… 

 

00:59:48 

余若薇（女）：泛民關心超過七成嘅市民都反對嘅國民教育。陳恆鑌，你今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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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太無恥！你竟然抽呢<li1>學生<saang1>水！？ 

 

00:59:58 

陳一華（男）：呀<aa6>……我今日見到呢<ni1>一個辯論嘅過<go3>程當中呢，我

覺得我哋香港嘅政府呢<le1>，應該要將嗰個金錢同埋經濟掛帥呢<le1>，要改變

成為一個關愛嘅社會，因為今日我嘅社會呢<le1>，係缺乏咗大家來<lei4>到去守

望相助，如果<go2>我哋都能夠有個窮……同舟共濟嘅精神呢，我相信我哋香港

嘅社會呢<le1>，係更<gan3>加嘅美好㗎喇。 

 

01:00:25 

黃潤達（男）：關注民生，必須有個民主嘅體制。 

 

01:00:29 

MC1：好。 

 

黃偉賢（男）：陳恆鑌，你侮辱緊絕食嘅學生<saang1>。請<ceng2>你道歉。 

 

01:00:36 

田北辰（男）：我<o5>田北辰，敢講真話，絕對唔會一味<mei2>吹水，胡亂派錢。 

 

01:00:42 

李永達（男）：田北<bat1>辰都係支持洗腦<lou5>式國<gok3>民教育嘅，請佢向學

生<saang1>道歉。 

 

01:00:48 

譚耀宗（男）：陳恆鑌唔係侮辱學生<saang1>，佢只係呀，要<jiu1>求關心啲學生

<saang1>，希望…… 

 

01:00:54 

MC2：你<lei5>嘅時間用完喇。 

 

01:00:55 

陳一華（男）：呀<aa6>……我再強調呢，我哋嗰個嘅國<gok3>民教育呢<le1>，

係應該要係如實嘅來<lei4>到去將事情來<lei4>到去展示出來<lei4>，並唔好

去……呀<aa6>……來<lei4>到隱惡<ngok3>揚善或者係斷章取義，我呢<ni1>個係

好關注嘅地方。 

 

01:01:11 



41 
 

MC1：多謝各位<2>帶來<lai4>嘅「大禮」，以及精彩嘅辯論，我哋宜家進入呢係

總結嘅時間。 

 

MC2：總結時間，每張名單係有十五<m5>秒㗎<gak3>，先請<ceng2>十六號總結。 

 

譚耀宗（男）：各位元朗、天水圍、離島鄉郊嘅朋友，請<ceng2>投一號；屯門嘅

朋友，請<ceng2>投十六號；荃灣、葵涌、東涌、長洲嘅朋友，請<ceng2>投十二

號。民建聯<nyun4>嘅各位團隊，多謝大家嘅支持。多謝。 

 

01:01:35 

MC1：好，多謝你，請<ceng2>十五<m5>號。 

 

李卓人（男）：工黨……工黨立場鮮明，撐<caang3>勞工，徛硬民主，做到<dou2>

嘢，請大家支持我哋十五<m5>號，李卓人同埋譚駿賢，抗衡西環治港、保皇黨，

多謝大家。請大家支持十五<m5>號。繼續撐<caang3>落去，撐<caang3>到底。 

 

01:01:53 

MC2：跟住請<ceng2>十四號嘅候選名單做總結㗎<gak3>，你<lei5>有十五<m5>

秒時間。 

 

李永達（男）：各位市民，宜家選情嚴峻，請支持一位<2>長期爭<zan1>取民主、

反對國民教育同埋要<3>求增加公屋<nguk1>、居屋<nguk1>，同埋改善我哋居住

問題嘅李永達。多謝大家嘅支持。多謝你<lei5>。 

 

01:02:13 

MC1：好，多謝你，請<ceng2>十二號準備十五<m5>秒嘅總結時間。請<ceng2>

十二號。 

 

陳恆鑌（男）：做實事，都係民建聯靠得住，我<o5>哋嘅團隊長期紮根喺社區，

關注民生，今次立法會<2>選舉，希望大家支持我哋十二號民建聯陳恆鑌──年

輕、專業嘅團隊。二零一二，投十二。 

 

