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熱狗」鬧「青症」癲誓掀網戰
巴治奧游BB英語辱國 搶「正經」蟲泰風頭惹火

一個莊嚴的立法會議員宣誓儀式，竟然被多個主流反對

派及「自決派」中人膠化，情何以堪？有人在誓詞前後加

鹽加醋，有人玩復古擔着黃傘，有人帶着鐵盒啪啪啪，有

人更龜速讀出誓詞，搞到手語傳譯員攰到要換人。不過，最出位莫過於

「青山新症」（青年新政）巴治奧（梁頌恆）同游BB（游蕙禎）：帶着

「Hong Kong is not China」橫額，用一口「鴨脷洲口音」英語宣誓。游

BB更將「Republic」讀成「Re-fu×king」，雖然侮辱自己、議會同埋

國家，但就呃到唔少曝光率，將宣誓時相對正經的「熱狗」蟲泰（鄭松

泰）比下去。議席數目少過人，家連風頭都細過人，一眾「熱狗」自

然唔忿氣，在網上鬧「青症」做馬騮戲無用，而「本土民主前線」發言

人偉哥仰（黃台仰）等「青症」支持者也不甘示弱，反問「點解唔

做？」睇嚟網上世界隨時比立法會更亂。 ■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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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一屆立法會昨日早
上開始宣誓就任，多個團體到場請願，表達自己對立法
會的期望。反「港獨」團體「政中香港人」在立法會外
展示「做實事，要準時，莫流會，嘥金錢」等標語，希
望新一屆立法會能減少爭拗，莫再讓香港社會空轉，民
生事務凋零。
「政中香港人」召集人劉礎慊表示，立法會議員接受
公帑，但去屆立法會經常出現拉布、冗長發言和流會等
情況，影響涉及民生議案的審議，如醫委會改革條例草
案等。他希望新一屆立法會可減少拉布等情況，令議員
可履行職責，監察政府、審議議案及改善民生。

陸頌雄：港不可再蹉跎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到場接收團體的請願信。他
表示，表達政治立場有很多方法，工聯會堅決反對議員
拉布，指香港不可以再蹉跎4年，否則香港競爭力會被
鄰近地區超越，所以議員要在新一屆立法會追回失去的
時間、做實事。
「保衛香港運動」約20名成員昨日亦由金鐘海富中
心遊行至立法會。他們沿途高叫「支持橫洲建屋，拒絕
泛民亂局」等口號，譴責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濫用特權法
要求調查橫洲事件，及支持特區政府發展橫洲公屋項
目。

團體主席傅振中指，特區政府當初只初步簡介興建
1.7萬個單位，但因未有詳細配套，憂慮會引發交通及
就業問題，所以提出先建4,000個單位。他質疑民主黨
立法會議員鄺俊宇早於2014年已「白紙黑字」向媒體
表示，對房署先興建4,000單位沒有反對；另一議員朱
凱廸在今年3月接受訪問時，對發展計劃的第一階段亦
早已知悉，質疑他們「忽然失憶」，企圖引用特權法來
引起市民對特首梁振英的不滿。
團體要求反對派議員向特區政府和市民道歉，不要阻

礙興建公屋，呼籲全港市民監督他們的行為，以防阻礙
政府施政。

兩團體請願促停拉布莫流會

「熱狗」圍咬

Cain Ng：點解唔除褲×
門口個實Q（保安員）？
爆過講粗口又兜嚟兜去咁
肉酸啦！

Ka Lok Chan：有機會俾
（畀）你哋正正經經宣揚
「自決」「港獨」嘅理念
唔搞，係都要玩膠！你玩
膠都要睇效果OK？

Tim Chan：「本民前」「青
年急性（青年新政）」，核
心價值係抗爭冇成本空叫
口號扮抗爭，所以玩抹黑
「熱普城」，點解唔做？
呢班×人吓吓計個（過）
數冇成本先做的。

