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在做，天在看，市民在怒吼！「青年新
政」游蕙禎、梁頌恆二人於本月12日的立
法會宣誓儀式上，公然用粗言穢語及侮辱性
字眼辱沒國家、民族與全球華人，更毫不避
諱地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橫
幅，肆無忌憚地宣揚鼓吹「港獨」，踐踏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視香港法律及法治
精神如無物，妄圖摧毀港人的核心價值，惹
起全球華人公憤！逾百萬名市民通過網上聯
署，譴責兩人的惡劣言行，並要求褫奪他們
的議員資格。滔滔民意要求立法會主席梁君
彥不應安排為二人重誓，而梁君彥昨日亦決
定押後為二人監誓，直至原訟庭就有關司法
覆核作出裁決。
自從游蕙禎與梁頌恆兩人於莊嚴的宣誓儀

式上「玩嘢」、「加料」惹出禍，卻仍死不
悔改，堅拒就辱華言論道歉，全港「反港
獨」網上關注組隨即開展網絡聯署行動，動
員網民以實際行動譴責二人，並得到全球華
人及香港各界人士積極響應。
關注組在聯署簽名專題網頁www.2017.

org.hk上明確指出三點，分別是譴責游蕙
禎、梁頌恆的侮辱及歧視言論；要求二人公
開道歉及收回該言論；要求立法會通過解除
二人的職務。截至昨晚8時，網站顯示已有
逾114萬人參加聯署。

「敗類」進入立會香港之禍
活動發言人邱昌寧表示，游蕙禎與梁頌恆

的惡劣言行不僅違反國家憲法與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更極大傷害全球華人的感情，
但他們卻不以為然，多番狡辯並拒絕道歉，
更是令到全球華人發出「是可忍，孰不可
忍」的怒吼。
他指出，參加聯署者的目標十分明確，就
是決不容許該兩名分裂國家、宣揚「港獨」
的「民族敗類」進入立法會，否則將是香港
之禍。是次聯署活動得到不少海外華人的大

力支持，據知約有12萬聯署的IP地址來自
美國、加拿大、英國等歐美國家。
邱昌寧又透露，關注組月前曾舉辦「一齊
反港獨」網絡聯署活動，受到了反對派「鍵
盤戰士」多番攻擊，但今次受到攻擊的次數
不及上次的10%，證明游蕙禎及梁頌恆二人
已成為「過街老鼠」，無論是愛國愛港人士
抑或反對派支持者，均不齒二人的行為。
由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一年級學生

莫嘉傑成立的「聯署譴責游蕙禎，要求公開
道歉並收回侮辱及歧視中國人言論」及「要
求梁君彥拒絕為辱華梁頌恆、游蕙禎監誓」
等兩個網絡聯署平台亦協同運作，則共錄得
逾14萬人參與聯署；教育界發起的網絡聯
署亦錄得近5萬人參與。
莫嘉傑指出，許多網民在聯署時發表了自己
的意見，合共逾13萬條留言，批評譴責游蕙
禎及梁頌恆兩人的比率高達95%。網民「An-
dy」就表示，「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
分，若二人不願當中國人，應盡快滾出中
國。」網民Snow表示，「連自己的國家同國
人都不尊重，還敢指望他們為港人服務嗎？」
莫嘉傑又呼籲網民積極參與今晨在添馬公

園的示威活動，齊齊表達華人的憤怒。

主流民意盼「祛邪」捍法治
除了百萬人齊聯署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梁振英與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入稟法庭，阻止
拒絕按法律宣誓的游蕙禎、梁頌恆再宣誓亦
獲得廣泛民意支持。經濟通民調顯示，在參
與調查的4.7萬名網民中，94%支持特區政
府的做法。在另一個題為「是否接受游蕙
禎、梁頌恆繼續當立法會議員」的民調中，
92%的網民表態「不接受」。
取消游蕙禎與梁頌恆的議員資格已成社會

主流民意，亦是憤怒華人的共同期盼，希望
各界絕不手軟、姑息養奸，尊重法治、尊重
民意，將二人趕出議會。 ■記者 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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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滔滔

「青年新政」成員游蕙禎及梁頌恆於立法會宣
誓時，公然以「支那」辱國辱華，更展示

「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國）」的
「港獨」橫幅，游蕙禎更在誓詞加入英文粗口，特首
梁振英及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上周向法院申請緊急聆
訊。在入稟狀中，律政司已清楚表明游梁在宣誓時明
顯違反《宣誓及聲明條例》第二十一條，以及香港基
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有意圖挑戰和攻擊中華人民共和
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並已宣示他們不會向特區效忠
或擁護香港基本法，認為兩人已是忽略及拒絕作出誓
言，理應失去議員資格，因此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無權
安排兩人再宣誓，故要求法院頒佈他們兩人的議席已
經懸空。高等法院已批准受理有關司法覆核，案件將
於11月3日聆訊，證明是次入稟，是依法有據的。

