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冠聰在宣誓時以疑問語
氣讀出：「定當擁護中華人
民共和國？」 梁祖彝 攝

■劉小麗宣誓時每字之間停
頓數秒，令只需約1分鐘的宣
誓拖長至13分鐘。梁祖彝 攝

「非建制」派議員宣誓時違法表現
「青年新政」游蕙禎 宣誓時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
港不是中國）布條，以英語宣誓時，更將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的Republic讀成「Re-fuxking」，並將「China」讀成
日本侵華用以侮辱中國人的「支那」，並加入效忠「香港民
族」等內容

「青年新政」梁頌恆 宣誓時披着「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
港不是中國）布條，同樣將「China」讀成「支那」，並加入
「捍衛香港民族（Hong Kong Nation）利益」的內容。宣誓時
其中指和食指交叉，意味會違反誓言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園境界姚松炎 擅自更改誓詞，加入「定當
守護香港制度公義，爭取真普選，為香港可持續發展服務」，
兩度宣誓無效

九龍西議員劉小麗 在宣讀誓詞前稱要「推倒高牆，自決自強」
等。宣誓時每字之間停頓數秒，令原本只需約1分鐘的宣誓拖長
至約13分鐘，連手語傳譯員亦要將動作配合「定格」，一度需
更換手語傳譯員

港島議員羅冠聰 在宣誓前宣稱「我絕不會效忠於殘殺人民政
權」，在宣誓時則以疑問語氣讀出：「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
國？」宣誓後他再高呼「權力歸於人民，暴政必亡」

新界西「熱血公民」議員鄭松泰 在宣讀誓詞後高呼「全民制憲、
重新立約、港人為本、香港萬歲」

社福界議員邵家臻 在宣誓後敲打搖鈴，大叫「雨傘運動，敗而
不潰，對抗極權，we are back」

社民連議員梁國雄 手持黃傘上台宣誓時，將「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等字眼分隔讀出，並在宣誓後高呼「撤
銷人大831決定」，又撕爛代表831決議書的道具

「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 宣誓時將「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等字眼分開讀出，宣誓後又大喊「我係香港人，我要
爭普選，拉布抗惡法」等

工黨議員張超雄 宣誓後撕毀831決議書的道具紙

民主黨議員黃碧雲 宣誓後大喊「重啓政改，梁振英下台」、
「水務處立即驗水，冇得拖」等 ■製表︰記者 甘瑜

反對派寬己嚴人的雙重標準問
題，昨日又再於立法會首次會議中
暴露無遺。

即使法例列明立法會議員宣誓時
的誓詞，亦有案例指出不能加減誓

詞的重要性，反對派中人要在宣誓的莊嚴時玩樂
器、叫口號、撕道具、講粗口、侮辱自己的國
家，依然可「自我感覺良好」地宣稱這是「權
利」，更可用耍賴方式去作出辯解，稱自己有口
音、英文不好，反正就是自己一點問題都沒有，
還反過來指責秘書處剝奪自己的「權利」。

昨日立法會上另一件不少人聚焦的事，就是競
逐立法會主席的梁君彥，其國籍問題被大做文
章。即使他還未收到英國證明他已放棄英籍的正
式聲明文件，他亦盡全力展示自己與英國當局的
電郵紀錄，當中亦列明其放棄國籍的申請於9月
30日已經生效。

不過，反對派依然雞蛋裡挑骨頭，指這不是
「正式文件」；即使梁君彥及時展示出「正式文
件」，反對派則質疑當中「真偽」。

從兩件事可見，反對派對於自己的所作所為，
就可以不理法例規條；對建制中人的合理解釋，
卻以遠遠嚴於法例要求的眼光去作出審視。兩件
事都為立法會上演了前所未有的災難式鬧劇，令
市民滿心期望今屆可有所提升的立法會，一開鑼
就在走「激進路線」的新丁牽頭下變回「垃圾
會」。未來一屆，可謂情況堪憂。 ■記者 甘瑜

激進開場 港無寧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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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邪宣誓違法禁履職
梁頌恆惡讀「支那」游蕙禎爆粗辱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新一屆立法會昨日舉行首次

