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辱華播「獨」人神共憤應依法褫奪議席
「青年新政」游蕙禎和梁頌恆在宣誓時展示「港獨」旗幟、爆粗及公然以「支

那」辱華，行徑受千夫所指。確實，「青年新政」的辱華言論，不但是公然侮辱
國家，侮辱中國人民，數典忘祖，人神共憤，更違反了參選時的聲明，涉犯「虛
假陳述罪」，不論從法律或政治倫理上，都失去了擔任議員的資格。立法會主席
必須守住底線，執法部門也應立案調查其「虛假陳述」行為，絕不能讓立法會變
成辱華播「獨」的平台。

政治人物政見立場可以不同，但卻不能數典忘祖，背
祖忘宗。尊重國家民族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基本道德要
求，游蕙禎和梁頌恆不論如何敵視中國，都改變不了其
中國人的血統，也改變不了其親人、祖先的中國人血
統。他們以「支那」來侮辱中國，嚴重傷害了中國人的
感情。「支那」是當年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的惡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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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個充滿屈辱性的用
語。當年游蕙禎和梁頌恆的先人很大可能都遭受過日軍
侵略、國破家亡之痛，他們現在竟然卻以「支那」來稱

呼中國，泯滅人性，莫此為甚，行徑已到了人神共憤的
地步，理當受到譴責。

反華辱國昏了腦
正如中聯辦負責人在訪問中表示，候任議員在宣誓中
刻意使用侮辱國家、民族的言辭，挑戰國家尊嚴，嚴重
傷害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和海外華人的感
情。中聯辦對此表示強烈憤慨和譴責。確實，現在就是
一些對中國不友善的國家，都不會用「支那」來稱呼中
國，但在「一國」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有候任議員竟
然將中國稱為「支那」，這是對「一國」的嚴重挑釁，

也暴露這些激進「本土派」反華反昏了腦。在任何國家
或地區，官員、議員、法官都要依法宣誓才能就任，從
來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議員，可以一邊否定、侮辱國
家主權，一邊卻可就任。游蕙禎和梁頌恆根本沒有就任
議員的資格，立法會主席必須守住底線，絕不能讓這些
「反中反華」、挑戰基本法的人成為議員。

涉犯三罪理應嚴正追究
必須指出的是，在法律上游蕙禎和梁頌恆的言論亦已
觸犯了香港法律。一是他們在參選時，已經簽署聲明表
明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區的聲明。但現在他們卻以「支那」及粗
口來侮辱中國，反映他們並沒有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區基本法，也沒有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
已經觸犯了《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
規例》所規定的「虛假聲明」罪，完全可用「虛假聲
明」罪治罪。
二是基本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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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兩人的行為正是
「拒絕或忽略」作出誓言，法例已經授
權立法會主席將兩人「離任」，絕對可
以依法褫奪其議員資格。
三是香港現行法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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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頌恆、游蕙禎在立法會上公然
「播毒」，不但抵觸基本法，更可能干犯《刑事罪行條
例》中的暴動罪。請問這樣的人又怎可以成為立法會議
員？
立法會是香港政制的重要一環，立法會的職責就是立