游梁辱華爆粗宣「獨」蔑視國家
律政司在入稟狀分析司法覆核理據時指，梁頌恆無
視勸喻，宣誓時拿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
橫額披肩，更將《聖經》放在左胸，按書的食指和中
指交叉成十字，其手勢代表他正尋求上帝原諒，原因
是他無在宣誓時講真心話。律政司又認為，梁說出
「支那」兩字時，其輕忽的語氣與起初宣誓時莊嚴的
態度截然不同。
游蕙禎則在宣誓時，夾雜粗口將China讀成「支
那」，並宣稱會效忠「香港民族」，律政司批評兩人
的言行屬「侮辱、冒犯及無禮」，蔑視中華人民共和
國和對宣誓表達嘲諷，理應因此失去議員資格。

兩人「毫無懸念」應失議員資格
入稟狀又提到，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沒有權力去批准

兩人再宣誓，指有關決定是越權，又指兩人違反香港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中規定，立法會議員就職時必須
宣誓擁護香港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以及《宣誓及聲明條例》第二十一條中訂
明，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誓言，該人必須離任或被取

消就任資格。
代表律政司的資深大律師莫樹聯當日在法庭上指，

游蕙禎及梁頌恆明顯違反《宣誓及聲明條例》第二十
一條，以及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指兩人本月12
日宣誓時，有意圖挑戰和攻擊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
特別行政區，已宣示他們不會向特區效忠或擁護香港
基本法，認為兩人毫無懸念（no room for doubt）應
失去議員資格。
他強調，若容許兩人再宣誓，會向公眾和世界發出

信息，即使不擁護香港基本法亦可擔任立法會議員，
而有關宣誓會影響其後審議法案、投票甚或發言的權
利，社會亦會對此感到混淆。
莫樹聯又謂，今次案件完全是宣誓問題，只要兩人

根據法律要求宣誓就可輕易避免，而他們的蓄意行為
為所有人帶來麻煩，是他們咎由自取。
特區行政長官和律政司司法覆核立法會主席案，近

日再向法院提交修訂的入稟狀，指梁頌恆及游蕙禎是
忽略及拒絕作出誓言，因此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無權安
排兩人再宣誓，故要求法院頒佈他們兩人的議席已經
懸空。

宣誓須按基本法要求否則無效
修訂的入稟狀詳細闡述，為何游蕙禎和梁頌恆是明

知宣誓的模式及要求，仍然作出當日的表現，認為足
以裁定兩人拒絕宣誓。當中包括在9月20日，立法會
秘書處傳閱了文件，提醒所有候任議員必須根據香港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宣誓擁護香港基本法及效忠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亦表明根據議事規則第
一條，所有議員必須完成宣誓，才能出席會議或參與
投票。
10月7日，秘書處再傳閱另一份文件，解釋宣誓的

詳細程序及安排，及宣誓的形式和態度，包括讀出誓
詞所有字眼，誓詞亦會放在架上。而10月11日，再
有另一份文件，再強調宣誓要依照香港基本法第一百
零四條的要求。

「青症雙邪」游蕙禎和梁頌恆本
月12日在立法會宣誓儀式上，展
示寫有「Hong Kong is not Chi-
na（香港不是中國）」的「港
獨」橫幅，更以粗言穢語及「支
那」此侮辱性字眼辱國辱華，引
起各界強烈抗議和嚴厲譴責。
律政司及多名香港法律界人士

均認為，兩人在首次宣誓時已屬於忽略及拒絕作出誓言，明顯違反《宣誓及
聲明條例》第二十一條，及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有意圖挑戰和攻擊中
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已宣示了他們不會向特區效忠或擁護香港
基本法，而此舉已令兩人喪失了議員資格，主席不應再容許兩人宣誓。
與此同時，社會各界過去均展示出強烈的反對聲音，狠批兩人視法治精

神如無物，更肆無忌憚地借機宣揚鼓吹「港獨」，踐踏「一國兩制」與基
本法。「反港獨」關注組隨即發起網上聯署，譴責游蕙禎、梁頌恆的侮辱
及歧視言論，要求二人公開道歉及立法會解除二人職務，短短幾天已有逾
百萬網民於網上聯署響應。因此，游梁二人不論在法理上、民意上都得不
到支持，有關當局應依法罷免兩人的議員資格。 ■記者 鄭治祖