01:02:33 

MC2：唔該晒，十二號。跟住有請<ceng2>十一號作總結㗎<gak3>。 

 

黃潤達（男）：解決民生嘅問題，必須有民主嘅體制。頭<kau4>先我哋叫工聯會

同埋民建聯去掹走呢<ni1>棵<po1>代表霸權嘅臭草，佢哋唔單止冇回應<3>，重

要當佢係寶，維護呢<ni1>啲霸權，所以我哋希望大家投票支持我哋，踢走啲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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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01:02:52 

MC1：好，多謝你。請<ceng2>十號。 

 

陳一華（男）：我只需要三萬票就能夠入到立法會<2>，你嘅一票話畀信徒聽

<teng1>，教會進入社會，你嘅一票畀政府聽<teng1>，我哋放棄金錢掛帥，建立

關愛嘅社會，所以我呼籲大家支持十號。 

 

01:03:09 

MC2：唔該晒，十號，你<lei5>用完你<lei5>嘅時間喇。跟住請<ceng2>九號作總

結，你<lei5>有十五<m5>秒時間。 

 

何君堯（男）：過去十五<m5>年已經將我哋香港撕裂咗，我<o5>希望我哋宜家將

佢宜家修復。人生有幾多個十五<m5>年呀？讓一啲有專業、理性嘅人為你<lei5>

服務。我<o5>何君堯，用心用力為你<lei5>服務。多謝各位<2>。 

 

01:03:29 

MC1：好，多謝你。我哋宜家請<ceng2>繼續呢，係請<ceng2>八號準備發言。八

號，十五<m5>秒。請<ceng2>。 

 

田北辰（男）：今次嘅選舉論壇，嗌晒大交，政綱根本冇機會討論，我<o5>阿田

<tin2>，寫咗篇五千嘅政綱擺到上網頁，希望大家未決定之前，畀我個機會，睇

一睇。田北辰多謝大家。 

 

01:03:48 

MC2：唔該晒你<lei5>。跟住請<ceng2>七號嘅名單作總結，你<lei5>有十五<m5>

秒嘅時間，請<ceng2>七號。 

 

余若薇（女）：我全力以赴，爭取連任，但係我喺名單上排二位，講緊爭<zaang1>

新界西最後一席，可能<lang4>係爭<zaang1>幾千票，希望大家支持我哋七號──

郭<gok3>家麒同埋余若薇，同大家一齊，係擋住赤…… 

 

01:04:10 

MC1：好，多謝你嘅時間。呀<aa4>……請<ceng2>六號準備總結，十五<m5>秒。

請<ceng2>六號。 

 

曾健成（男）：面對西環治港、豺狼當道，與其搵九萬票，去支持兩個惜<se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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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嘅泛民入去，倒不如支持一個可以為你<lei5>公民抗民嘅阿牛進入議會<2>，去

對抗呢<li>個保皇黨，狙擊大話精。 

 

01:04:30 

MC2：好，唔該晒，六號。跟住請<ceng2>五號作總結，你<lei5>有十五<m5>秒嘅

時間，請<ceng2>五號。 

 

麥業成（男）：各位<2>市民，大家好，麥<mat6>業成進入議會<2>一定為基層發

聲<seng1>、反壟斷、保民生、反對廿三條立法、反對國<gok3>民教育、力爭雙

普選。請支持民主陣線，五<m5>號，麥<mat6>業成，踢走保皇黨，守護香港，

多謝大家。 

 

01:04:51 

MC1：好，多謝你。請<ceng2>四號準備總結，十五<m5>秒。請<ceng2>四號。 

 

湯詠芝（女）：港共登場，香港告急。喺選舉嘅前夕，好多人都話告急，但真係

急嘅係我哋嘅香港<gon2>，咁所以，為咗守護香港<gon2>，抗衡港<gon2>共政權，

請支持人民力量。 

 

01:05:11 

MC2：唔該晒，四號。跟住請<ceng2>三號候選名單作總結。請<ceng2>三號。 

 

黃偉賢（男）：各位<2>市民，我係黃偉賢，民主黨正受到共產黨同共產黨兩面嘅

抹黑<hat1>同埋夾擊，選情係嚴峻嘅，不過<go3>我哋係唔驚，我哋會繼續咬實

牙筋，撐<caang3>落去，請支持三號陳樹英…… 

 

