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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新政」游蕙禎及梁頌恆在宣誓
時的違法、辱華行為，引起港人甚至全
球華人不滿，至今仍死不悔改。律政司
昨日申請司法覆核，要求禁止兩人再次
宣誓，網民大讚特區政府「做到嘢」：

Billy Lung：支持袁司長對不法、不忠
的分子予以應有懲罰！決不讓他們肆無
忌憚的侮辱中華民族！

Gary Cheng：明智決定，政府硬淨啲啦！

Maggie Wan：希望法官公正執法，聽
取民意，禁止他們再宣誓。

Taz Taz：支持特首撥亂反正！

Peter Tsang：民意支持律政司和特首
作出行動，這才是老百姓要看到的政
府，不能軟弱！

S.m. Li：這才是特區政府順應民意、認
知市民對此事的憤慨的有為表現，實際
上絕大多數港人，及在中國內地同海外
的同胞，都對此事件表示非常憤怒。

Leung Kwok Yiu：港府有責任維護民
族尊嚴，必須堅強堅定地打擊這些民族
敗類，不要擔心短時間的陣痛，有良知
的市民絕對支持特首及官員執法。
Cindy Chan：政府真係要正視唔尊重立
法會及全球華人嘅呢班垃圾，真係要企
硬！

李偉立：加油，踢走「青年新症（政）」
班友滿腦子病毒，唔好再俾（畀）機會。

Maggie Wan：是他們自己錯過機會，
應該冇得再宣誓，不是細佬（路）哥玩
遊戲，是莊嚴的立法會！

Raa Nee：市民已厭倦在電視上再睇佢
哋悔（晦）氣的宣誓態度，還我們一個
正經做實事的立法會！

Kee Chi：希望成功阻止「港獨」分子
入議會！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文森

各界挺政府維護基本法尊嚴
批游梁違法已拒絕宣誓 當局負責任回應主流民意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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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陳庭佳）特首梁振英及律政
司司長袁國強昨日透過律政司提出司法覆核，阻止上星期未
能按法例宣誓的「青年新政」游蕙禎及梁頌恆再次宣誓。多
名立法會議員及政界人士指出，游梁二人當日宣誓時的言
行，明顯違反香港基本法，並已構成拒絕宣誓；由特首和特
區政府透過法律途徑處理事件，維護國家、「一國兩制」及
香港基本法的尊嚴，回應了主流民意的強烈訴求，是負責任
的做法，值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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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鄭治祖）
「青年新政」游蕙
禎和梁頌恆以辱國
言論「支那」及
「港獨」旗幟宣
誓，引起社會公
憤，多名抗日老兵
紛紛面向公眾，表
達對二人的憤怒。
工聯會昨日聯同 4
名抗日老兵到平機
會投訴，要求平機會制裁梁頌恆、游蕙禎及
「青年新政」侮辱國家、散播種族仇恨言
論、在憲制性公開場合冒犯及侮辱國人，並
要求兩人離職。此外，本報亦收到抗日老兵
陳錦友的親筆來信，譴責二人「不知恥辱、
喪心病狂」，嚴重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
情，要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依法處理二人。
93歲的老兵潘江偉抗日時曾遭日軍槍傷，子
彈射入腳踭貫穿腳背，至今傷口仍滲出血水。
他講述抗日經歷時表示，自己在戰爭開始時和
四十多名戰友加入游擊隊，至1945年8月15日
日軍投降，四十多人只剩兩人，絕大部分已犧
牲，話說至此，他情緒激動，強忍淚水。提及
梁、游兩人的冒犯言論，他以「欺人太甚」表
達憤怒情緒。
89歲的老兵廖振聲就指，自己十幾歲參加游
擊隊，曾俘虜過兩名日本人。他激動地表示，
「我哋咁辛苦打返嚟，你又搞壞香港」，認為
兩人不應出任立法會議員。

批辱國煽仇天理不容
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及抗日老兵在給平機

會的公開信中表示，日軍稱中國為「支那」，
不單有意剝奪中國人身份意識，而且「支那」
日語發聲與「死」同音，「中國人視『支那』
為冒犯和恥辱」，想不到抗戰結束後70年，在
香港竟公然聽到「支那」，感到震愕、驚駭及
被侮辱。
聲明亦批評游蕙禎和梁頌恆用心惡毒，向全

世界冒犯和侮辱中國人，煽動散佈對中國人的
「仇恨、嚴重的鄙視或強烈的嘲諷」，「天理
不容、萬民憤怒、香港蒙羞，實在令人痛心疾
首、悲憤莫名」。
他們認為，二人刻意以非母語宣誓，是為了