Aida Sweet：長毛、社
記（社民連）、「人力」
以前都做過晒，但時至今
日香港人已經水浸眼眉，
都仲係花時間玩呢啲小動
作，我睇唔到有咩意義。

Michael Wan：比起「扑
嘢禎」（游蕙禎）。同埋
「鴨洲恆」（梁頌恆）啲
小學雞行為，泰博（鄭松
泰）high class（高級）
唔知幾多萬倍。

Christina Wong：將政治
低能化，藉以矮化抗爭，
「新泛民」你們成功了。

「青粉」還拖

Benzon Chan：你哋唔
好再講「青政」宣誓玩嘢
無聊啦，再講「教主」會
好唔開心的，你哋話埋
佢。

Hoi Ming Wong：根據某
些人的看法，「教主」玩
就得，其他人玩就唔得，
無意義。

Jim Yau：「熱狗」阿頭
（鄭松泰）唔玩你哋梗係
都唔俾（畀）玩啦！

Man Tai Chan：一個×
嘅場合唔×應對，難道要
好似鄭松泰議員咁正經宣
誓先算威豬？

Kenny Bok：一係做馬騮
戲玩人，一係俾人當馬騮
咁玩。你自己揀。

Charon Chu：做又俾人
鬧，唔做又俾人鬧。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陳庭佳

網民批幼稚垃圾
小強基金：梁頌恆及游蕙禎，公然侮辱整
個中國！

武德鼎：馬騮山搬咗去立法會。

Htfung000：幼稚，點解咁幼稚嘅垃圾可
以當議員？

Cq17：一個唔識尊重自己國家，自己民
族的垃圾，我們也不用尊重他。

bbjy：佢哋玩嘢玩出火了，「支那」都講
得出，全港甚至全球華人都憤怒了！

湯川：我真係冇眼睇，議會有啲咁嘅垃圾
喺度。

onon831：睇嚟嚟緊呢四年都有排煩。

toledo：道德文化質素倒退沉淪，係廢青
特色，講粗口越（愈）出色，廢青越
（愈）崇拜。

資料來源：香港討論區 整理：陳庭佳

梁君彥當選立法會主席，所有無出
盡全力阻止的人都要死？「街工」立
法會議員梁耀忠昨日原本因為資歷深
而負責主持立法會會議，但他後來稱
自己「仍有好多疑問」，拒絕負責，

而改由經民聯石禮謙主持。反對派中人對此大感不
滿，稱梁耀忠的舉動「促成」選舉進行，令梁君彥可
當上主席。「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就發炮說︰
「作為投左（咗）票俾（畀）你嘅選民，梁耀忠議
員，我真係唔知你發生乜事……？」民主黨區諾軒
亦批梁的行為講唔過去；《蘋果日報》也在facebook
發帖說︰「但放棄主持會議，變相令主席人選投票馬
上進行。」不少網民也留言圍剿梁耀忠。

梁耀忠拒為事件負責，寧願不主持會議去退位讓
賢，引起反對派四面聲討。黃之鋒在fb上炮轟梁耀
忠後，不足一小時又在轉發帖文再踩多腳，內文寫
到：「今日領悟到一個道理，其實對於某些人來說，
『港人治港』只是一種葉公好龍。原來當你真正可以
分享權力，有權決定大局的時候，就會不知所措、恐
懼同會先行告退。咁批准你退下吧。」兩則帖文都引
來不少人留言狠批梁耀忠，直言對他「失望」，着他
辭職不要重返議會。

區諾軒亦在fb發帖說︰「立法會開始前由資深議
員主持會議的原因，稍稍猜想，都應該包括信任資深

議員可以其資歷
及經驗，完成遴
選主席程序。以
無 法 勝 任 而 求
去，真係點都講
唔過去。何況係
代 表 基 層 的 議
員，讓比（畀）
功能組別代表地
產及建造界利益的代表……呀，你會令好多相信基
層組織、地區打入議會的人傷心……」有人就在其
帖文下留言「呼籲」說︰「區區帶團去衝擊白頭佬
（梁耀忠）啦！」

網民製圖責「千古罪人」
《蘋果日報》更將矛頭指向梁耀忠，在fb上發佈

其拒絕主持會議的消息時，「順帶」一句「但放棄主
持會議，變相令主席人選投票馬上進行。」不少人就
在帖文下激動留言，「Connie Tse」說︰「咁不如辭
職啦×街！」「Don Tam」則說︰「仲好意思講自
己 做 咗 21 年 議 員 ， 做 咁 耐 議 員 都 係 咁 on ×
（戇×）！」有網民甚至製圖指梁耀忠是「千古罪
人」，「Winson Siu」更詛咒「街工」滅黨謂︰
「『街工』係下一個民協。」 ■記者 甘瑜

梁耀忠未阻選主席 同道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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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製圖指梁耀忠是「千古
罪人」。 網上圖片