01:05:32 

MC1：好，多謝你。請<ceng2>二號總結，十五<m5>秒發言。 

 

麥美娟（女）：各位<2>你哋睇到，我哋頭<hau4>先俾人圍攻……消晒我嘅時間，

令到我冇機會回應<3>。各位<2>工聯會嘅會員、各位<2>家屬、各位<2>打工仔女，

我哋要夠硬淨<zeng6>，希望大家徛出來<lei4>，集中選票，支持二號工聯會嘅麥

<mat6>美娟，保住我哋工聯會喺新界西…… 

 

01:05:52 

MC2：唔該晒，二號。最後請<ceng2>一號候選名單發言，你有十五<m5>秒。請

<ceng2>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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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祥（男）：我係一號──民建聯嘅梁志祥，立法會<2>應該重回正軌，注重民

生，發展經濟。請<ceng2>支持一號──梁志祥。多謝大家。 

 

01:06:09 

MC1：好，唔該晒，一號。咁呀，論壇呢，亦都係到此結束喇。非常多謝新界西

所有到場嘅候選人，祝各位<2>呢<le1>，選情順利。 

 

01:06:17 

MC2：聽<ting1>晚<maan1>七點至八點，會有區議會<2>第二功能<lang4>界別嘅

選舉論壇。聽<ting1>晚<maan1>見。 

 

MC1 & MC2：Bye Bye。 

 

01:06:23（音樂） 

 

 

非標記時文本內容以以下音標為準： 

 

嘅<ke3>；係<hai6>；我<ngo5>；個<ko3>；哋<dei6>；一<jat1>；民<man4>；呢

<ne1>；唔<m4>；要<jiu3>；就<zau6>；號<hou6>；好<hou2>；有<jau5>；人<jan4>；

家<gaa1>；大<daai6>；啲<di1>；都<dou1>；佢<koei5>；呀<aa3>；同<tung4>；

你<nei5>；到<dou3>；會<wui5>；去<hoei3>；十<sap6>；政<zing3>；時<si4>；

以<ji5>；喺<hai2>；問<man6>；多<do1>；咁<gam2>；持<ci4>；冇<mou5>；港

<gong5>；講< gong5>；得<dak1>；支<zi1>；出<ceot1>；建<gin3>；做<zou6>；

教<gaau3>；黨<dong2>；話<waa6>；咗<zo1>；育<juk6>；為<wai6>；工<gung1>；

市<si5>；聯<lyun4>；嗰<ko2>；選<syun2>；實<sat6>；題<tai4>；可<ho2>；送

<sung3>；間<gaan1>；學<hok6>；權<kyun4>；二<ji6>；主<zyu2>；解<gaai2>；

先<sin1>；法<faat3>；對<deoi3>；埋<maai4>；點<dim2>；其<kei4>；宜<syun1>；

公< gung1>；回<wui4>；但<daan6>；畀<bei2>；想<soeng2>；該<goi1>；覺<gok3>；

所<so2>；候<hau6>；提<tai4>；年<nin4>；洗<sai2>；望<mong6>；不<bat1>；心

<sam1>；國<gwok1>；地<dei6>；最<zeoi3>；因<jan1>；成<sing4>；六<lok6>；

希<hei1>；香<hoeng1>；嘢<je5>；三<saam1>；四<sei3>；重<zung6>；經<ging1>；

上<soeng5>；梁<loeng4>；喇<laa3>；定<ding6>；中<zung1>；禮<lai5>；下<haa6>；

反<faan2>；生<sang1>；保<bou2>；度<dou6>；過<gwo3>；論<leon6>；議<ji5>；

丁<ding1>；日<jat6>；如<jyu4>；住<zyu6>；真<zan1>；策<caak3>；居<geoi1>；

業<jip6>；體<tai2>；亦<jik6>；府<fu2>；後<hau6>；謝<ze6>；關<gwaan1>；之

<zi1>；水<seoi2>；面<min6>；睇<tai2>；吓<haa5>；小<siu2>；方<fong1>；加<gaa1>；

晒<saai3>；意<ji3>；應<jing1>；英<jing1>；當<dong1>；七<cat1>；立<laa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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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zi6>；將<zoeng1>；幾<gei2>；絕<zyut6>；集<caap6>；今<gam1>；正<zing3>；