會議並進行議員宣誓就任儀式，

但一開局已「烏煙瘴氣」，有議員

更公然鼓吹「港獨」並侮辱國家。

「青年新政」的游蕙禎和梁頌恆

除了在誓詞中加入效忠「香港民

族」等內容外，更將「China」讀成

侮辱性的「支那」，游蕙禎更將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

「Republic」讀成「re-fuxking」，兩

人連同擅自「僭建」誓詞的建築、

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姚

松炎均須留待下次大會重新宣

誓，暫時未能參與立法會事務。

有建制派議員對上述侮辱國家

的行為強烈不滿，明言會跟進有

關人等的法律責任，包括要求特

區政府根據法例取消有關議員

的就任資格。（見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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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辱國禍港 必遭唾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多名候任反對派

議員不但在宣誓時「表演」，有人更刻意以粗言穢
語侮辱國家。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接受本報
訪問時表示，香港一直都是稱立法會議員為尊貴的
立法會議員」，倘他們真的是認真對待此尊稱的
話，便不應在立法會內以粗口侮辱國家，「如果在
立法會內講粗口，就很難稱得上尊貴了。其實用這
種方法吸引眼球的話，我見不到對香港市民有什麼
積極貢獻。」

范太：靠損港爭個人曝光率
范徐麗泰指出，立法會秘書長是監誓人，絕對有權

力履行職務，依據法律裁定宣誓是否有效。倘有任何
議員不滿裁決的話，應循法律途徑提出司法覆核，
「他們當然可以用法律途徑，不過首先做之前，請他
們先看清楚法律條文。」
她坦言，倘香港立法會陷入亂局，更成為「新常

態」，一定會影響香港的國際聲譽，「香港在國際上
一直都是以守規矩，尊重法治精神見稱，如果繼續這
樣的話，一定會影響到外來投資者的信心。」港人更
不應把此次事件當作開玩笑，而是應要認真思考他們
的做法是否真的為香港好，「到底有哪一方面真的有
利香港的整體發展？他們這樣的做法究竟如何對香港
市民的整體利益有所貢獻？他們這樣的做法，究竟是
對香港有利，還是只對他們個人曝光率有利？」

葉國謙：議員先守議會規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立法會議員葉國謙強調，香

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是非常清晰的，任何事情都必須依
據香港基本法運作，任何人即使對政府不滿，都不應
在立法會內以此低劣方式表達，「你可以走上街頭抗
爭，甚至可做很多事情，但當你要進入議會的話，就
應該遵守議會規則。」
對於反對派首次會議就搗亂，葉國謙坦言，今次事

件確實再次損害了立法會的尊嚴，身為多年立法會議
員對此實在感到可惜及痛心。而立法會未來運作必然
會繼續受到反對派議員的挑戰，「如果『泛民』議員
繼續不維護立法會的尊嚴，繼續任由他們搗亂，我相
信他們最終是會受到市民的唾棄。」

吳亮星：擾亂秩序市民受害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立法會金融界議員吳亮星
批評有議員宣誓時展示「港獨」的標語，甚至侮辱
國家，做法非常過分，當局必須嚴懲不合法的宣
誓，嚴格依法辦事。他又質疑，有關議員的做法究
竟是為市民的利益，抑或只是為了個人利益以及其
背後的勢力。
吳亮星批評，反對派在立法會選主席時出現的種種

混亂，擾亂議會秩序，是市民所不能接受的，並慨歎
倘反對派在議會只是不斷破壞，毫無建設性，只會令
香港繼續停滯不前，受害的是全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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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蕙禎展示非游蕙禎展示非
法口號布條法口號布條，，更更
疑爆粗口侮辱中疑爆粗口侮辱中
國人國人。。 彭博社彭博社

梁頌恆交叉手指示意違誓
議員宣誓就任本為莊嚴儀式，但昨日竟變成反對派
議員表達政治立場的「舞台」：梁頌恆以英文宣誓
時，將中指和食指交叉，做出一個會違背誓言的手
勢，更擅自將誓詞改成「I shall pay earnest efforts be
（for） keeping that over the interest of the Hong
Kong Nation」（我會盡力維護香港民族利益）。
監誓的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即時停止他宣誓，指因梁
在誓詞中增加其他字眼，令他無法進行監誓工作，要求
重新宣誓。梁頌恆隨後披上印有「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國）的布條，又將「China」讀成
「支那」。陳維安遂指，有合理懷疑梁是否理解立法會
誓言，認為無法為梁監誓，要求他返回座位。

