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
綺）「港獨」違法違憲，真正專
業的學校及教育團體，早已表明
校園不應出現相關鼓吹活動。前
晚網上出現自稱為在職教師的匿
名者成立所謂「香港教師聯盟」
專頁，聲言支持主張「港獨」的
學生，又指要「燃點獨立之
火……定必火上加油」云云，內
容偏頗充滿煽動性。有教育界人
士批評有關言論荒謬，若組織果
真由教師成立，質疑相關教師與
學生討論「港獨」時難以保持中
立，勢必違反專業守則。有家長
認為，教師若單向地向孩子灌輸
違法觀念，家長和社會就要承受
惡果。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宣佈，押後「青年新政」梁頌恆和游蕙禎的宣誓程序，直至原訟法

庭已就有關的司法覆核申請作出裁決。立法會主席的決定合法合憲合理，得到了民意的強烈

支持。從法理上講，梁游宣誓公然宣揚「港獨」，直接挑戰誓言內容，法律上已喪失就任資

格；司法覆核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立法會應等候法庭判決；立法會主席擁有基本法授予的

決定議程的憲制權力，有權把梁游重誓問題押後到法庭判決之後再處理。從情理上說，建制

派議員聲明不惜任何代價阻止梁游重新宣誓，立法會停止重誓，可以避免建制派被迫再製造

流會，以維持立法會正常運作，是一種合理的安排。從民意上看，社會各界反辱華、反「港

獨」群情洶湧，立法會停止重誓，彰顯了主流民意。令人失望的是，「泛民」主流盲撐梁游

重新宣誓，失去了民族大義的底線，害港害己。「泛民」主流力量需拿出政治勇氣，為香港

也為自己，擺脫「港獨」綑綁，發出反「港獨」、維護國人尊嚴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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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上周在立法會上離場阻止游蕙禎、梁頌
恆等人宣誓，這是一次漂亮的政治行動，用議會
規則來反制「港獨」派，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
身，令人拍案叫好。
現在的形勢很清楚，游梁兩人已經沒有了成為立
法會議員的資格，被取消議員資格只是或遲或早的
問題。然而，反對派在事件中的處境卻極為尷尬，
他們一邊表示不支持游梁的「港獨」立場，一邊又

批評建制派的行動，指不讓兩人宣誓、以司法手段
阻止他們宣誓是不合法，破壞「三權分立」云云。
反對派的說法荒謬之極，根據基本法，特首的其中
一個職責就是執行基本法，現在有所謂「候任議
員」公然破壞基本法、挑戰「一國兩制」，特首不
果斷阻止就是失職。而且，宣揚「港獨」不是立法
會內部事務，而是全香港的事務，特首通過司法手
段介入理所當然，何來破壞「三權分立」？

其實，反對派「盲撐」游梁實在是愚不可及。
民意如鐘擺，游梁「辱華」的言論，已經逾越了
言論自由的底線，觸及中國人的民族感情，市民
對於政治可能有不同看法，但都不會認同這種
「辱華反中」的言論，更不會同意「港獨」主
張。游梁之蠢，正在於將自己置於廣大民意的對
立面，與13億人民為敵。
反對派「盲撐」兩人，等於將自己推向民意的
風眼。日前，有調查顯示大多數教師都反感游梁
的「辱華」言論，教協教育界議員葉建源就急急
出來表示不認同兩人言論，何以如此？民意不可
欺也。反對派不但不應「盲撐」兩人，反而應批

評兩人言行，才是代議士應盡之責，但反對派卻
掩抱琵琶，令人摸不頭腦。
就是從自身利益看，反對派也應該支持取消游

梁議席，原因很簡單，兩人失去議席，意味九龍
西、新界東需要進行補選。毋庸諱言，在補選單
議席之下，游梁儘管可以再次參選，但其支持者
只屬極端票源，議席很大機會落入反對派手上，
即是說，游梁失去議席，對於反對派人士是天降
的好消息，可以重新取回議席，何樂而不為？況
且，游梁兩人從來都看不起傳統反對派，現在有
機會還以顏色，反對派竟然反過來「盲撐」，這
是策略上的敗筆。

反對派「盲撐」游梁愚不可及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法理充分民意強烈支持 立法會停重誓理所應當