全<cyun4>；李<lei5>；討<tou2>；單<daan1>；請<cing2>；續<zuk6>；又

  <jau6>；用<jong6>；判<pun3>；取<ceoi2>；食<sik6>；班<paan1>；區<keoi1>；

九<gau2>；力<lak6>；天<tin1>；本<pun2>；再<zoi3>；各<gok2>；位<wai6>；社

<se5>；咩<me1>；頭<tau4>；繼<gai3>；友<jau5>；道<dou6>；樣<joeng6>；入

<jap6>；已<ji5>；事<si6>；知<zi1>；返<faan1>；振<zan3>；新<san1>；談<taam4>；

果<gwo2>；界<gaai3>；起<hei2>；圍<wai4>；結<git3>；萬<maan6>；識<sik1>；

聽<ting3>；八<baat3>；別<bit6>；求<kau4>；兩<loeng5>；啦<laa1>；產<caan2>；

場<coeng4>；乜<mat1>；千<cin1>；代<doi6>；令<ling6>；共<gong6>；決<kyut3>；

屋<uk1>；夠<gau3>；理<lei5>；第<dai6>；陳<can4>；發<faan3>；開<hoi1>；隊

<deoi5>；團<tyun4>；需<seoi1>；錢<zin2>；環<waan4>；分<fan1>；名<ming4>；

見<gin3>；若<joek6>；張<zoeng1>；推<teoi1>；票<piu3>；無<mou4>；仔<zai2>；

向<hoeng3>；次<ci3>；信<seon3>；皇<wong4>；俾<bei2>；達<daat6>；舉<geoi2>；

五<ng5>；叫<giu3>；由<jau4>；收<sau1>；而<ji4>；西<sai1>；作<zok3>；快<faai3>；

走<zau2>；於<jyu1>；秒<miu5>；消<siu1>；陣<zan6>；商<seong1>；通<tung1>；

然<jin4>；街<gaai1>；打<daa2>；式<sik1>；圾<saap3>；垃<laap6>；員<jyun4>；

務<mou6>；情<cing4>；緊<gan2>；功<gung1>；田<tin4>；似<ci5>；投<tau4>；

身<san1>；受<sau6>；性<sing3>；房<fong4>；注<zyu3>；爭<zang1>；相<soeng1>；

傾<king1>；落<lok6>；綱<gong1>；領<ling4>；增<zang1>；檢<gim2>；總<zung2>；

辯<bin6>；己<gei2>；北<bak1>；老<lou5>；何<ho4>；抗<kong3>；辰<san4>；

服<fuk6>；者<ze2>；長<coeng4>；阿<aa3>；專<zyun1>；匯<wui6>；裡<leoi5>；

撤<cit3>；齊<cai4>；機<gei1>；只<zi2>；史<si2>；永<wing5>；至<zi3>；行<hang4>；

來<loi4>；或<waak6>；招<ziu1>；明<ming4>；治<zi6>；前<cin4>；原<jyun4>；

席<zik6>；根<gan1>；基<gei1>；條<tiu4>；淨<zing6>；等<dang2>；答<daap3>；

跟<gan1>；零<ling4>；賣<maai6>；贊<zaan3>；土<tou5>；外<ngoi6>；未<mei6>；

即<zik1>；完<jyun4>；志<zi3>；制<zai3>；朋<pang4>；金<gam1>；門<mun4>；

青<cing1>；咪<mai6>；恆<hang4>；首<sau2>；師<si1>；特<dak6>；祥<coeng4>；

報<bou3>；費<fan3>；置<zi3>；認<jing6>；樓<lou4>；歷<lik6>；鑌<ban1>；嗱

<naa4>；手<sau2>；他<taa1>；交<gaau1>；死<sei2>；更<gang3>；言<jin4>；宗

<zung1>；非<fei1>；急<gap1>；恥<ci2>；退<teoi3>；常<soeng4>；清<cing1>；

量<loeng4>；搞<gaau2>；楚<co2>；義<ji6>；路<lou6>；歉<hip3>；幫<bong1>；

濟<zai3>；聲<sing1>；邊<bin1>；霸<baa3>；巾<gan1>；另<ling6>；余<jyu4>；

利<lei6>；君<gwan1>；改<goi2>；卓<coek3>；泛<faan6>；表<biu2>；思<si1>；

苦<fu2>；笑<siu3>；偉<wai5>；參<caam1>；探<taam3>；組<zou2>；竟<ging2>；

勞<lou4>；買<maai5>；進<zeon3>；節<zit3>；障<zoeng3>；價<gaa3>；壇<taan4>；

購<kau3>；譚<taam4>；類<leoi6>；耀<jiu6>；元<jyun4>；少<siu2>；尺<cek3>；

休<jau1>；任<jam6>；早<zou2>；百<baak3>；告<gou3>；坊<fong1>；批<pai1>；

每<mui5>；足<zuk1>；底<dai2>；承<sing4>；放<fong3>；律<leon6>；紅<hun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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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mei5>；展<zin2>；書<syu1>；案<on3>；能<nang4>；偽<ngai6>；動<dung6>；