法，絕對不能夠讓知法犯法的人成為議員。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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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公然「播獨」人士成為議
員，香港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特別行政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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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候任立法會議員在就職宣誓時故意修改誓詞，使用侮辱
性字眼稱呼國家，引發全城憤怒，社會各界紛紛強烈譴責有
關人等的無恥言行，呼籲當局依法取消其當選資格。身為年
青民意代表，在立法會莊嚴殿堂之上公然辱國辱族，逾越人
類文明底線，影響極其惡劣，必須作出具阻嚇力的懲罰，以
免莊嚴的議事堂淪為極端分子散播仇恨的基地，遺害下一
代。立法會已經浪費太多精力和時間在製造政爭，阻礙香港
進步，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應順應民意，把工作重心放在如何
建設香港、造福港人之上，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服務香港，不
負選民的期望和託付。
今年的立法會選舉，選出一些年青的民意代表，反映香港社會希望有新轉
變、新思維，市民期待這些年青人進入議會，為議會帶來新氣象、新能量，
給香港發展提供具建設性的意見。可惜，有年青政客利用立法會就職宣誓、
備受輿論矚目的場合，侮辱國家民族，嚴重傷害民族自尊。個別政客侮辱國
家民族的言行，即使在港英管治下的香港、在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世界各地，
都沒有政府要員或民意代表敢在正式場合這樣做，反映香港個別年青政客的
言行何其猖獗，已經不止是挑釁國家民族、侮辱包括港人在內13億中國人民
這麼簡單，而且是挑戰社會價值觀的底線。

處心積慮貶損國家民族
個別政客之所以出言不遜、貶損國家民族，是處心積慮的政治盤算，一來
討好支持他們的極端激進選民，二來更是利用就職宣誓機會，上演辱華政治
騷，以示他們敢與中央和特區政府作對，兌現他們「抗爭無底線」的承諾，
刺激、引誘更多激進年輕人仿傚，加入反中亂港、推動「港獨」的行列。
政客辱國辱族的出位言行，政治影響極之惡劣，引起主流民意的猛然抨

擊，有市民發起的網上譴責聯署行動，短短數日內已獲得近80,000人支持。
港大法律學系教授陳弘毅指出，議員須根據法例規定的誓言宣誓，不可增多
或減少。假如有議員宣誓時的行為與誓言相反，可能導致秘書長認為該議員
不是真誠宣誓，秘書長可作初步判定。之後若有爭議，就可以留待給立法會
主席作最終裁決。亦有人士指出，根據香港法例《宣誓及聲明條例》，議員
必須以符合《條例》的方式和形式宣誓，若議員改變誓言的實質意義，其誓
言便違反香港基本法第104條，屬不合法及無法律效力。
反對個別政客辱國辱族的民意相當清晰，也有現行法律約束，特區政府、

立法會都應堅決果斷嚴正處理，彰顯法治，彰顯香港是非曲直分明，不容政
客胡作非為，以免荼毒年輕人，教壞下一代。

抵制政爭聚焦發展
上一屆立法會拉布流會氾濫，浪費巨額公帑，令不少有利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的政策和措施被拖延、推倒，削弱香港競爭力，損害市民利益。市民殷
切期盼，本屆立法會能夠汲取教訓，不要重蹈覆轍，應將精力放在理性議
政，支持香港力發展，造福市民。
但是，新一屆立法會一開鑼，已經出現連場政爭，有政客更公然冒犯國

家，侮辱民族，明顯要令政爭惡化，進一步阻礙香港發展。這是港人最擔
心、最反感、最不希望見到的。社會穩定、遠離政爭，香港才有要發展的可
能，市民才能分享到更多發展的紅利，希望所有議員都聽到主流民意的聲
音，積極回應民意，尤其是在事關國家民族尊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懂得知所
進退，放下政爭，回到共同建設香港的正軌，不辜負市民的期望。

游蕙禎、梁頌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立法會莊嚴殿堂之上，公然辱華
播「獨」，冒犯全體中國人。此二人的本質
已暴露無遺，就是從心底仇視國家、憎恨中
國人，「無底線」反中亂港。這樣的人，根
本不配做香港的立法會議員，絕不能讓數典
忘祖、不知廉恥的「港獨」分子混入立法會
為非作歹、禍害香港。
立法會議員就職宣誓是根據基本法和相關

法律規定而設，是一項莊嚴神聖的儀式，是
議員服務香港的承諾和承擔。擁護基本法、
效忠香港特區，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最基本的政治要求。
游梁二人在宣誓儀式上作出違憲違法、泯滅
良知的言行，連最基本的做人道德和禮儀都
沒有，不僅令香港市民失望，更令全體中國
人反感和憤怒，簡直是國家民族之恥。
香港是法治文明社會，即使是少數族裔和