■「政中香港人」促立法會停拉布。

眼見新科主席被巴治奧同游BB搶盡風頭，昨
日全日靜到無影，「熱狗」對準巴游二人開

火，其中「國師」傻根（陳雲）食足藥開正經
mode（模式），在facebook話如果中央可以接受
「青症」侮辱國體，香港人就可以「獨立革
命」。

陳秀慧越洋嘲抄「教主」舊橋
陪老公黃洋達在加拿大散心的「皇后」陳秀
慧，也來發一炮洲際導彈：「當一班濕×『新
泛民自決派』議員，重複又重複毓民已經做過
晒嘅宣誓遊戲，只有『熱血公民』嘅泰博展示
出一種其他人沒有的穩重、可靠和承擔的態
度。兩個層次。」「皇后」又揶揄游BB玩膠
玩出火，「唔係扑嘢就係 fu× king，笑死
我。」
一眾「熱狗」KOL（意見領袖）也開工做嘢恥

笑游BB，其中「陳到」向票投「青症」的選民
說：「Enjoy what you voted（享受你的投票選
擇）」；葉政淳就解讀游BB講「Re-fu×king」的

意思：「從×開始的議會性生活。」
巴治奧同游BB以「鴨脷洲口音」宣誓，將
「China」讀成「支那」這侮辱詞，建制派自然唔
高興。經民聯梁美芬鬧二人對中國人民造成傷
害，游BB就在facebook反擊死對頭，辯稱梁美芬
歧視其「香港口音」，要求梁道歉，卻難防由
「熱狗」成立的專頁「熱血圍頭佬」在背後插一
刀：「我×你奶！你嗰啲乜×嘢香港口音啊？你
做×咗幾耐香港人呀？你返鄉下扑嘢啦！臭×！
咪×認親認戚呀！」

黃台仰幫拖又爆罵戰
久未蒲頭的偉哥仰，眼見盟友「青症」被「熱

狗」圍咬，好早起身在 facebook反擊：「無成
本，又可以玩嘢，點解唔做？」晏晝偉哥仰更加
直接，批評「熱狗」將「抗爭」同「宣誓」拉埋
一齊講，「×人宣誓嗰陣同『左膠』一樣，先唔
講拎呢兩樣嘢一齊講有無邏輯，咁你叫其他主張
激進抗爭但又跟足規矩宣誓嘅議員情何以堪
啊」，辣埋蟲泰嗰瓣。

「神駒」仇思達本來一心想寸「左膠」，「立
法會的宣誓儀式，已經淪為幼稚園天才表演層次
的表演舞台，不堪入目」，更開名問候小麗老母
（劉小麗），但衰在like（讚好）咗游BB鬧梁美
芬的帖文，令人覺得佢支持游BB的「幼稚園天才
表演」。
另一個「熱狗」專頁「仇幼聯」就諷刺道：

「根據『無敵神駒』仇思達嘅往績，同埋佢親自
like咗游蕙禎議員個小學雞status（狀況），本專
頁相信佢口中嘅『幼稚園天才表演層次』，係唔
包括『青年新政』兩位議員嘅。」

&1&1���� 「熱狗」眼紅「青症」做騷

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昨日宣誓就任。一如所料，
反對派候任議員趁機發難，在誓詞中「加料」，
又杯葛立法會主席選舉。而更令人吃驚的是，有
候任議員在宣誓時使用日本軍國主義侮辱中國的
字眼冒犯國家，侮辱包括自己先祖、700萬港人
在內的 13 億中國人民，顯示個別人鼓吹「港
獨」無所不用其極，連一個普通香港人的良知都
沒有，更加沒有資格做香港人的代議士。新一屆
議會一開鑼已經亂象橫生，反對派和激進本土派
議員立心搗亂，刻意挑戰憲制規定和議會規則，
令香港政爭態勢更趨嚴峻，廣大市民必須勇於發
聲，嚴厲譴責數典忘祖、肆意妄為的搞事分子，
以強大民意令其回復常性；立法會主席應大膽依
法依規行使權力，嚴正處理不合資格候任議員，
端正議會風氣，維持正常秩序；所有建制派議員
要團結一心，抵制惡勢力利用立法會「播獨」，
避免香港被搞事者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基本法第一條開宗明義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香港立法會
議員，是「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區建制架構中的
重要成員。基本法第 104 條及《宣誓及聲明條
例》附表 2 第 4 部規定，立法會候任議員宣誓
時，必須聲明定當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
這是對香港立法會議員的憲制性要求。但是，