密<mat6>；現<jin6>；處<cyu3>；設<cit3>；造<zou6>；敢<gam2>；貴<gwai3>；

黃<wong4>；愛<oi3>；準<zeon2>；腳<goek3>；腦<nou5>；餉<hoeng2>；億<jik1>；

辦<baan6>；薇<mei4>；釋<sik1>；變<bin3>；女<neoi5>；屯<tyun4>；世<sai3>；

司<si1>；申<san1>；目<muk6>；低<dai1>；私<si1>；究<gau3>；呼<fu1>；姓<sing3>；

是<si6>；致<zi3>；息<sik1>；效<haau6>；留<lau4>；草<cou2>；記<gei3>；財<coi4>；

除<ceoi4>；堅<gin1>；強<koeng4>；梯<tai1>；堯<jiu4>；期<kei4>；善<si6>；源

<jyun4>；搵<wan2>；種<zung2>；與<jyu5>；說<syut3>；際<zai3>；層<cang4>；

數<sou3>；諗<nam5>；積<zik1>；興<hing1>；雖<seoi1>；斷<dyun6>；囉<lo1>；

籲<jyu6>；啫<ze1>；子<zi2>；化<faa2>；文<man4>；包<bau1>；句<geoi3>；合

<hap6>；官<gun1>；東<dung1>；欣<jan1>；況<fong3>；物<mat6>；指<zi2>；施

<si1>；科<fo1>；計<gai3>；害<hoi6>；容<jung4>；差<caa1>；紙<zi2>；臭<cau3>；

鬥<dau3>；停<ting4>；售<sau6>；帶<daai3>；棄<hei3>；深<sam1>；細<sai3>；

連<lin4>；部<bou6>；備<bei6>；尊<zyun1>；幅<fuk1>；援<wun4>；換<wun6>；

曾<cang4>；虛<heoi1>；照<ziu3>；葉<jip6>；誠<sing4>；資<zi1>；嘛<maa3>；

慘<caam2>；算<syun3>；精<zing1>；廢<fai3>；標<biu1>；樂<lok3>；賞<soeng2>；

銷<siu1>；蕭<siu1>；謂<wai6>；簡<gaan2>；麒<kei4>；護<wu6>；啱<aam1>；

攞<lo2>；太<taai3>；廿<jaa6>；止<zi2>；王<wong4>；央<joeng1>；平<ping4>；

必<pit1>；示<si6>；件<gin6>；在<zoi6>；守<sau2>；安<on1>；夾<gaap3>；形<jing4>；

把<baa2>；束<zuk1>；良<loeng4>；供<gung1>；例<lai6>；具<geoi6>；委<wai2>；

屆<gai3>；拉<laai1>；炒<caau2>；股<gu2>；近<gan6>；室<sat1>；活<wut6>；

派<paai3>；限<haan6>；孫<syun1>；核<hat6>；涌<zung1>；益<jik1>；租<zou1>；

健<gin6>；圈<hyun1>；惜<sik1>；族<zung6>；責<zaak3>；透<tau3>；喂<wei3>；

程<cing4>；華<waa4>；著<zoek3>；評<ping4>；越<jyut6>；亂<lyun6>；溝<kau1>；

詢<seon1>；運<wan6>；逼<bik1>；電<din6>；預<jyu6>；鼓<gu2>；態<taai3>；

構<kau3>；盡<zeon6>；稱<cing1>；網<mong5>；遠<jyun5>；徵<zing1>；確<kok3>；

罵<maa6>；調<diu6>；賢<jin4>；踢<tek3>；靠<kaau3>；擇<zaak6>；樹<syu6>；

賴<laai6>；輸<syu1>；勵<lai6>；歸<gwai1>；贏<jeng4>；讀<duk6>；驚<geng1>；

驗<jin6>；口<hau2>；山<saan1>；川<cyun1>；丹<daan1>；及<kap6>；巴<baa1>；

月<jyut6>；父<fu6>；片<pin3>；牛<ngau4>；冊<caai3>；台<toi4>；母<mou5>；

企<kei5>；字<zi6>；血<hyun3>；冷<laang5>；助<zo6>；和<wo4>；岸<ngon6>；

帑<tong2>；忠<zung1>；念<nim6>；的<dik1>；城<sing4>；封<fong1>；括<kut3>；

段<dyun6>；值<zik6>；倒<dou2>；剛<gong1>；哥<go1>；娟<gyun1>；峻<zeon3>；

徒<tou4>；貢<gung3>；馬<maa5>；偷<tau1>；從<cung4>；接<zip3>；晝<zau3>；

殺<saai3>；眾<zung3>；紮<zaat3>；偈<gai5>；普<pou2>；智<zi3>；痛<tung3>；

短<dyun2>；視<si6>；超<ciu1>；階<gaai1>；須<seoi1>；黑<hak1>；感<gam2>；

概<koi3>；嗌<aai3>；弊<bai6>；槍<coeng1>；漏<lau6>；影<jing2>；德<dak1>；

線<sin3>；鞋<haai4>；餘<jyu4>；鬧<laau6>；導<dou6>；諾<lok6>；壓<aa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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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gik1>；擱<gok3>；賺<zaan6>；齋<zaai1>；擺<baai2>；轉<zyun3>；壟<lung5>；

