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東社總六萬信籲驅雙雙邪邪
強烈反對辱國播「獨」者做議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在港擁有62萬會員的廣

東社團總會，對「青年新政」 游蕙禎及梁頌恆兩人在立

法會宣誓時的辱華行徑十分憤怒，繼在各大報章刊登譴

責聲明後，於3日內收集逾60,000份會員致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的親筆簽名信，強烈反對再次為梁頌恆和游蕙禎

監誓。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梁亮勝昨稱，游梁兩人在如

此莊嚴的宣誓場所公然污辱國家、污辱中華民族，及宣

揚違法和違背市民意願的「港獨」主張，沒資格做香港

的議員，廣東社團堅決反對這樣的人進入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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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根據新論
壇在本月19日至24日進行的調查，現在
1,315 名 15歲至 84歲的受訪市民中，有
77.7%反對「青年新政」游蕙禎和梁頌恆宣誓
時的言行，79.7%認為他們故意侮辱國家，
66.8%認為兩人無資格擔任立法會議員。

79.7%認定兩人蓄意辱華
是次調查發現，平均有77.7%受訪者反對
游梁宣誓時的言行，支持的佔10.6%。在不
同年齡層中，35歲及以上的受訪者反對兩
人言行的比例均超過八成，45歲至54歲群
組有84%，在75歲至80歲群組中更高達
89%，而在15歲至34歲組別的受訪者中，
雖然反對游梁言行的比例為63%，相對其
他年齡層較低，但仍以反對的佔大多數，
反映游梁的言行已引起了絕大多數受訪
者，包括年輕受訪者的反感。

對於游梁聲稱只是「口音問題」，僅
9.9%認同，79.7%則認為他們是故意侮辱國
家。在年齡層的相關分析發現，有66.5%的
25歲至34歲受訪者，認為是故意侮辱國
家，是不同年齡層中比例最低。而在其他
年齡組別，有八成皆認為游梁的言行是故
意侮辱國家。
被問及游梁兩人言行是否有資格擔任立

法會議員，66.8%受訪者認為無資格，只有
25.7%認為有資格。而在年齡層的相關分析
中，15歲至24歲受訪者的分歧最大，有
45.2%認為無資格，有45.3%認為有資格；
在25歲至34歲的受訪者中，有50.2%認為
無資格，有42.5%認為有資格，而認為游梁
兩人無資格的比例，隨着年齡增加，由35
歲至 44 歲的 70.6%增至 75 歲至 84 歲的
87.3%，反映在大部分的受訪者心目中，游
梁兩人已無資格擔任立法會議員。

近八成人反感游梁辱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青年新政」的梁頌恆及游蕙禎在宣
誓期間公然辱國辱華，激起公憤，但
兩人至今仍毫無悔意。民建聯主席李
慧琼昨日指，很多市民、海外華僑都
對此相當憤怒，批評梁游兩人「敢做
唔敢認」，而兩人「越做越錯」，已
經錯過了道歉的「黃金機會」。
李慧琼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建
制派最初期望梁、游兩人能夠認真反
省，並向公眾道歉，藉以爭取部分非
常憤怒的市民接受，但兩人「敢做唔
敢認」，「仲要話自己什麼鴨脷洲口
音」，是在「火上加油」，情況就像
結婚一樣，「我選擇咗用呢個平台，
但當住所有親友去侮辱佢，咁你係咪
想結婚㗎？」
她質疑道，「如果你真心誠意結
婚，我選擇喺結婚搵晒所有親友嚟，
當日都係差唔多咁嘅場合，全世界嘅
電視台都喺度，唔止CNN、BBC，連
中東電視台都約緊我做訪問，呢個大
家都明。當日嘅立法會係全球矚目，
你選擇喺呢一日喺你嘅婚禮上侮辱另
一半？」
李慧琼坦言，游梁兩人「越做越

錯」，已經錯過了道歉的黃金機會，
如果兩人現在「道歉」，「件事可能會
鬆一啲，但都要睇吓佢係咩態度。」
就建制派在上周三大會上集體離場
導致「流會」，李慧琼否認是向立法
會主席「逼宮」，而是盡議員的職責
表達意見，及「買時間」去處理事
件，及要求梁君彥應作出一個「合
憲」、合法、合乎議事規則和合乎民
情的決定，將兩名議員的宣誓安排抽
起，直至法院作出裁決為止，這對各
方面所造成的傷害是最小的。

