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最近「港獨」向

中小學生「埋手」，引起家長關注。轄下有逾四十

所中小學的保良局，最近推出新的教職員行為守

則，當中列明禁止教師利用學校平台發放政治信

息，並要求教師不應以私人通訊平台向學生或工作

有關持份者發放政治立場信息，嚴重違規者可被終

止職務。有教育界人士認同保良局的做法，認為此

舉為避免教師將其政治立場加諸在學生身上，向他

們洗腦，亦有助學校高層處理教師涉及政治宣傳或

向學生洗腦的事件。

建制派39名議員聯署去信立法會主席，要求不再為資格成疑的游蕙禎和梁頌恆安排重新宣

誓。建制派議員的建議合法合情合理：在法律層面，游梁宣誓時發表和展示違反誓言的「港

獨」言論及標語，不符宣誓的法定要求；在司法層面，事件進入司法程序，應尊重法治，等

候法庭判決；在民意層面，各界對梁游言行極為憤慨，認為他們無資格出任議員，要求立法

會主席謹慎考慮不再為梁游安排重新宣誓。有人指押後議員重新宣誓在議事規則中沒有依

據，但基本法明確規定立法會主席有權決定立法會會議議程。梁游重誓問題押後到法庭判決

之後處理，一是尊重司法，二是不耽誤議會工作進度，三是符合主席權限，四是順應民意，

可謂是一舉多得，何樂而不為？有人質疑政府申請司法覆核破壞「三權分立」，破壞制度公

義。這種說法不能成立。議員宣誓宣揚「港獨」，已非純粹立法會內部事務，而屬憲制及法

律問題，特區政府須履行憲制責任；再說，香港並非實行「三權分立」，立法會亦不可凌駕

於法律之上，否則才是真的破壞香港制度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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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頌恆、游蕙禎宣誓時刻意加入辱
華和「港獨」字眼，觸發全球華人憤
怒，兩人至今仍未道歉，不讓兩人重
誓已是社會共同期望。不過，梁游不
但沒有任何悔意，梁頌恆日前更在電
台節目中，揚言任何情況下絕不道
歉，重誓仍會「加料」，進一步挑戰

國家民族底線和基本法。梁頌恆無視強大反對民意堅
持「加料」，反映其仇恨國家民族的頑固，堅持「港

獨」的立場執迷不悔，邪態百出，無可救藥。重誓只
是惺惺作態，絕非真誠，根本不應再讓兩人重誓。
在立法會莊嚴的宣誓儀式上，梁游以「支那」辱罵

中國，以「Hong Kong is not China」宣揚「港獨」，
游蕙禎更以粗口加重辱華語氣，兩人冒天下之大不韙
為誓詞「加料」，廣大愛國市民連日來以各種方式嚴
厲聲討：逾50萬人網上聯署、五百位歷史文化學者書
面聯署要求梁游道歉、逾千人在立法會前抗議重誓、
來自不同界別和行業的團體刊登譴責梁游聲明等等。

所以引發這場浩大的反梁游愛國運動，全因二人在誓
詞中「加料」辱華兼「播獨」又死不認錯。令人極度
遺憾的是，在民意一面倒批評兩人的同時，梁頌恆還
面不紅耳不赤，指重誓要再度「加料」，視這些憤怒
民意如無物，反映他骨子裡仇恨國家民族的歹毒，
「獨心」不死，邪態百出，無可救藥。
梁頌恆在節目中揚言，不認為今次「玩大咗」。然
而，連自稱是「本土」派支持者都在節目中紛紛狠批
「青政」幼稚，在立法會玩「小學雞」。這更加說
明，梁頌恆死撐到底，連支持者的批評都聽不入耳，
對錯誤言行執迷不悔，對這種人不可能再有期望。
雖然梁頌恆在節目後又發聲明「縮沙」，聲稱不打

算重誓時改誓詞，但又死撐指宣誓加插內容並非「修

改」誓詞。梁頌恆既「縮沙」又死撐，就是要挑戰宣
誓尺度和底線，反映他由始至終都只求辱華「播
獨」，「願意」宣誓只為擔心不能就職，不能享受高
薪厚祿，失去反中亂港的大好位置。
梁游的言行已暴露出他們反中國、倡「港獨」的立

場從未改變，參選前主張「港獨」，當選後更落力推
動「港獨」，完全暴露他們不可能真心擁護基本法和
效忠香港特區。梁游對於自己違憲違法、肆意辱華的
惡行視若無睹，還把自己不能宣誓的責任，推卸到建
制派身上。這些言行反映出，梁游根本沒有反思自己
被社會聲討的原因，毫無誠信，更不應得到重誓的機
會。繼續讓其惺惺作態宣誓，只會令其繼續欺騙公
眾，繼續製造一幕幕辱國「播獨」的鬧劇。

揚言重誓「加料」 梁游無可救藥 游 揚

建制派正義流會護基本法 立會應停重誓等法庭判決

建制派維護民族大義體現強大民意
基本法第104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的立法會議員