游蕙禎混粗口展非法口號
游蕙禎同樣以英文宣誓，又將「Hong Kong is not
China」布條鋪在宣誓枱上，宣誓前更稱要向「香港民
族」效忠等。陳維安指出游蕙禎自行更改誓詞，要求
游再次宣誓。游在進行第二次宣誓時，在「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混入粗口「re-fuxking」，並將
「China」讀成「支那」，同樣無法完成宣誓。

姚松炎讀誓詞反覆「僭建」
姚松炎則在首次宣誓時，自行在誓詞中加插「定當
守護香港制度公義、爭取真普選，為香港的可持續發
展服務」的字眼。陳維安隨即要求他重新宣誓。姚則
將自行加插的內容放在誓詞的最後，同樣被陳維安指
改變誓詞，不能為他監誓，着他返回座位。部分反對
派議員其後上前包圍陳維安，態度囂張。
梁頌恆事後稱，自己「英文水平差」，想藉宣誓
「練習」，但自己有「鴨脷洲口音」，而披上
「Hong Kong is not China」布條則是「時尚」，認
為自己「並無違反什麼法例」云云。
不過，他又戴頭盔稱，若要重新宣誓，自己亦會跟

從「宣誓儀式來的，該做的。」

■■梁頌恆身披非法口號布條梁頌恆身披非法口號布條，，並將並將
「「ChinaChina」」惡意讀成惡意讀成「「支那支那」，」，他交叉他交叉
手指示意將違背誓言手指示意將違背誓言。。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昨日宣誓就任，各新加
入的激進「本土」派中人都在宣誓時「加料」，以英文宣誓的「青年新政」
議員梁頌恆及游蕙禎，更在宣讀誓詞時故意將China讀成侮辱性的「支那」，
游更在讀出國家全稱時把個別字眼轉換成粗口。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對此強
烈不滿，批評有人在宣誓加料是為了「政治表演」，對此表示遺憾，更強
調身為中國人，無法接受有人侮辱國家。他們會跟進有關人等的法律責任，
包括要求政府根據法例取消有關議員的就任資格。

李慧琼：莊嚴儀式變表演場
20多名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在會議期間會見記者，支持立法會秘書長

陳維安「無法為他們監誓」的決定。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強調，立法會
議員宣誓就職是一個莊嚴儀式，但有人在誓詞「加料」，將儀式當成
他們「政治表演」的場地，令人遺憾。
她特別點名提到九龍西議員劉小麗在宣誓時故意放慢速度，羅冠聰

「變音」，涉嫌違反有關規定，「未能令聽眾掌握是按誓詞讀出。」
她對此保留追究權利，包括要求立法會法律顧問翻看片段，及裁決他
們的宣誓是否有效。同時會徵詢法律意見，了解其他人在宣讀誓詞前
後「加頭加尾」的做法是否有問題。

周浩鼎：敦促政府堅決執法
本身為律師的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補充，該黨將去信立法會秘書

處投訴，他個人更計劃去信律政司及相關政府部門，跟進有關議員
是否已經違反了《宣誓及聲明條例》，「因為白紙黑字寫明，議員
要根據誓詞宣誓，無得走雞，政府有需要執法。」

梁美芬：如此宣誓非常反感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指出，根據議事規則第一條，立法會議員就職一

定要遵守宣誓內容和規格，如超出形式，態度亦不嚴肅，在法庭如此
宣誓，未讀完已被法官截停，不會讓他們完成，陳維安在處理上已經
非常寬鬆。
她並點名批評梁頌恆及游蕙禎在以英文宣誓時，將「China」讀成

不正確的、帶有冒犯性的發音，是對中國人民的侮辱，自己絕對不
能接受，「咁樣作為中國人係非常侮辱！」自己收到很多短信，對
有關議員如此宣誓表示非常反感。她希望他們在重新宣誓時，要以
莊嚴的態度認真處理誓言。

林健鋒：冒犯國人不能接受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也指，部分議員的宣誓言論「有冒犯性，身為

中國人不能接受」。他將向新主席反映，宣誓是嚴肅事情。

葉太：踐踏國家即傷害自己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指，她在會上見到數名年輕人在宣誓時加上

很多字眼，有人更加上「辱華」的字眼，令她非常痛心，希望有關人
等深刻反省，「踐踏國家即係傷害自己。」

■姚松炎擅自更改誓詞，加
入「守護香港制度公義，爭取
真普選」等字句。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