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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就任公然「播獨」 理當依法褫奪議員資格
梁亮勝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

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昨日宣誓就任，議員宣誓是基本法的憲制要求，具有法律效力。然而，

增減都是沒有法律效力。立法會秘書長應嚴正要求他們
再次宣誓，如果他們拒絕，理應依法褫奪其議員資格。
在昨日的宣誓中，最令人側目的是「青年新政」的梁
頌恆和游蕙禎，在以英文宣誓時有意地將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的 Republic 讀成「Re-fxxking」，而
China 則 讀 作 「 支 那 」 ， 他 們 更 加 在 宣 誓 時 披 上
「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國）的披
肩，這些行徑都是明火執仗地煽動「港獨」，肆無忌憚
地侮辱中華民族，挑戰一國，其氣焰之囂張已到了「是
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

一些激進「本土」分子卻扭盡六壬破壞宣誓儀式，有人拿着道具宣誓、有人自行在誓辭後
「加料」、有人故意慢速宣誓拖延程序等等。「青年新政」的梁頌恆和游蕙禎，更加在宣誓
時披上「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國）的披肩，並故意將 China 讀成「支
那」。這不但侮辱國家民族，更是公然在立法會上鼓動「港獨」。立法會選舉當選人必須聲
明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激進「本土」分子在宣誓上「播獨」，在法律上已經喪失了成為議員的資格。香港特區的立
法會不可成為「港獨」分子的「播獨」平台。立法會須依法褫奪其議員資格，堅決阻止「港

極端分子「反中」反華反昏了頭

獨」分子在議會興風作浪。
基本法第 104 條及《宣誓及聲明條例》附表 2 第 4 部
規定，立法會選舉當選人必須聲明定當擁護《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
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方可就任議員。條例列明，如任
何人拒絕或忽略作出其須作出的誓言，則該人必須離
任；該人若未就任，則須被取消其就任資格。特區政府
日前亦發表聲明，強調議員宣誓是根據香港基本法的憲
制要求，必須依法進行，否則沒有法律效力。可見，立
法會議員就任宣誓，不是行禮如儀，而是有嚴謹的法律
要求及效力。

未能依法宣誓 沒有資格做議員

現時大多數國家及地區的政治首長、主要官員、法官
及議員等，在上任前都必須依照本地的憲制性法律或相
關法律宣誓，拒絕依法宣誓，甚或未能完成宣誓者，都
會喪失就任資格。激進「本土派」人士以為在宣誓上
「加料」，只是一種政治表態，不會影響其議席。然
而，在2004年梁國雄訴立法會秘書處一案的判決中，高
等法院夏正民法官已經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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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的判決很清楚，就是任何增減字句都不能
視作完成宣誓。事實上，宣誓意味着宣誓者確認其法律
義務，違反者也要承擔法律責任。所以，任何對誓詞的

「青年新政」將China讀成「支那」，公然侮辱中華
民族，盡顯其扭曲的「反中」心理。「支那」是當年日
本侵略者對中國人的「稱呼」，在日本發起全面侵華戰
爭後，日本外務省開始追隨軍部稱呼中國為「支那」，
當中含有愚昧、劣等的負面含義，是對中國人的貶抑，
也是一個充滿侮辱性的用語。現在，就是一些對中國不
友善的國家，都不會、也不敢用「支那」來稱呼中國，
但在「一國」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竟然有候任議員將
中國稱為「支那」，這是對「一國」的嚴重挑釁，也暴
露這些激進「本土派」反華反昏了頭。
在宣誓上公然披上「香港不是中國」的披肩，企圖將
立法會變成「播獨」平台，其「港獨」之心更是昭然若
揭。基本法第一條開宗明義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

冀勿拖慢土地供應
特首籲社會助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晚出席地區扶輪論壇，討論主題為「香港的未來」。他在致辭中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十
二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
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青年新
政」借披肩表示「香港不是中國」，已是
公然違反了基本法。根據《立法會條例》
第 40 條，當選人必須履行參選時簽署擁 梁 亮 勝
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的承諾。這些鼓
吹「香港不是中國」的激進「本土派」人士，既違反了
其參選承諾，也違反了作為議員必須依法作出的宣誓，
沒有資格出任香港特區的立法會議員。