立法會停重誓是依法辦事
立法會停止為梁游安排重新宣誓，首先是依法辦事。
第一，在法律層面，梁游已喪失就任資格。基本法第
一百零四條明確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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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梁
游宣誓時，公然披起「香港不是中國」的旗幟，並將
「China」三次讀成侮辱國人的「支那」，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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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在司法層面，政府已就游梁宣誓問題申請司法

覆核。在事件進入司法程序之後，立法會主席應尊重法
治，等候法庭判決。
第三，在憲制層面，基本法賦予了立法會主席決定會

議議程的憲制權力和責任。基本法第七十二條規定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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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主席擁有基本法授予的決定議

程的憲制權力，有權調動會議議程。
可見，立法會主席把梁游重誓問題押後到法庭判決之

後再處理，合法合憲，無可置疑。

立法會停重誓是順應民意
39位建制派議員聲明不惜任何代價阻止梁游重新宣

誓。建制派議員以非常手段應對非常情況，表達了堅定
捍衛「一國兩制」、維護基本法的決心，是維護民族大
義之舉，維護法治之舉，沒有退讓的餘地。如果立法會
繼續安排梁游重誓，建制派議員將不得不繼續製造流
會，立法會運作將會停頓。立法會停止重誓，可以維持
立法會正常運作，不耽誤議會工作進度，是一種合理的
安排。
立法會停止為梁游安排重新宣誓，更是彰顯主流民

意。
自梁游本月12日宣誓發出辱華、播「獨」言論後，
激發主流民意強烈聲討，包括政界、商界、法律界、教
育界、專業團體等社會各界相繼發起示威、聯署、街站
簽名等活動，對梁游的行為表示強烈抗議；民間發起的
聯署行動，已獲得逾百萬人參與；廣東社團總會收集到
6萬封會員信件；不同背景立場的團體在報章刊登譴責
二人的聲明鋪天蓋地，發出了愛國市民的怒吼；各類電
子傳媒的評論和「烽煙」節目，亦眾口一詞譴責梁游，
要求立法會解除二人職務；外國華僑、年逾古稀的抗日
老戰士亦加入聲討行列；今天更有萬人到立法會，展示

全民維護民族尊嚴、反對分裂的決
心。
在國家民族大義上，廣大市民絕不
容忍有人利用莊重的議事廳宣誓平
台，發表侮辱中華民族的言論及鼓吹
「港獨」。立法會停止為梁游安排重
新宣誓，得到了民意的強烈支持。

「泛民」被「港獨」綁架失民族大義
令人失望的是，「泛民」主流盲撐梁游重新宣誓，失
去了「一國兩制」和民族大義的底線。事實上，傳統
「泛民」內部已有許多聲音，質疑應否支持梁游再次宣
誓。有老「泛民」人士以民主黨為例，認為民主黨過去
在國家民族問題上一向立場堅定，梁游侮辱國人和「港
獨」的言行，已違反民主黨的基本立場及原則。一些
「泛民」人士過去發動保釣運動，也清楚表達了對於民
族和國家的認同。然而，「泛民」現在盲撐梁游，被人
綑綁，變成與「港獨」為伍，成為破壞「一國兩制」、
損害國家民族利益的幫兇，不僅害了香港，也會害了自
己。
「泛民」主流力量需要堅守民族大義的底線，拿出道

德勇氣，展現政治智慧，為香港也為自己，擺脫「港
獨」勢力的綑綁，發出反「港獨」、維護國人尊嚴的聲
音，不可繼續在國家民族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失去方寸，
喪失立場。

盧文端

盧文端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繼多所學校遭「港獨」分子盜用名義成立所謂
「本土關注組」後，前晚網上又出現了一個自

稱由在職教師成立、但背景不明的「香港教師聯盟」
fb專頁，其「創會宣言」中聲言他們支持「香港獨
立」，又抹黑現時學校歷史課內容「意在給香港學生
吃下『大一統』、『中華民族』、『龍的傳人』等大