容許重誓如賦權搞「港獨」
她坦言，如果容許該兩人重新宣誓
行使議員權力，可能是在容許搞「港
獨」及違憲的議員做出未必合乎憲制
的行為，更令人覺得兩人有可能發假
誓，難以令人相信他們會效忠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就有反對派中人試圖轉移視線，上
載她到日本旅遊時穿上和服的照片，
稱她才是「漢奸」，李慧琼不認為自
己的行為要被無限扣帽子。現在香港
人普遍都會到日本旅遊，「（我們）
要針對的不是現代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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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青年
新政」的游蕙禎及梁頌恆早前在立法會
宣誓期間做出辱國辱華的行為，引起社
會強烈不滿。多個民間組織昨日舉行記
者會，聲討游梁兩人辱國行為的同時，
促請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不要手下留情，
容許他們再宣誓，而應褫奪兩人議席，
同時要求不要放過「漏網之魚」劉小麗
及鄭松泰，一併予以追究。有團體透
露，今日有約300名市民到立法會集
會，以示不滿。
海外華人組織「全球熊貓會總會」昨
日聯同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市民心
聲」、前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舉行以「靖
港難，除國賊，要求褫奪梁頌恆、游蕙
禎立法會議席資格」為題的記者會。
「全球熊貓會總會」會長唐因對立法
會主席梁君彥昨日押後游梁兩人宣誓程
序的決定表示歡迎，但認為過於輕判兩
人及手下留情。
她直言，不能接受兩人形同亂港叛國
的辱華行為，加上他們缺乏服務社會、
服務香港的責任感，相信絕大部分市民
均會一面倒地反對兩人擔任議員，並促
請立法會押後劉小麗的宣誓，以及裁定

鄭松泰的宣誓為無效，待特區政府就
議員宣誓而提出的司法覆核有結果後
再作決定。
唐因透露，就算司法覆核裁決兩人

可重新宣誓，亦不排除會一直上訴至
特區終審法院，甚至要求人大釋法，
力阻兩人進入立法會。

王國興：游梁違例應「自動消失」
「23萬監察」發起人王國興指，梁
君彥押後宣誓決定是明智之舉，是順
應民意。
不過，游梁兩人言論及行為已違反

《宣誓及聲明條例》，與法定誓詞相
違背，反華辱華，坦言「兩人不但不
應再有宣誓機會，而是應『自動消
失』，離開立法會。」

「玩宣誓」倒插國旗者亦應追究
他又批評，劉小麗在宣誓過程中，每

相隔六七秒才說一字，並非真誠宣誓，
「若再讓她玩（宣誓）多次，就真係侮
辱大家智慧」；鄭松泰曾在立法會會議
期間，倒轉國旗及區旗，行為已與宣誓
內容相反，形同「宣假誓」，律政司對

此不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應採取
刑事起訴。

的士業界300人立會抗議「雙邪」
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會務顧問鄭玉佳

亦對梁君彥押後宣誓決定表贊成，「唔

想見到佢哋兩個（梁頌恆及游蕙禎）入
立法會。」他透露，今日的立法會大會
會有300名業界人士到立法會集會，並
呼籲市民自發前往，以示對該兩名議員
的不滿，「他們兩個會令香港永無寧
日，我們則會令佢哋兩個永無寧日。」

今集會促「祛邪」追究小麗「蟲泰」

廣東社團總會由廣東省內21個地級
市在香港的逾300個商會、同鄉

會等組成，目前擁有逾62萬會員。社
團總會副主席梁亮勝、會長簡松年和
轄下部分社團主席共 42人，昨日將
60,000多封會員請願信遞交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由立法會職員代收。

梁亮勝：辱華「港獨」行徑令人震怒憤慨
梁亮勝指出，本月12日游梁兩人在
立法會宣誓時的辱華和「港獨」行徑
令總會上下震怒和憤慨，總會主席陳
永棋當即致電新任立法會主席梁君
彥，要求取消二人的議員資格。17日
和18日總會於本港各大報章刊登大幅
聲明，譴責游梁行徑。20日再次刊登
大幅聲明，支持建制派議員發起流會
阻止兩人進入立法會。
他續說，社團總會於21日正式致函
梁君彥，反對再為游梁兩人監誓，並
向轄下各社團發起一人一信致梁君
彥。雖然正逢颱風襲港和周末假期，
但3日內仍收到了逾六萬會員的請願
信，顯示祖籍廣東的港人對游梁兩人
行徑的強烈不滿。
梁亮勝表示，香港是基本法框架下
實施「一國兩制」的法治社會，民族
大義不可違，法律精神不可廢。游梁
兩人在立法會宣誓的莊嚴場合宣揚違
法「港獨」和辱華，引起全城公憤、
受到民眾譴責。當時監誓的立法會秘