難<naan4>；麗<lai6>；嚴<jim4>；獻<hin3>；鐵<tit3>；揸<zaa1>；譴<hin2>；士

<si6>；才<coi4>；予<jyu5>；仁<jan4>；介<gaai3>；內<noi6>；戶<wu6>；乎<fu4>；

布<bou3>；白<baak6>；石<sek6>；份<fan6>；托<tok3>；曲<kuk1>；此<ci2>；考

<haau2>；吹<ceoi1>；困<kwan3>；孝<haau3>；局<guk6>；屁<pei3>；材<coi4>；

步<bou6>；災<zoi1>；豆<dau4>；赤<cek3>；車<ce1>；享<hoeng2>；兒<ji4>；卑

<bei1>；命<ming6>；坦<taan2>；姐<ze1>；抹<mut3>；抽<cau1>；拖<to1>；旺

<wong6>；杯<bui1>；板<baan2>；歧<kei4>；波<bo1>；直<zik6>；空<hung1>；

花<faa1>；迎<jing4>；阻  <zo2>；便<bin6>；促<zuk1>；侮<mou5>；勇<jung5>；

帥<seoi3>；架<gaa3>；查<caa4>；洲<zau1>；洶<hung1>；盆<pun4>；研<jin4>；

祈<kei4>；訂<ding6>；負<fu6>；軌<gwai2>；修<sau1>；朗<long5>；氣<hei3>；

海<hoi2>；狼<long4>；破<po3>；級<kap1>；豺<caai4>；辱<juk6>；針<zam1>；

高<kou1>；假<gaa2>；唯<wai4>；婦<fu5>；屠<tou4>；崇<sung4>；康<hong1>；

掛<gwaa3>；排<paai4>；斜<ce4>；晚<maan5>；添<tim1>；率<seot1>；蛇<se4>；

術<seot6>；被<bei4>；章<zoeng1>；麥<mak6>；徛<kei5>；猝<cyut3>；創<cong3>；

復<fuk6>；悲<bei1>；揚<joeng4>；欽<jim1>；渣<zaa1>；焚<fan4>；猶<jau4>；

畫<waak6>；登<dang1>；硬<ngaang6>；象<zoeng6>；順<seon6>；喎<wo3>；剷

<caan2>；勢<sai3>；慈<ci4>；愧<kwai5>；敬<ging3>；極<gik6>；盟<mang4>；

補<bou2>；裝<cong1>；境<ging2>；慢<maan6>；管<gun2>；聞<man4>；腐<fu6>；

誓<sai6>；貌<maau6>；趕<gon2>；輕<heng1>；餅<beng2>；嘩<waa1>；墟<hoei1>；

慧<wui3>；慮<leoi6>；窮<kung4>；賦<fu3>；質<zat1>；震<zan3>；奮<fan5>；