配合辱華「支那」言論。他們說，按照《公民
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言論自
由受限於「尊重個人名譽」和「保障國家安
全」，「我們極度憂慮梁游二人和『青年新
政』在憲制性公開場合，惡毒而愚蠢地持續散
佈中傷中國人言論，會蒙蔽他們的支持者的心

智，擴大仇恨」。
平機會回應指，理解社會非常關注事件，將

嚴肅處理有關投訴，研究當中會否涉及種族中
傷。

東江老戰士親筆信痛批「喪心病狂」
另外，前東江縱隊老戰士、香港老戰士聯誼

會名譽會長陳錦友親筆致函本報，對梁頌恆和
游蕙禎予以嚴厲譴責。
陳錦友表示，作為香港原居民和抗日戰爭老

戰士，看到二人行徑，深表憤慨和痛惜。
他指，從甲午戰爭到八年抗戰，中國人民流

離失所，「死於日寇鐵蹄下者不下三千餘萬
人」，而游梁二人公然用日本侵略者侮辱中國
人的「支那」，是「不知恥辱、喪心病狂」，
嚴重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及激起海內外
同胞的憤怒，要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依法處理
二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青年新政」游蕙禎和梁頌恆、「小麗
民主教室」劉小麗宣誓無效，三人一方面堅稱自己無錯，另一方面已
「戴好頭盔」，向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提出書面要求，企圖重新宣誓。不
少網民均批評三人「厚顏無恥」，認為他們只是貪戀議員薪酬，故光速
「跪低」。
以「支那」等辱華字眼及「港獨」道具宣誓的游蕙禎和梁頌恆，一直

拒絕為自己的行為認錯道歉，昨日各自在facebook貼出聲明，死撐稱自
己上周已「依法宣誓」，並要求今日再次宣誓，「以履行議員職責。」
因逐字拖慢讀出誓詞而被梁君彥裁定宣誓無效的劉小麗，一開始聲稱

不接受梁君彥裁決指她不莊重，但又稱會提出重新宣誓，要求梁君彥或
秘書處提出「清晰的宣誓指引」云。
她稱，會與團隊商討以什麼方式顯示她是尊重誓詞。
網民「Julius Leung」就留言說︰「你唔好（係）冇錯既（㗎）咩？做
咩再宣誓呀？」「Ivan Yeung」亦說︰「咦，你兩件垃圾（指游蕙禎和
梁頌恆）跪低咗喎，點解書面要求再宣誓呀，唔捨得D（啲）人工
呀？」「Nancy Ho」亦在劉小麗fb留言︰「有種就唔好申請再宣誓！繼
續龜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五百名歷史學者和文化工作者早前
發表聯署聲明，要求「青年新政」游蕙禎和梁頌恆就上星期宣誓的辱華
言論向全球華人道歉。發起聯署的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趙雨樂
指，游梁二人宣誓言行不一，違反香港基本法，應該被踢出立法會。
趙雨樂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指，香港基本法列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

的一部分，必須承認此大前提才能擔任議員，如果宣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標語，即骨子裡是講「香港唔係屬於中國」。
他質疑游蕙禎和梁頌恆言行不一，主張自己是香港人非中國人，如同

主張國族分離，違反香港基本法，應該被踢出立法會。

趙雨樂：若不認錯 續跟進監察
趙雨樂表示，對兩人至今仍未道歉感到憤怒，今次有這麼多名知識分

子看見不公義的事，願意站出來，希望大家審視如何看待國族關係。他
相信如兩人不認錯，聯署者將繼續跟進，努力監察。

工聯抗日老兵平機會投訴「兩邪」 「戴頭盔」圖重誓 貪戀高薪挨批

聯署學者：違基本法應逐出立會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事件已經進入司
法程序，自己不便評論太多，但重申

游梁二人的宣誓具濃厚辱華色彩，嚴重損害
華人的感情，「無論如何，游蕙禎及梁頌恆
必須就其言論道歉，否則難以平息廣大市民
的不滿情緒。」

律政司申覆核 證公憤難平
本身是大律師的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透露，有法律界人士昨日計劃入稟申請禁制
令，禁止二人今日再宣誓，但現在由律政司
率先申請司法覆核，證明市民不滿聲音越來
越大，特區政府不得不重視。她提醒，目前
所行的每一步司法程序均屬首次，需要小心
處理。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二人的言行嚴重
辱華，激發起全港甚至全球華人的不滿情緒，