書長陳維安已給兩人機會讓他們再次
宣誓，可他們仍一意孤行，顯然是蓄
意違法及辱華，若再允許他們宣誓、
成為正式議員有違程序公義。

蓄意改變誓言實質意義違基本法
他說，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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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梁兩人蓄意
改變誓言的實質意義，違反基本法規
定，已經喪失作為新一屆立法會議員
的資格。
梁亮勝強調，游梁兩人的辱華行徑

不僅引起廣東億萬父老鄉親的憤怒，
也為全港所有正義、有良知市民所不
齒，因此廣東社團總會強烈呼籲梁君
彥主席順應民意，撤回再為兩人監誓
的決定。
各社團負責人還包括香港廣州地區

聯會主席李銘深、香港佛山社團總會
主席鄧祐才、香港深圳社團總會副主
席兼秘書長陳立德、香港東莞社團總
會主席朱李月華和常務副主席梁麟、
香港汕頭商會會長林鎮洪、香港惠州
社團聯合總會執行主席黃少康、香港
廣東汕尾市同鄉總會理事長吳華江和
隨員等共42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決定，前主席
曾鈺成昨日指，梁君彥押後游蕙禎及梁頌恆兩人的宣誓並沒有違反議事
規則，合理平衡了議員的權利及議會運作。有法律界人士亦指，梁君彥
的決定符合基本法和《宣誓及聲明條例》，並無違反法治精神。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他同意
梁君彥的決定，又指高等法院早前拒絕頒發臨時禁制令，是因為法院
不會輕易干預立法會的事務，但不代表法院認為議員享有第二次宣誓
的權利。
資深大律師、「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表示，當有司法覆核正在

進行，主席不想做任何事改變現狀，是尊重司法程序的慣常做法，此
舉並沒有違反法治精神。雖然法院此前認為不宜頒禁制令，但香港基
本法確實賦予主席權力改變議程，而暫緩宣誓不失為對司法程序的尊
重，靜候判決，再跟法庭指引辦事，這樣處理不一定可說是錯。
他續說，如果說主席的決定是褫奪了兩名議員的政治權利，是假定
兩人一定會在司法覆核中會勝訴，是不合理的假設，因為特區政府提
出的司法覆核，爭論點正是兩人是否已喪失議員資格，而如果法院最
終裁定兩人喪失資格，他們就無權利可言。雖然並非所有人都會同意
梁君彥的決定，但從政治層面來看，這不失為一個務實決定。

曾鈺成湯家驊陳弘毅挺「押誓」

香港不少市民的「祖家」都在內
地，其中廣東籍市民最多，因此廣東
社團總會在本港擁有頗為重要的影響
力。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梁亮勝昨日

表示，這次總會上下一心付出最大努力反對再為游
梁兩人監誓，實在因為兩人污辱國家、污辱中華民
族激起全體會員的公憤。因此總會支持建制派立法
會議員上周三發起的「流會」，因為目的是為了正
義。
廣東社團總會大部分是商界人士，一向反對立法

會因為政治爭拗導致的常態性流會，這次為什麼卻
罕有地登報支持建制派議員19日發起的流會？梁
亮勝表示，以前反對派發起的流會是為了阻止香
港經濟、民生議案的實施，阻撓香港發展，所以總
會堅決反對。但這次建制派議員發起的流會，卻是
為了正義、為了阻止污辱國家和民族的人進入議
會，因此總會堅決支持。 ■記者 殷翔

堅挺建制為正義「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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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社團總會收集逾廣東社團總會收集逾6060,,000000份會員致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親筆簽名信份會員致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親筆簽名信，，強烈反對再次為梁頌恆和游蕙禎監誓強烈反對再次為梁頌恆和游蕙禎監誓。。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梁亮勝梁亮勝（（左五左五））向立會職員遞交簽名信向立會職員遞交簽名信，，敦請立法會主席敦請立法會主席
撤回再次為游蕙禎及梁頌恆進行監誓的決定撤回再次為游蕙禎及梁頌恆進行監誓的決定。。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多個民間組織促請梁君彥不要手下留情，應褫奪游梁兩人議席。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