擁<jung5>；擔<daam1>；整<zing2>；盧<lou4>；衡<haang4>；諮<zi1>；靜<zing6>；

龍<lung4>；濕<sap1>；臨<lam4>；薪<san1>；隱<jan2>；雜<zaap6>；雙<soeng1>；

穩<wan2>；簽<cim1>；藥  <joeng6>；證<zing3>；爐<lou4>；競<ging3>；鐘

<zung1>；襪<mat6>；顧<gu3>；歡<fun1>；鑊<wok6>；灣<waan1>；掹<mang1>；

糭<zung2>；乞<hat1>；亡<mong4>；夕<zik6>；互<wu6>；切<cit3>；升<sing1>；

尤<jau4>；引<jan5>；木<muk6>；比<bei2>；毛<mou4>；火<fo2>；牙<ngaang4>；

且<ce2>；乏<fat6>；仙<sin1>；充<cung1>；叻<lek1>；失<sat1>；奴<nou4>；孕

<jan6>；左<zo2>；光<gwong1>；危<ngaai4>；吐<dou3>；吋<cyun3>；后<hau6>；

奸<gaan1>；存<cyun4>；扣<kau3>；汗<hon6>；江<gong1>；米<mai5>；舟<zau1>；

色<sik1>；串<cyun3>；佔<zim3>；呎<cek3>；吸<kap1>；坐<co5>；序<zeoi6>；

床<cong4>；忘<mong4>；折<zit3>；抑<jik1>；攻<gung1>；杏<hang6>；沖<cung1>；

汽<hei3>；牢<lou4>；角<gok3>；谷<guk1>；辛<san1>；邪<ce4>；呔<taai1>；並

<bing6>；侍<si6>；佳<gaai1>；佩<pui3>；卸<se3>；姑<gu1>；始<ci2>；屈<wak1>；

岳<ngok6>；幸<hang6>；延<jin4>；往<wong5>；拒<keoi5>；押<aat3>；抵<dai2>；

斧<fu2>；昂<ngong4>；林<lam4>；析<sik1>；武<mou5>；油<jau4>；爬<paa4>；

牧<muk6>；狙<zeoi1>；肯<hang2>；初<co1>；雨<jyu5>；侵<cam1>；俊<zeon3>；

咬<ngaau5>；咨<zi1>；品<ban2>；型<jing4>；待<doi6>；拼 <ping3>；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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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2>；星<sing1>；昨<zok3>；洪<hung4>；流<lau4>；津<zeon1>；珍<zan1>；