中華的思想毒藥」，稱香港教育以普通話和「殘體
字」教中文等「入侵」云云。
宣言一方面指控香港政府「對學生進行洗腦教

育」，但卻又極盡單向偏頗之能事，意圖以煽動性口
號及用字向學生洗腦，聲言「支持主張香港獨立之香
港學生，打破『香港獨立』在校園討論的禁忌」，又
指「香港學生順應港獨思潮，燃點獨立之火，又能煽
風點火，香港教師聯盟也定必火上加油」云云，行文
與其他激進「港獨」文宣如出一轍。

張民炳批聲明罔顧歷史事實
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批評，該「聯盟」的聲明罔顧歷史事實，說法亦十分
荒謬，「香港人事實上就是中國人，認同自己是『中
華民族』又有何不妥？」針對該「聯盟」聲言不懂普
通話的教師會被淘汰，他認為明顯是扭曲事實以製造
分化，若其真由教師組成，涉事者與學生討論時根本
難以恪守專業守則保持中立。
教聯會副主席黃錦良質疑，該「聯盟」沒有任何教
師署名，對其自稱由教師成立的說法有保留。他相
信，真正專業的教師都有其判斷，不會單向地向學生
宣揚「港獨」，各校亦會因應校本情況作處理。

家長憂承受「獨」害子女惡果
九龍城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陳鳳雯則認為，如有

教師高調表明支持「港獨」立場，做法並不恰當，擔
心教師會在校內授課或討論政治議題時會有前設，引
導學生支持「港獨」。她認為，教師對孩子的教導影

響深遠，很多思想和行為會潛移默化，就算孩子當下
未有受「港獨」思潮影響，但未能保證長大後會否作
出違法行為，「承受惡果的會是家長和社會！」

吳克儉：校園播「獨」不適當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回應時指，該「聯盟」的背

景、成員、目標或動機都不明，局方難以評論，但重
申香港基本法第一條很清楚說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
的一部分，任何鼓吹「港獨」或於校園進行相關活動
都不適當，又強調真正專業的教育界人士如校長會代
表等，近月已多次表明教師有其專業守則，其中列明
要在尊重法律及行為獲社會接受為大前提，引導學生
學習，而香港基本法亦為相關的必要背景。
教育局發言人補充指，教師的職責是教育學生，言

論和行為應合乎專業操守和社會期望。

「匿名老師」結盟播「獨」
教界批荒謬違專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宋哲早前在報章發表題為
《自決在香港是個「偽命題」》的文
章，一直鼓吹所謂「自決」的「香港眾
志」，其秘書長黃之鋒撰文回應，聲稱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國」、香
港要「奪回」自決權等等。外交部駐港
公署發言人在報章撰文批評黃之鋒缺乏
國際法律和歷史常識，並強調說，「搞
『自決』、搞『港獨』是數典忘祖、死
路一條，會葬送香港的『一國兩制』，
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3多億中國人民
是絕不會答應的！」

外交部駐港公署撰文反駁「鋒」語
在該篇題為《談論自決應先學點國

際法常識和歷史知識》的文章中，外交
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指出，特派員宋哲在
文章中指出了香港既非外國殖民地，又
不存在「香港民族」，故「自決」不適
用於香港，所謂決定香港前途命運的
「民主自決」就是打幌子的變相「港
獨」。黃之鋒就在文章中聲稱，香港是
「殖民地」、「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
「中國」、香港要「奪回」自決權。
「這些在法理上和史實上都荒謬之極，
稍有國際法常識和歷史知識的人都會對
這個謬論感到啼笑皆非。」
發言人指出，在通常意義上，殖民

地是指因外國統治、管轄而喪失了主權
的國家。香港一直是中國領土的一部
分，本身並非國家，英國佔領也沒有改

變這一事實，所以殖民地概念不適用於
香港。事實上，1972年11月，根據中
國政府意見，聯合國大會應非殖民化特
別委員會的建議，以99票對5票將香港
排除在殖民地範圍之外，「聯大決議通
過公開投票形成並被記錄在案，永載史
冊，怎麼能說無人得悉？」

責妄談「奪回自決主權」搞「港獨」
發言人又反駁黃之鋒在文中否認中

國政府對香港的主權，指黃之鋒完全不
了解國際法上國號變更和政府繼承
（succession of governments）概念，
「國號是國家的名稱，一國國號的變更
並不會改變該國的國際法主體地位；
『政府繼承』則涉及某一政府代表國家