堅決阻止「港獨」分子在議會興風作浪
香港現行法律亦規定，以「港獨」為招徠進行組織活
動，已涉嫌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 9 和第 10 條有關煽
動、顛覆的罪行。激進「本土」分子在立法會上公然
「播獨」，不但抵觸基本法，更可能干犯《刑事罪行條
例》中的煽動罪，單是引用《立法會條例》第三十九
條，已足以褫奪其議員資格。
立法會議員是建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肩負着立
法者的角色。莊嚴的立法會議事廳絕不可成為「港獨」
分子的「播獨」平台。激進「本土」分子的所作所為，
在法律上已經失去了成為議員的資格。立法會須依法褫
奪其議員資格，堅決阻止「港獨」分子在議會興風作
浪。

反對聲音縱多 政府迎難而上
梁振英表示，現屆特區政府上任時，不少人質疑當局是否有增加
土地及房屋供應的決心，因為這會碰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政府
迎難而上，明知收回土地時會面對很多反對聲音，但仍以增加房屋
供應為目標。他指出，若樓價因息口上升而下跌，但本港沒有增加
房屋供應，屆時香港人仍沒有足夠地方居住，故一定要增加房屋供
應，而增加土地供應便是箇中關鍵，包括改劃土地用途。
他續指，不少人認為可改建工廠而增加房屋供應，但目前工廠有
其他用途，其空置率低，不能靠改劃工業樓用途滿足住屋需要，故
增加土地供應的責任在政府身上，而政府的角色愈來愈重要、擔子
愈來愈重。未來，政府一定要靠開拓新土地、改劃土地來增加土地
供應，並會發展粉嶺北、洪水橋，擴大東涌、元朗等新市鎮，及繼
續壓抑外來及本地投資需求，監察樓市情況，堅持港人自住優先原
則。

示，本港並非土地短缺，而是土地供應不足，繼而引起社會、民生及經濟問題，因為這會直接影響商業及住屋供應，
影響經濟價值及社會功能。他表示，政府在房屋問題上迎難而上，經過 4 年努力，目前有 9.3 萬個私人單位即將動
工，供應數量將是 12 年以來的新高，期望社會能協助政府增加土地供應，而非拖慢，讓政府能盡快改劃土地用途，
解決本港住屋問題。

未來數年公屋私樓供應新高
他指出，經過 4 年來的努力，政府克服重重障礙後，未來 5 年能供
應 9 萬個公屋單位，未來 3 年至 4 年，一手私人住宅供應量為 9.3 萬
個單位，即已經取得「開工紙」，而這數字亦創 12 年前政府公佈相
關數字時的新高。
梁振英坦言，所有拖慢改變土地用途及政府開發土地的行動，即
使他們的動機是多純正，客觀結果都是會推高地價、樓價及租金，
並減少房屋供應。他期望，真正關心房屋問題的人能協助政府增加
土地供應，而非拖慢，「有土地便可根本解決長期積累下來的房屋
短缺問題，可以增居住空間。」

「地是屬於大家，不是屬某個人」
他強調，「地是屬於大家，不是屬某個人，不是屬政府，用大家
的土地開發，用來建屋」，希望降低樓價。他希望社會能真正願意
面對土地短缺問題，盡快完成改劃土地工作，又指事在人為，會為
香港的未來放手去做。
另外，梁振英提到政府積極發展經濟及創新科技，現時正與東盟
十國商討自由貿易，希望今年底前完成整個談判，促進本港經貿發
展。同時，政府積極打造香港成社經濟多元化及高增值發展城市，
包括創新及科技、鼓勵科研達至再工業化，而上周卡羅琳醫學院香
港分部開幕，是卡羅琳醫學院首次在海外成立的基地。他相信，香
港有「一國之利，兩制之便」，可吸引更多海外機構來港發展。

■梁振英昨晚
出席地區扶輪
論壇，討論主
題為「香港的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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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報告炒作李波 港促勿干預內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英國政府向國會提交
「香港半年報告書（2016 年 1 月至 6 月）」，其中再次
借「銅鑼灣書店」事件大做文章，聲稱書店負責人之
一的李波「並非自願」、「被移送往中國內地」，此
舉「破壞了『一國兩制』的原則」，「嚴重違反中英
聯合聲明。」特區政府昨晚發表聲明，重申「一國兩
制」得到成功落實，是國際社會有目共睹的，又強調
外國政府不應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李波此前已表明自己是自願返回內地協助調查，但
英國外相夏文達今年2月向國會提交的、半年一度的香
港自由報告中，就指稱李波「可能非自願地被帶回內
地」，更稱此舉「嚴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破壞
『一國兩制』」。昨日，英國政府在向國會提交有關
《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實施的最新一期半年報告書
中，再借此事大做文章。