外籍居民，他們的尊嚴都受到法律保護和尊
重。但是，游梁二人為散播「港獨」思潮，
討好激進支持者，口出狂言，借用日本法西
斯辱華的字眼，侮辱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不
僅違反了香港和中國的社會道德規範，更逾
越了人類文明的底線。
更令人不齒的是，即使辱國播「獨」言行
激起群情激憤，但游梁二人毫無悔意，更厚
顏無恥地狡辯，誓詞中的辱華字眼、粗言穢
語只是口音問題，並無侮辱成分。本港的媒
體清清楚楚記錄二人的言行，全港眾口一辭

對二人作出強烈譴責，難道
傳媒、公眾都聽錯看錯了
嗎？游梁二人冒犯國家民族
在先，還百般抵賴推搪，如
此不忠不義、敢做不敢認的
人，有資格當立法會議員
嗎？
此二人根本敵視國家、有

心反中亂港，不論給他們多少次機會，他們
也不會良心發現，改邪歸正，即使他們就辱
華言行作出道歉，按照法定誓詞重新宣誓，
也絕非真心誠意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
區，只是暫時收斂「港獨」嘴臉，以圖再次
蒙混過關，真正成為立法會議員。
進入立法會後，他們肯定不是為了「盡忠職

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服務，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負責」，肯定會利用議員身份的便
利和立法會的平台興風作浪，把香港鬧得天翻
地覆，永無寧日。讓此二人進入立法會，等同
引狼入室，養虎為患。《農夫和蛇》的故事家
喻戶曉，對惡人心慈手軟，就是對善良的人殘
忍。這個教訓，善良的港人必須引以為戒。
游梁二人的所作所為，已經明顯違反參選

時的承諾，違反了作為立法會議員必須依法
作出的宣誓，在法律上已經失去了成為議員
的資格。特區政府、立法會必須嚴肅處理事
件，依法褫奪其議員資格，堅決阻止「港
獨」分子借議會製造政爭，禍港殃民。

吳惠權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河源社團總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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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讓數典忘祖的政棍混入議會
陳南坡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會長

王 惠 貞

陳 南 坡

扭曲歷史辱國辱族 國民教育更不容緩

在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宣誓儀式上，個
別政棍刻意使用侮辱國家、民族的言
辭，挑戰國家尊嚴，還狡辯指孫中山先
生亦曾使用「支那」一詞，為辱國辱族
言行開脫，須受千夫所指，不取消其候
任資格不足平民憤。歷史的真相是，日
本將「支那」一詞作為貶華辱華之用，
壓制中華民族強大。香港乳臭未乾的政
棍為鼓吹「港獨」，不惜扭曲歷史，這
說明抗衡「港獨」思潮洗腦，香港加強
國民教育，推動青少年正確認識國情、
歷史刻不容緩。
史料記載，「支那」二字是從印度梵
文佛經的China按音譯而成，佛經傳到
日本後，也把「支那」這個詞帶入日
本。在辛亥革命之前，不少中國革命家
包括梁啟超等人也自稱是「支那人」，
因為那時中國還處於晚清統治之下，
「中國」這個詞還沒有被公認。

日本稱呼「支那」貶華抬己
可是辛亥革命之後，清朝倒台，中國
的正式國號從「大清帝國」變成「中華
民國」，但日本政府並沒有正式承認
「中華民國」，轉而用民間慣用的「支
那」一詞稱呼中國。1913年7月日本政
府明文規定：今後不論中國的國號如何
變化，日本均以「支那」稱呼中國。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喪權辱國
的「二十一條」，引發「五四」運動的
反日熱潮。中國的愛國志士紛紛抗議日
本政府使用「支那」和「支那共和國」
的稱呼。當年的中國政府多次向日本政