特區政府必須有所行動，以回應市民的要求，
「既然立法會主席繼續表明，會為兩人補辦宣
誓程序，於是就由特區政府展開工作。」

「獨尾」盡露 證違參選承諾
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建議選舉委員會跟

進。他指，二人報名參選時，隱瞞了其「港
獨」立場，「由於他們的『港獨』言行還未
表露出來，隱瞞其政治傾向，成功騙過了選
管會主席，現在他們尾巴盡露，足以證明他
們已違反了參選資格，選管會有必要跟進兩
人是否不合資格。」
本身是律師的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指，二人
上周宣誓時兩度沒有按《宣誓及聲明條例》
宣誓，已構成條例第廿一條的「拒絕或忽略
作出誓言」。
對於如何啟動取消二人議員資格的程序，

他指，立法會本身可以自行作出裁決，另一
方面也可以透過律政司負責，「香港特區政
府包含了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當年長毛
（社民連梁國雄）控告立法會主席，也是由
律政司作為代表出庭抗辯。」

律政司依法行事治本防「獨」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認為，游

梁二人的議員資格應被取消，以維護國家、
「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的尊嚴，而特
首、特區政府透過律政司申請提出司法覆
核，阻止二人宣誓正式成為議員，是負責任
的做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游梁二人
於參選時，已簽署表示擁護香港基本法及效
忠香港特區的聲明，而聲明至今仍有作用，
但二人在當日宣誓時的言行，卻是違背香港
基本法，並與聲明相悖，違反他們參選的承
諾，有發假誓之嫌。他認為律政司的做法絕
對正確，完全是按照法律行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強
調，香港是法治之區，如果有法律途徑阻止
故意違法、違規的人成為立法會議員，這就
是最好的做法。
他指，立法會議員在會議上的發言不受法

律追究，擔心游梁二人正式成為議員後，言
行會更加離譜，屆時想處理就會非常困難，
支持特區政府以治本的方法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子京）社會各界昨日續發聲明譴責
「青年新政」游蕙禎和梁頌恆的辱國行為。民建聯再發聲明譴責游
梁二人，要求他們道歉及收回言論，又要求立法會主席裁定及宣告
羅冠聰的立法會宣誓違反有關法律。此外，香港中華總商會亦發聲
明譴責兩人的言行，並支持特區政府向一切破壞法治、挑戰國家尊
嚴以至主權的行為依法予以追究。

游梁違憲違法 促果斷懲「獨」
對於有人在莊嚴的立法會宣誓儀式上，公然做出擾亂立法會秩

序、甚至踐踏國家尊嚴的行為，香港中華總商會對此表示極度憤
慨，並予以強烈譴責。
中總指，有關行為不僅違反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和有關法律，

嚴重破壞本港法治尊嚴和立法會形象，更對包括香港、內地以至海
外全體華人的團結和諧帶來嚴重傷害，要求相關人等就其言論及行
為公開嚴肅道歉。
中總又強烈呼籲全體議員積極維護立法會尊嚴，依法嚴正處理違

規事件，恢復議會秩序，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促進香
港長遠發展多做實事，並支持特區政府向一切破壞法治、挑戰國家
尊嚴以至主權的行為依法予以追究。
香港友好協進會發聲明指，幾個人把莊嚴的宣誓變成了宣揚「港
獨」的鬧劇，使用帶有侮辱性的中英文劣質用語，公然侮辱中華民
族，是一種胡鬧、無效的宣誓。聲明強烈譴責這種藐視立法會神聖
殿堂，藐視香港市民，藐視國家尊嚴的醜惡行徑。該會敦請立法會
主席堅決履行職責，嚴格執行有關法律要求，採取果斷措施處理任
何違反基本法的言行，以保證立法會崇高而莊嚴的地位。
香港中西區各界協會強烈譴責梁頌恆及游蕙禎侮辱及歧視中國人言

行，強烈要求二人收回言論並公開道歉，強烈要求特區政府依法禠
奪有關人士的議員資格。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痛斥游蕙禎、梁頌恆等人，於宣誓儀式上展示有

違「一國兩制」的物品，並作出侮辱中國及全球華人言論，嚴重踐
踏香港核心價值。該會堅決支持依法褫奪其議員資格，禁止「港
獨」分子肆意妄為。

「兩邪」嚴損法治 須擔後果
香港茂名同鄉總會譴責游蕙禎梁頌恆二人於莊嚴議事廳內公然宣揚

「港獨」，明顯違反選舉承諾和相關法律規定，他們肆意挑戰和破
壞基本法及「一國兩制」，亦嚴重損害本港核心價值和長遠利益。
該會強烈促請有關方面嚴正處理，並要求二人收回言論及向公眾致
歉。
香港廣東汕尾市同鄉總會強調，任何人不依法宣誓，就須承擔法律

後果，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梁頌恆、游蕙禎宣誓時篡改誓詞，辱
國辱族，鼓吹「港獨」，明顯觸犯《宣誓及聲明條例》，促請立法
會主席梁君彥堅決依法辦事，果斷裁決梁游二人已喪失就任議員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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