規範議員宣誓的相關法例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
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
和其他司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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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誓及聲明條例》第十九條（立法會
議員的誓言）

立法會議員須於其任期開始後盡快作出立
法會誓言，該項誓言──

(a) 如在緊接立法會全體議員普通選舉後
的立法會會期首次會議上而又於選舉立法
會主席之前作出，須由立法會秘書監誓；

(b) 如在立法會任何其他會議上作出，則
須由立法會主席或任何代其行事的議員監
誓。

《宣誓及聲明條例》第二十一條（不遵
從的後果）

如任何人獲妥為邀請作出本部規定其須作
出的某項誓言後，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誓
言──

(a) 該人若已就任，則必須離任；及

(b) 該人若未就任，則須被取消其就任資
格。

■整理：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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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界：議員喪資格 主席無權安排重誓

香港法律界人士普遍認為，游蕙禎及梁頌
恆兩人在立法會首次全體會議宣誓時的言
行，已經違反了《宣誓及聲明條例》的相關
規定，兩人已喪失其議員資格，主席無權容
許兩人再宣誓。

譚惠珠：宣讀誓詞不得扭曲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譚惠珠近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宣誓及
聲明條例》第二十一條指出，「如任何人獲妥
為邀請作出本部規定其須作出的某項誓言後，

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誓言，該人若已就任，則
必須離任，及該人若未就任，則須被取消其就
任資格。」根據此條例，立法會主席已經無
權再允許二人宣誓，因為二人已經給予機會，
但忽略或拒絕宣誓。
譚惠珠指出，宣誓是為顯示二人是否預備
忠誠地履行職務的承諾，故必須莊嚴。兩人
用辱華字眼指摘自己的民族，及以粗口稱謂
自己的國家，並非讀錯字的問題，「法官過
去也判過，在宣讀誓詞時要按字而讀，不能
做出扭曲內容的事情。」

陳弘毅：不能開「宣獨」惡例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

院教授陳弘毅近日接受電台訪問時也指，
《宣誓及聲明條例》沒有安排立法會議員第
二次宣誓機會，「被邀請就職宣誓時拒絕宣
誓，他就會喪失其就職資格，需要離任。如
果失去議員資格，立法會主席亦都沒有權安
排他們再宣誓，如果他們已經失去議員資
格，就不可以再宣誓。」
他強調，條例不只適用於立法會議員，也

適用於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
及法官等，「如果法官、行政會議成員拒絕
宣誓，會否安排他們有第二次宣誓呢？法律
是一視同仁的，沒有給立法會議員特權。」
如果立法會主席容許議員首次宣誓時，作出
與法律相違背的舉措，至第二次宣誓才遵循
法例，就有可能令「港獨」支持者藉首次宣
誓宣揚「港獨」，故絕不能開壞先例。

丁煌：辱國辱族觸犯基本法
執業大律師、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丁
煌近日在本報撰文指， 游梁宣誓時篡改誓
詞，侮辱國家和全體中國人，觸犯香港基本
法第一條，並與參選時所簽的確認書內容相

背，明顯已違法。
他續指，《宣誓及聲明條例》第十九條要

求，立法會議員須於其任期開始後盡快作出
宣誓。而第二十一條更清楚指出，任何議員
在其作出某項誓言後，拒絕或忽略作出誓
言，則必須離任或被取消其就任資格，「簡
而言之，游梁已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

莊永燦：拒作誓等同棄就任
律師莊永燦近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游

蕙禎、梁頌恆當日兩度宣誓時的言行，已明
顯違反香港基本法第一條，即「香港特別行
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及明顯不遵守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即立法
會議員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香港基本
法，及效忠香港特區。
他指出，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第二十

一條，拒絕按照格式作出誓言者，如果已就
任則必須離任，如果未就任則須被取消就任
資格，並強調該條文會「自動波」地生效，
毋須任何一方宣佈，而游、梁兩人在宣誓時
違反香港基本法，已可被視為拒絕作出誓
言，「如果沒有按照法例要求宣誓，那就不
可就任，不可就任就不是立法會議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新一屆議會原定本月

中開始運作，但「青年新政」游蕙禎及梁頌恆卻以辱
國言論「支那」及「港獨」旗幟宣誓，粗鄙行徑引起
極大公憤。繼上周三逾千人冒雨到立法會示威區譴責
兩人後，「反辱華、反港獨」大聯盟今日於立法會外
發起萬人大集會，預計逾萬人齊齊到場支持立法會主
席梁君彥押後為二人監誓的決定，並表達對二人的憤
慨，勢要褫奪他們的議員資格。大聯盟又指前日短短
數小時內亦已收逾100個社團的聯署。