甚<sam6>；盈<jing4>；祉<zi2>；耐<loi6>；耶<je4>；胡<wu4>；茂<mau6>；衫

<saam1>；赴<fu6>；迫<bik1>；郊<gaau1>；音<jim1>；頁<jip6>；風<fung1>；飛

<fei1>；借<ze3>；們<mun4>；倉<cong1>；哭<huk1>；哦<o3>；宴<jin3>；宮<gung1>；

島<dou2>；庭<ting4>；恐<hung2>；料<liu6>；晏<aan3>；校<haau6>；桃<tou4>；

涉<sit3>；烈<lit6>；疾<zat6>；神<san4>；祝<zuk1>；站<zaam6>；納<laap6>；缺

<kyut3>；航<hong4>；般<bun1>；荃<cyun4>；院<jyun2>；隻<zek3>；偏<pin1>；

匙<si4>；堆<deoi1>；堂<tung4>；執<zap1>；帳<zoeng3>；庸<jung4>；彩<coi2>；

控<hung3>；捲<gyun2>；措<cou3>；掃<sau3>；旋<syun4>；梅<mui4>；球<kau4>；

異<ji6>；統<tung2>；紹<siu6>；終<zung1>；脫<tyut3>；袖<zau6>；袋<doi2>；

許<heoi2>；貨<fo3>；貪<taam1>；貧<pun4>；趾<zi2>；速<cuk1>；逐<zuk6>；

途<tou4>；陶<tou4>；麻<maa4>；唪<paang6>；掂<dim6>；掗<ngaa6>；剩<sing6>；

喊<haam3>；喜<hei2>；惠<wai6>；惶<wong4>；揮<fai1>；敦<deon1>；棟<tung6>；

棍<gwan3>；殘<caan4>；游<jau4>；減<gaam2>；湖<wu4>；稅<seon3>；筆<bat1>；

筋<gan1>；絡<lok3>；裂<lit6>；訴<sou3>；貼<tip3>；跋<bat6>；鄉<hoeng1>；

飯<faan6>；傳<cyun4>；傷<soeng1>；勤<kan4>；填<tin4>；塊<faai3>；搭<daap3>；

損<syun2>；歲<seon3>；毓<juk1>；滑<waat6>；爺<je4>；睬<coi2>；群<kwan4>；

葵<kwai4>；董<dung2>；跳<tiu3>；跪<gwai6>；較<gau3>；載<zoi3>；隔<gaak3>；

鼠<syu2>；煲<bou1>；瑋<wai5>；僭<cim5>；僕<buk6>；僑<kiu4>；凳<dang3>；

劃<waak6>；嘉<gaa1>；圖<tou4>；嫦<soeng4>；慚<caam4>；截<zit6>；旗<kei4>；

榨<zaa3>；歌<go1>；滯<zai6>；煽<sin3>；疑<ji4>；福<fuk1>；窩<wo1>；粹<seoi2>；

維<wai4>；膊<bok3>；蓋<goi3>；製<zai3>；語<jyu5>；豪<hou4>；鄙<pei2>；頗

<po2>；慳<haan1>；墮<do6>；寬<fui1>；審<sam2>；寫<ze2>；廚<cyu4>；廣

<gwong2>；憂<jau1>；憐<lin4>；憫<man5>；撕<si1>；撳<gam6>；模<mou4>；

樑<loeng4>；澄<cing4>；潤<jeon6>；熱<jit6>；範<faan6>；篇<pin1>；緻<zi3>；

緣<jyun4>；膚<fu1>；蔭<jam3>；複<fuk1>；誼<ji4>；諸<zyun1>；輪<leon4>；適

<sik1>；鄭<zeng4>；鋒<fung1>；養<joeng5>；駕<gaa3>；髮<faat3>；黎<lai4>；

憲<hin3>；擋<dong2>；據<geoi3>；擒<kam4>；橫<waang4>；澤<zaak6>；澳<ou3>；

獨<duk6>；穌<sou1>；築<zuk1>；諧<haai4>；貓<maau1>；錯<co3>；錄<luk6>；

館<gun2>；優<jau1>；懂<dung2>；戲<hei3>；戴<daai3>；營<jing4>；禪<sim4>；

縮<suk1>；聰<cung1>；膽<daam2>；謙<him1>；還<waan4>；闊<fut3>；闆<baan2>；

駿<zeon3>；鮮<sin1>；嬲<lau1>；擲<deng3>；翻<faan1>；職<sik1>；離<lei4>；

雞<gai1>；謾<maan6>；壞<waai6>；懷<wwai4>；簿<bou2>；羅<lo4>；願<jyun6>；

寶<bou2>；譬<pei3>；屬<suk6>；蠢<ceon2>；響<hoeng2>；籠<lung5>；籤<cim1>；

顯<hin2>；讓<joeng6>；冚<ham6>；劏<tong1>；唥<laang6>；嚿<gau6>；孭<me1>；

瞓<fan3>；踎<mau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