府提出交涉，但都沒有結果。
其實，日本堅持稱呼中國為「支那」，
背後原因是日本認為，中國人自稱「中
國」，含有天下之尊、文化上優越的驕傲
感，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認為自己國力強
大，尤其是甲年戰爭後，日本已經不把中
國放在眼裡，稱呼中國為「支那」，就是
要貶低中國，抬高自己。
中國近現代學者王拱璧，曾在日本早

稻田大學留學，他所著的《東遊揮汗
錄》一書，收錄了《日本外交之概
略——對支那的根本政策》一文，其中
有以下一段話：
「倭近五十年來之外交真相，捨對華而

外實無外交價值之可言。蓋倭人戰勝前清
以來，即稱我華為『支那』，垂為國民教
育。且多方解釋『支那』二字如無意義適
可代表華人之蒙昧者，於是『支那』二字
乃風行三島，以資倭人輕侮華人之口實。
每逢形容不當之行為，則必曰『支那』
式，藉以取笑，此等教育早已灌輸入其國
民之腦海。時至今日，雖三尺小童，一見
華人，亦出其一種醜態，曰：『支那
人』、『支那人』。恍若『支那』二字，
代表華人之萬惡也者。此皆由倭人『對支
那根本政策』作成之教育，非一朝一夕之
故，況現在倭人正事推廣此種教育，以增
長其國人之侮華程度。」

辱國辱族 毒害年輕人
今天香港不學無術的政棍敢冒天下之大

不韙，竟然稱呼自己的國家為「支那」，
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背後有人「教

路」，或許根本就是兩種
可能結合使然。有勢力先
向幼稚無知的政棍洗腦催
眠，向他們灌輸歪曲的歷
史觀，然後再利用這些扯
線公仔在莊嚴的立法會宣
誓上大肆表演，散播辱國
辱族的「港獨」訊息，誤
導毒害年輕人。
從「反國教」、「佔中」、港大刊物播

「獨」、旺角暴亂，再到近期「港獨」入
侵中學，以及此次立法會辱國辱族事件，
顯示反對派鼓吹「港獨」、向學生「洗腦」
變本加厲。特區政府、建制派乃至社會各
界要有迫在眉睫的危機感，如果再受制於
反對派的輿論壓力，再不光明正大、理直
氣壯地推動國民教育，如果香港的下一代
都認為以「支那」稱呼國家沒什麼大不了，
香港的前途堪虞。

共同努力推動國民教育
新家園協會高度認同國家民族觀念，

近年大力開展香港青少年到內地交流參
觀的活動，引領香港青少年全面了解國
情民情，認識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優
秀文化，了解國家發展的成就、艱辛和
挑戰，增強國民身份歸屬感。但是，單
靠交流參觀、單憑新家園一己之力，對
推動香港青少年的國民教育力量並不足
夠，我們殷切希望與特區政府、友好團
體、企業界，還有內地各方面加強合
作，共同努力培養更多熱愛國家、建設
香港的社會棟樑。

張 茵 全國政協委員 新家園協會副會長

違法宣誓須嚴懲

三名立法會候任議員日前在莊嚴的宣
誓儀式中表演醜惡政治鬧劇，在誓詞中
添加粗口及辱華字眼，其荒謬言行令愛
國愛港市民及億萬內地同胞震怒，社會
各界強烈譴責這種公然挑戰基本法、擾
亂議會、肆意播「獨」的醜惡行為，堅
決要求他們必須誠懇向公眾致歉，收回
謬論，改邪歸正，否則他們根本就不符
合立法會議員的操守和要求。

我們相信，凡是守護香港，反對「港
獨」，避免社會深陷內耗紛爭的港人，
都會贊同及支持這一舉措。
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這

是立法會議員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絕不
容許有人明知故犯，肆意挑戰，胡作非為。
如果議員不遵照基本法，胡亂宣誓及發假
誓，應堅決取消其資格，才能確保立法會
不致淪為「垃圾會」，以保障港人福祉及