逾百社團參與集會
日前成立的「反辱華、反港獨」大聯盟由工聯會、

民建聯、經民聯、九龍社團聯會等25個團體組成，聲
勢之浩大，反映社會各界別均對二人辱華感到無比憤
慨。大聯盟秘書長曾向群昨日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
十分支持梁君彥的決定，但今次事態嚴重，許多市民
仍然感到憤怒，因此集會繼續，譴責梁頌恆及游蕙禎
在莊嚴的立法會宣誓儀式上以粗言穢語侮辱國家及全
球華人；強烈要求因兩人不按照香港基本法及《宣誓
及聲明條例》宣誓，等同拒絕宣誓，已喪失議員就任
資格，必須立刻取消兩人立法會議員資格。
大聯盟相信今日集會人數會較多，至前日短短數小

時內已收到超過100個社團之聯署。他們呼籲全港市
民踴躍參加，並強調是次屬於和平大型集會，是捍衛
國家尊嚴的集會，要求各參與者協助遵守秩序，必須
保持冷靜，防止有人惡意挑釁或衝擊，堅守理性地表
達合情合理合法的訴求。

東江老兵上台發言
據悉，大聯盟邀請了包括法律界、教育界、青年、

傳媒、婦女界、工商界、各主要政黨政團及東江縱隊
港九獨立大隊老戰士等上台發言。
自從游蕙禎及梁頌恆在宣誓時公然提出「港獨」，

並使用極度侮辱字眼「支那」冒犯國家，等同直接挑
戰700萬港人在內的13億中國人民，觸發大家容忍極
限。多個組織連日自發抗議及收集簽名，譴責數典忘
祖的人沒有資格擔任港人的代議士。

今萬人立會示威譴責「雙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全城譴責「青
年新政」游蕙禎及梁頌恆宣誓時辱國辱華，
超越社會容忍底線。《經濟通》及《晴報》
早前聯合發起網上民調，題為「你是否贊成
特區政府向法院尋求司法覆核，阻止游蕙禎

和梁頌恆再宣誓？」2.2萬投票者當中，逾
96%贊成特區政府入稟。商界代表——中華
總商會及中華廠商聯合會則加入「反辱華、
反港獨」大聯盟，代表商界譴責兩人劣行。
多個商會早前亦發出聲明，其中香港中華總

商會強烈譴責擾亂立法會秩序，冀互相尊
重，齊心推動香港向前發展，批評部分候任立
法會議員在莊嚴的宣誓儀式上，公然做出擾亂
立法會秩序、甚至踐踏國家尊嚴的行為，中總
對此表示極度憤慨，並予以強烈譴責。中總要
求相關候任議員就其言論及行為公開嚴肅道
歉，呼籲全體議員積極維護立法會尊嚴，依法
嚴正處理違規事宜，恢復議會秩序。

香港工業總會亦對游蕙禎及梁頌恆二人在
立法會宣誓儀式上，公然擾亂立法會秩序，
更以損害國家尊嚴和極具侮辱性方式宣讀誓
詞，表示極度不滿，認為他們侮辱國家和民
族，觸動了中華的歷史記憶，傷害民族感
情，同時破壞法治基礎、損害香港發展和民
族感情，要求立法會主席在法院裁決前不可
再為游梁安排宣誓。

游梁無就任資格 百萬簽名反重誓
法理昭昭

96%民意撐政府入稟阻「邪誓」

■■市民團體近日頻頻集會抗議市民團體近日頻頻集會抗議，，怒斥游蕙禎及梁頌恆辱國怒斥游蕙禎及梁頌恆辱國
辱族行徑辱族行徑，，強烈敦促立法會主席罷免二人的議員資格強烈敦促立法會主席罷免二人的議員資格。。

■25個團體近日組成大聯盟，於今早在立法會外發起萬人大集會，聲討「雙邪」。

■多名抗日老兵現身譴責游梁挑戰中華民族尊嚴。

■■譚惠珠譚惠珠 ■■陳弘毅陳弘毅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促請立法會主席妥善處理好議員違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促請立法會主席妥善處理好議員違
法宣誓事件法宣誓事件。。 中通社中通社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指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指，，司法覆核是履行憲制責任司法覆核是履行憲制責任。。

■■莊永燦莊永燦

本疊內容：重要新聞 香港新聞 論壇 社團新聞 神州有情 中國新聞 兩地融通 國際新聞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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