的資格被新政府取代後，舊政府在國際
法上的權利義務轉移給新政府的問題。
中華民國政府取代清朝政府，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又取代中華民國政府，這只
是國號變更，國家主權和領土沒有改
變。香港既然是清朝領土，自然也是中
華民國領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
針對黃文稱「讓香港人奪回自決主

權和前途的權利」，發言人指出，在國
際法上，主權就是國家獨立自主處理自
己內外事務的權利和權力，這種國家對
管轄區域內擁有的權力是至高無上和排
他的。「香港既然是中國一部分，何曾
有過『主權』？何來『奪回』自決『主
權』的權利？這不是赤裸裸地在搞『港
獨』嗎？」

黃之鋒乏國際法律常識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青年新政」
梁頌恆及游蕙禎早前在立法會宣誓時涉及粗言
及辱華言論，引起社會各界群起指責。昨日便
有約50名香港中小學校長發出聯署聲明，不點
名批評有人提名對教育認識有限、形象及行為
不被社會接受的梁頌恆、游蕙禎兩人候選立法
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實在令人吃驚，也
實在太兒戲」，並強調委員會工作影響全港師
生家長，不應淪為「政治騷」舞台。
47名中小學校長發出聯署聲明，指近日社會

公眾人士的言行及社會生態情況惡劣，令他們
對香港教育以至社會未來的發展產生極大的憂
慮。
他們認為，公眾人物應自重，停止非理性謾
罵、互相侮辱、人身攻擊、捩橫折曲和欺詐
等，並注意自己對社會風氣之影響。

不點名批鄭松泰羅冠聰「兒戲」
針對早前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開會選舉主

席一事，聲明不點名批評「熱血公民」議員鄭
松泰，及「香港眾志」議員羅冠聰，在會上提
名「對教育事務認識有限、形象及行為不被社
會接受」者，即梁頌恆及游蕙禎兩人候選主席
一職，「出現此等情況實在令人吃驚，也實在
太兒戲。」
校長強調，立法會是莊嚴神聖的地方，其中
教育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影響全香港學生、教
育工作人員和家長，並對香港長遠發展影響深
遠，應由認識及對教育事務有熱誠的人出任，
不容淪為「政治騷」及非理性政治鬥爭的大舞
台，並呼籲社會大眾及媒體都應向公眾人物提
出「正心正身」的強烈要求，時刻表現出端正
行為及正確價值觀，為青少年樹立榜樣，把香
港社會重新帶回正確發展軌道。

提
名
辱
國
者
掌
教
委
校
長
聯
署
批
政
治
騷

港人代引徐澤：港非「三權分立」

■■聲稱是在職教師成立聲稱是在職教師成立，，宣揚宣揚「「港獨港獨」」的香港教師的香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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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包括全國政協常委李
澤鉅、唐英年、陳永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殊、鄭
耀棠、葉國謙、吳亮星、馬逢國等約二百名港區人代及
全國政協委員昨日赴中聯辦，出席國務院港澳辦原副主
任徐澤的講座。

港辦講座講基本法強調行政主導
葉國謙在會後引述徐澤指，香港回歸19年來，香港
基本法的落實有出現問題，所以要全面準確貫徹基本
法，又強調香港實行的是行政主導，而非「三權分
立」。
是次講座主要由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主持，講座內容

主要是由徐澤報告他對由起草到實踐香港基本法這19年
來，「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的「分享、演繹」。葉
國謙在會後引述徐澤提到，香港回歸19年來，基本法的
落實有出現問題，所以要全面、準確地貫徹基本法，又
提到香港實行行政主導，不行「三權分立」，「一早已
經講咗香港唔係三權分立，由始至終都講呢個觀點。」
同時，對方也提到身為人代及政協委員，有責任就相關
問題表達意見。
另一與會者透露，徐澤強調香港並沒有「三權分
立」，行政長官不只是行政機關首長，而是特區的首
長，也是香港基本法的第一責任人，但回歸後出現「立
法至上」、「司法至上」，削弱及扭曲了行政主導，令
特首對中央及香港負責的職權落空。特首梁振英最近入
稟法院，司法覆核立法會主席容許議員再宣誓的決定，
他認為是做了正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