約翰遜認「一國兩制」多方面取得成功

英國外交大臣約翰遜在報告序言中稱，19 年來，
「一國兩制」在香港運作良好。「特別行政區仍然是
充滿活力的國際城市。『一國兩制』的架構在眾多方
面均取得成功，有信心可以延續至未來。」
不過，他聲稱對「『一國兩制』下獨立於中國大
陸的香港執法制度的完整性表示特別關注」，稱
「李（波）先生非自願地被移送往中國大陸，破壞
了『一國兩制』的原則，嚴重違反《中英聯合聲
明》。」在總結部分，報告書稱在上一次的半年報
告書中所提及的關注與壓力「在是次報告期間依然
持續，很大程度上與書商失蹤事件有關。讓香港繼
續享有，並被視為享有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
這份國際法律條約所保障的高度自治、權利及自
由，對挽回『一國兩制』的信心至關重要。我們促
請香港及北京當局採取必要的措施，使各方對『一
國兩制』維持信心，以及尊重『一國兩制』所維護

游蕙禎「播獨」冒犯國家 無資格擔當議員
繼「扑嘢論」後，候任議員、「青年新政」的
游蕙禎昨日在立法會宣誓期間又再語出驚人，以
英文粗口夾雜冒犯中國人的用語「支那」讀出誓
詞，在嚴肅的議事廳內公然侮辱國家，不僅失去
議員的基本人格，破壞立法會名聲，更傷害包括
港人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游蕙禎「播
獨」上腦，喪失理性，已經沒有擔當議員的良知
和道義。當局必須依法褫奪其議員資格，不能讓

的權利、自由與價值」。

港無證據顯示有跨境執法情況
就有關的「香港半年報告書」，特區政府發言人昨
晚在回應傳媒查詢時強調，回歸以來，香港特別行政
區一直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港人治
港」，充分體現「一國兩制」得到成功落實，這是國
際社會有目共睹的。「根據基本法，只有香港的執法
機關有權在香港執法。其他地區的執法機關不能在香
港執法，包括內地和外國執法機關。有關涉及一間位
於銅鑼灣書店的事件，香港警方未有發現證據，顯示
有『跨境執法的情況』。」
發言人重申，「特區政府堅決維護言論自由和新聞
自由。這些自由是受到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
例》保障的基本權利。傳媒在香港自由地報道新聞，
並積極擔當監察的角色。約 80 家海外傳媒機構在香港
設有辦事處，與多元化的本地傳媒一樣自由運作，不
受政府干預。我們支持新聞工作者按照編輯自主的原
則，力求專業和準確報道新聞時事。」
發言人重申，「外國政府不應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
的內部事務。」

游 揚

「港獨」利用立法會胡作非為。
游蕙禎早前爆出「扑嘢論」，被網民鬧爆用詞
無腦。言猶在耳，她昨日在立法會的「播獨」頭
炮，就是以辱華字眼和英文粗口為誓詞「加
料」，三度把「China」讀成「支那」，而且三次
在「支那」前加入英語粗口。聽到這些用詞，只
要稍有一點歷史和語文常識的人都會感到憤怒。
日本在二戰期間，使用「支那」稱呼中國，就是

為了表現優越感和對中國人的輕蔑，該詞現已被
世界各地禁止使用。游蕙禎中文系出身，不可能
不知道這些詞語極度侮辱，但她冒天下之大不
韙，公然借立法會宣誓侮蔑中國人，比起街頭做
秀影響更惡劣。
游蕙禎是中國人，這是不能改變的事實；她操
流利中文，卻以英文粗口蓄意夾雜「支那」來羞
辱自己的祖國。一個人連自己的國家都以粗言穢
語侮辱，反智失常，粗鄙低俗，挑戰社會道德底
線。令人搖頭嘆息的是，游蕙禎被傳媒問到有關
說法是否具侮辱成分時，她竟指是因為有「鄉
音」。做人無恥至此，何以復加。

立法會議員應向公眾樹立遵守基本法、珍惜納稅
人錢款、推動香港發展的良好形象，這是公眾的期
望。游蕙禎利用立法會「播獨」，做出違背議員憲
制責任的勾當，是必須正視及迫在眉睫要處理的問
題。道德上，游蕙禎口出狂言，顯示出她的惡毒內
心，根本沒有當議員的人格；游蕙禎在立法會議事
堂上為一己之私，毀掉香港形象，誤導青少年，令
人厭惡至極；法律上，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已表
示，有合理懷疑游蕙禎不理解立法會誓詞，不為她
監誓，她還不是正式議員，其言論明顯違反了她在
參選時簽署擁護基本法等的誓言，足以被褫奪議員
資格，當局應嚴肅追究其法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