「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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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游宣誓時「辱華反中」及「港獨」言行，直接挑戰誓
言內容，其法律後果就是喪失就任資格。根據現行法
律，如果因為候任議員直接挑戰誓言內容而導致宣誓未
能完成，立法會主席並沒有法律依據和法律義務為其安

排重新宣誓。
自梁游在宣誓儀式上公然發表辱華言論後，民間捍

衛國家民族之聲此起彼落，要求不讓梁游重新宣誓的
民間力量非常強大。網上聯署譴責梁游的行動，各界
聯署人數已超過83萬。立法會大會日前擬準備再為梁
游等安排重新宣誓前，數十個團體近千人更冒雨到立
法會請願，強烈譴責梁游辱國「播獨」，支持政府提
出司法覆核，支持建制派議員以流會等一切方式阻止
兩人重新宣誓。建制派議員團結一致，以流會方式堅

拒「港獨」分子再次宣誓，回應了社會主流呼聲，是
維護國家民族尊嚴和憲制秩序，彰顯民族大義和維護
法治的正義行動。

基本法授權立會主席決定會議議程
建制派議員聯署去信立法會主席，要求不再為資格成

疑的游梁二人安排重新宣誓，如主席不接納建議，建制
派會以「流會」等一切可行方法，阻止游梁二人重誓。
建制派議員的建議合法合情合理。
在法律層面，游梁二人在立法會大會宣誓時，使用粗

言穢語侮辱國家，發表和展示違反誓言的言論及標語，
明顯未符合宣誓的法定要求。
在司法層面，政府已就游梁二人的宣誓問題申請司法

覆核，事件進入司法程序，立法會主席應尊重法治，等
候法庭判決，在法律爭議上仍未有清晰結果前，不應該
讓梁游重新宣誓。
在民意層面，社會各界對梁游言行極為憤慨，認為他

們無資格擔任議員，要求立法會主席謹慎考慮不再為梁
游安排重新宣誓。
有人對此提出質疑說，議事規則沒有授權立法會主席

押後議員重新宣誓。然而，議事規則也沒有規定立法會
主席有權讓議員重新宣誓。更為重要的是，基本法明確
授權立會主席決定會議議程。
基本法第72條規定立法會主席行使六項職權，首兩
項就是「主持會議」和「決定議程」。立法會的設立

和運作，最重要的法律依據就是基本
法這個憲制性的法律，立法會的議事
規則也不能與基本法相抵觸。可見，
立法會主席完全有權調動議程，把梁
游重誓問題押後到法庭判決之後再處
理，而先行就其他議題進行審議。這
樣安排，一是尊重司法，二是不耽誤
議會工作的正常進度，三是符合主席
權限，四是順應民意，可謂是一舉多得，何樂而不
為？

立會也不可凌駕法律之上
有人指摘政府申請司法覆核的行為破壞「三權分

立」，破壞香港的制度公義。這種說法不能成立。
如何處置游梁在立法會議員宣誓就任儀式上公然宣揚

「港獨」的問題，已非純粹的立法會內部事務，而屬憲
制及法律問題，直接涉及是否正確執行基本法的問題，
這不是立法會內部可以私了的事，而是特區政府是否執
行基本法、維護法治的問題，肩負執行基本法責任的特
區政府有責任訴諸法庭。
再說，香港的憲制架構是基本法定下來的，而基本法

從頭到尾都沒有寫香港是「三權分立」。實際上，香港
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行政立法互相配合、互相制
衡，司法有獨立審判權和終審權。立法會亦不可凌駕於
法律之上，否則才是真的破壞香港制度公義。

林 建 岳

林建岳博士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

禁政治表態「洗學生腦」
保良局推教職員守則

梁頌恆及游蕙
禎在立法會莊嚴
的宣誓就職儀式
上，展示有「港

獨」色彩的標語，而且用極具歧視和侮辱字眼
「支那」來讀出「China」，甚至夾雜粗口，來
羞辱祖國和中華民族，香港以至全球華人對兩
人的可恥言行極度憤怒，要求二人收回言論及
嚴肅道歉，並質疑其是否有資格成為立法會議
員。
連日來，不少團體及人士湧到立法會示威，
有市民發起網上聯署譴責二人，約五百位著名
歷史教授、校長、教師、文化工作者發表聯署
聲明，還有抗日老戰士挺身指斥二人的醜惡行
為。儘管面對聲討和抨擊，梁游二人依然恬不
知恥，死不悔改，更以鄉音以至其他理由死撐
到底，敢做不敢認，堅持拒絕道歉，怎不令人

氣憤。
香港基本法規定，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必
須依法宣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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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游二人連這最基本的法定要求也不尊重、

不遵守，繼續巧言令色、死不悔改，他們的所
作所為，嚴重損害立法會的尊嚴，失去全港市
民對其的尊重和信任，他們實在沒有資格成為
立法會議員，為香港制訂法律，修改法例。

促主席拒讓梁游再宣誓
民建聯促請立法會主席竭誠維護立法會尊

嚴，在梁游二人正式道歉前，拒絕再讓二人宣
誓，並促請當局嚴正檢視二人在參選時所作出
的承諾與現時的行為，是否已構成「發假誓」
的罪行。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譴責梁游辱國 維護立會尊嚴