「青年新政」的兩位候任議員為宣揚「港獨」主
張，不僅對這些法律要求和約束視若無睹，更令
人激憤的是，有人竟然在以英文宣誓時加入粗
口，並刻意將China讀作「支那」。

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支那」是日本發
起全面侵華戰爭後，日本軍國主義者對中國的稱
呼，當中含有愚昧、劣等的負面含義，是對中國
人充滿侮辱性的用語。二次大戰後，世界反法西
斯盟軍最高司令部經調查確認，「支那」稱謂含
有蔑意，敦促日本政府不得再使用該詞。如今，
世界上即使對中國不友善的國家，也不會、也不
敢用「支那」來稱呼中國。在「一國」下的香港
特區，有候任議員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稱呼自己
的國家為「支那」，這不僅是對「一國」的嚴重
挑釁，更是對中國人民、香港同胞不敬，甚至可
以說是對自己父母先祖的冒犯。為鼓吹「港
獨」，竟然承襲日本軍國主義的衣缽，令人激
憤。香港候任立法會議員首先是中國人，不尊重
自己的國家、民族和人民，有何資格當立法會議
員？

2004年梁國雄訴立法會秘書處一案的判決中，
高等法院夏正民法官曾經指出，依據基本法第
104條進行宣誓就職，是立法會全體議員必須履
行的一項憲制性責任，在法定誓詞之外增加或減

少字句將不被視為依法完成宣誓。有人刻意不按
憲制要求、不依法宣誓，把莊嚴的宣誓儀式當作
「播獨」的政治舞台，宣誓理所當然不被立法會
秘書長確認，不得出席立法會會議，不能履行立
法會議員的職權。但是，反對派議員黑白不分，
助紂為虐，為搞事的「播獨」分子強出頭，並以
此為藉口干擾、搗亂新一屆立法會主席的選舉，
造成前所未見的混亂場面，令香港立法會聲譽受
損，更令香港法治文明的國際形象蒙污。這是激
進本土派和反對派議員蓄意搞事、破壞規則所造
成的惡劣後果。

在香港立法會宣誓儀式上宣揚「港獨」，鼓吹
分裂國家、對抗中央，是直接涉及國家主權、統
一和領土完整的最高、最重要的憲制性問題，逾
越了法治和社會規範的底線。立法會不是法外之
地，立法會議員沒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反
對派議員在立法會甫開鑼就上演「大龍鳳」，
「加料」宣誓、侮辱國家、杯葛選舉，用行動示
範無法無天。反對派議員今日可以干擾、甚至癱
瘓議會運作，意味着他日，他們將會更加肆無忌
憚地狙擊施政，令香港管治寸步難行。上屆立法
會拉布流會無日無之、各項發展停滯不前的局面
如果重演，甚至變本加厲，最終受害的是我們的
家園，是廣大香港市民。

絕大多數選民選舉議員，絕對不是為了要這些
民意代表天天搞事、搞破壞，也絕不會容忍少數
搞事分子騎劫議會，摧毀香港。從立法會首日會
議的混亂局面來看，當前香港面對的政治考驗不
容低估，要遏止反對派、尤其是少數激進分子的
囂張氣焰，民意始終是最大的力量。廣大市民為
香港、為自己、為下一代着想，都應該大聲向立
法會搗亂搞事勢力說不，要發出保穩定、求發展
的最強音。

新一屆立法會開始運作，依照基本法第 72
條，立法會主席主持會議，行使立法會議事規則
所規定的其他職權，有責任確保立法會的會議運
作暢順。本屆立法會能否維持有效運作，主席更
加責任重大。新一屆立法會主席已經選出，寄望
主席迎難而上，大膽作為，當務之急就是依照基
本法和議事規則賦予的權責，嚴正處理不依法依
規宣誓的行為，要求有關候任議員嚴格按照憲制
要求重新莊嚴、完整完成宣誓，絕對不能有任何
妥協讓步，以免助長挑戰憲制法治的歪風。在此
關鍵問題上，建制派議員亦要齊心協力，共同支
持主席工作，攜手阻止惡意破壞立法會職能、散
播「港獨」、激化政爭的言行，扮演好中流砥柱
角色，維護香港法治穩定，推動香港發展，真正
不負市民對建制派議員的期望。

冒犯國家同胞無資格做議員 必須端正議會風氣遏止亂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