社會安定。
眾所周知，香港是國家

不可分離的部分，維護基
本法及「一國兩制」，是
香港繁榮穩定的基本保
證。誰挑撥離間港人和13
億同胞血濃於水的緊密關
係，破壞香港良好的營商
環境及經濟民生，必將受到法律的嚴懲。

江達可博士 香港工商總會首席會長 BBS JP

江 達 可

辱華必須道歉 更應依法追究

「青年新政」游蕙禎和梁頌恆以「支
那」和英文粗口在立法會議員宣誓儀式
上，肆意侮辱中國和中華民族，引起了
香港社會的強烈憤慨。我們不禁心情沉
重地質問：二人數典忘祖不孝不忠，嚴
重傷害了中國人的感情，你們豈可如此
埋沒民族良心！梁游必須就侮辱中國人
的言行道歉，閃爍其辭只會激起廣大愛
國市民更強烈的抵制！二人言論已明確
反映二人在國家民族道德上、法律上和
守護憲制的能力上，均無資格當香港立
法會議員，立法會須考慮包括依法褫奪
二人議員資格等規定作為懲處，特區政
府須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才能確保香
港立法會的莊嚴、中華民族的精神不再
被辱華議員玷污。
不論什麼政見，中國人始終是「龍的
傳人」，在滾滾歷史洪流中，大家都是
炎黃子孫，這是任何人都沒法改變的事
實。我們繼承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文
化傳統，一代代中國人經歷過多少深重
苦難，艱苦奮鬥，才讓我們始終在世界
上兀立不倒。令人憤怒的是，游梁二人
選擇做「駝鳥」，不去承認自己的國家

和民族身份，反而以日本侵華時用來侮
辱中國人愚昧下等的詞語「支那」，在
宣誓儀式中搬到二十一世紀借屍還魂。
我們心情沉重地質問：你們流中國人
的血，卻做侮辱全體中國人的言行，
你們怎麼可以沒有良心到這種地步！縱
使你們再不想做中國人，卻豈能數典忘
祖，不孝不忠，污衊國家！
有什麼樣的人格，便有什麼樣的言
行。游梁二人口出狂言，不肯宣誓擁護
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充分反映
二人絕對沒有意願和承擔做好立法會議
員，更沒有資格在中國國土上代表廣大
愛國的香港市民守好憲制責任。香港永
遠是中國的地方，香港人永遠是中國
人，但二人絕不配代表香港，因為我們
不會同意議員借憲制場所羞辱國家和民
族。他們嚴重傷害了香港和內地人民的
感情，這種深重惡行，豈能容許二人閃
爍其辭，輕輕帶過？二人必須收回言
論，向全社會道歉，才能還我國家民族
的尊嚴！
游梁借立法會莊嚴場地，說違背中國

人良心的話語，對國家民族產生了極壞

的影響，事後還以所謂
「鄉音」諸多狡辯，種
種言行已經激起民意強
烈反彈，市民的憤怒一
發不可收拾。網民自發
發起的網上聯署行動，
要求立法會通過解除游
蕙禎職務等，短短數天
已收集到數萬人的簽署，而且還會陸續
增加。二人如死不悔改，將會引發更多
堅實的抵制行動。
游梁的辱華言行已抵觸和違反多條法

律的規定，包括香港基本法第104條要
求立法會議員宣誓的規定、《立法會條
例》第40條有關立法會選舉當選者當初
在提交提名表格時已簽署了擁護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的聲明。特區政府現
時完全可以《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
序）（立法會）規例》第103條的規
定，以「虛假聲明」罪將游梁治罪。無
論如何，游梁在國家民族道德上、在法
律上、在守護憲制的能力上，均沒有資
格繼續做香港特區的立法會議員。

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中國僑商會副會長 中國僑聯常委 天津市政協常委

沈 家 燊

張 茵

吳 惠 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