保良局最新教職員行為守則，內
容涵蓋教職員工作態度、專業

操守、防止賄賂及版權法等不同指
引，在「政治立場」部分，則提到
「教職員不應透過私人通訊平台，向
學生發放涉及政治立場或取態的訊
息，以免影響學生獨立思考與判斷。

若違守則可終止職務
守則亦列明，教職員應盡量避免透
過私人通訊平台，向與工作有關持份
者發放涉及政治立場或取態的信息，
「以免造成該等人士對辦學團體及本
校不必要的誤解」。守則強調，條文

適用學校所有全職及兼職教職員，若
有人違反守則可遭紀律處分，嚴重者
更可能被學校終止職務。
保良局發言人回應指，今年初成立

由屬校校長、教師及職員代表組成的
工作小組，在參考不同指引及法例，
及多次諮詢屬校校長及教職員後，制
定了相關行為守則，再交由屬校的校
董會按校本情況，考慮是否採納及於
校內推行。有保良局校董稱守則僅供
傳閱，有意動議於下次法團校董會討
論事件。
事實上，保良局屬校曾發生多宗醜

聞，包括有教師今年2月於家長通訊

群組發放「打倒建制今日靠你」等新
聞連結，更涉呼籲家長在立法會選舉
投票予其心儀候選人。
有消息指，新守則為防止日後再發

生類似的醜聞。

張民炳：無損言論自由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昨日回

覆本報查詢時指，保良局制定上述守
則並無問題，「現在教師亦可以有自
己的政治立場，只是要求他們不應將
其立場加諸在學生身上，正如『佔
中』時有較激進的教師私下向學生
『洗腦』，守則正好回應了社會的憂
慮。」
就有教師稱擔心言論自由或教學受

限制，張認為並無影響，因教師教學
時應向學生列明正反立場的利弊，以
多角度分析，這與守則提到不應在私

人通訊平台向學生作政治表態的要求
無衝突。

黃均瑜：做法合理
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黃均瑜亦指，

保良局的做法合理，可從校本入手釐
清學校對教職員有關政治表達的要
求，方便學校高層處理類似的事件，
亦避免教師誤墮陷阱，「教師的言論
要符他們的身份，亦要與辦學團體吻
合，不是你想向學生或家長說什麼就
說什麼。」
教育評議會主席蔡國光認為，近年
校園政治化愈來愈嚴重，保良局此舉
是盼教職員避免牽涉一些教學以外、
具政治爭議的問題，他坦言教師難以
界定箇中「政治立場」的定義及違規
的界線，認為辦學團體需要與學校及
老師加強溝通，解釋清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
佳）特區政府推出10億元獎學
金，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學
生來港就讀，促進「五通」中
的「民心相通」。特首梁振英
昨日和10名獲得獎學金的印尼
學生見面，他在facebook中介
紹，學生分別在城市大學、中
文大學、理工大學及科技大學
就讀工程、科學、環球工商管
理及食物安全等學士學位一年
級，「來了香港才數星期，個
別同學已學會簡單的廣東會
話。」
他介紹，印尼是「一帶一

路」的主要國家，同時是東盟
最大的經濟體，也是東盟秘書

處所在國，特區政府正在和東
盟十國同時進行自由貿易協定
的談判，希望可以進一步促進
香港貿易，而東盟是香港第二
大的貿易夥伴，印尼則佔東盟
經濟總量的四成，香港和印尼
之間的潛力很大。
梁振英指出，香港要保持高

度國際化，但大學裡外國學生
十分少，平均是4%，有部分低
於1%。
他稱：「因此我們要適量引

入不同歷史、文化和宗教背景
的外國同學，進一步擴闊我們
本地學生的視野，建立國際聯
繫，並引發他們外闖的興
趣。」

喜晤「帶路」印尼生
CY：助港生擴視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
瑜）「青年新政」（青山
新症）游蕙禎和梁頌恆日前
高調到台灣宣「獨」，但前
晚卻又高調「甩底」。「台
獨」政團「基進黨」邀請兩
人前晚8時半出席媒體座談
會，但至10時仍未見人影，亦無任何聲氣，「基
進黨」隨即稱「有特定人士故意以技術性干擾」，
令兩人無法到場，並對此「十分憤怒」。
昨日「基進黨」又再出聲明釐清「疑團」，原

來是兩人迷路、無上網、電話無電加無錢，再去錯
了地方，故遲遲未有現身亦未有通知，才「在聯繫
上的失準造成這些風波」。
對於自己竟有如此「巧合」的「技術性」失
誤，梁頌恆（見圖、網上截圖）昨日拍片解釋稱，
自己是被人帶錯地方，出席了另一場活動，而自己
無上網、電話無電加無錢，故未能聯繫上有關人
士，最終「甩底」。他對白等的人說了幾聲「抱
歉」，但未讓人特別感到有任何悔意。

「
青
症
」座
談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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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英與一
眾印尼學生玩
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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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與獲
得獎學金的印
尼學生見面。

fb圖片

蔡
國
光

黃
均
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