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義哥」申判游梁劉停薪回水
指未宣誓未就任無權袋人工 已收須退還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繼入稟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庭拒絕「青年新

政」游蕙禎和梁頌恆重新宣誓後，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生「正義哥」莫嘉傑

昨日下午再次入稟法院，要求頒令禁止立法會秘書處及有關方面發放議員酬金及

各類津貼予未宣誓、未就任的游梁兩人和劉小麗，及要求法院聲明三人均無權接

收有關薪津，並須將已收取的薪津退回立法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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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嘉傑早前已通過律師去信立法會秘書處，要求停
止向游梁二人和劉小麗發放薪津，否則將向法院

申請司法覆核。

本報揭游梁已領百萬經費
秘書處回應稱，有關事宜將在特區政府向法院提出的
司法覆核案處理。不過，本報早前獨家報道，游梁二人
已領取了93,040元的月薪，更申領預支834,393元的營
運資金。秘書處覆函莫嘉傑時則表示，有關問題將在特
區政府提出的司法覆核中處理，當時莫已經批評對方
「答非所問」。
昨日下午，莫嘉傑正式入稟法院，要求頒令禁止立法
會秘書處及有關方面發放議員酬金及各類津貼予未宣
誓、未就任的游梁二人和劉小麗。

入稟狀：三人已無資格就任
入稟狀中指，三人在第六屆立法會首次大會上，在立
法會秘書長的監誓下，「拒絕或忽略」作出宣誓，並不

符《宣誓及聲明條例》規定，並引述法例內容指，「該
人若已就任，則必須離任；該人若未就任，則須被取消
其就任資格」。
同時，三人拒絕和故意致使宣誓無效的做法，亦違反

了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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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基於上述法例，莫嘉傑認
為三人已經無資格就任立法會議員。
入稟狀又指，根據《立法會條例》第十二條，「在換
屆選舉中當選為議員的人，自該選舉後的首個立法會任
期開始之時起任職」，而三人明顯未符有關規定。
入稟狀強調，只有已就任的議員，才有權去領取薪

津， 但三人卻從未就任。因此，莫嘉傑要求法院頒令
禁止發放議員薪津予三人，及要求法院聲明三人均無權
接收有關薪津，並須將已收取的薪津退回立法會秘書
處。
此外，他認為法院亦可要求秘書處或有關方面，暫緩
作出任何決定，直至司法覆核結束。

促秘書處暫停處理三人薪津
入稟狀又指，這宗案件並不涉及立法會內部運作，而

是從合法性上去質疑個別人士在就任立法會議員之前，
是否已有資格去領取薪津，故認為法院若審理有關案
件，亦不會干預立法會的立法過程。在向法院申請司法
覆核的同時，莫嘉傑也呼籲特區政府及立法會秘書處暫
停處理三人的議員薪津。

網民力挺：禁嘥港人血汗錢

莫嘉傑此舉得到不少網民的支持。「Fancy Ma」指
出，「申禁制令阻其蠶食香港人血汗錢，這行動值得大
讚，熱烈拍掌！」「Wingcheung Fock」說，「合理呀！
你都未正式成為合格議員（未宣誓就任）。未做嘢點解
取酬金？」「Choi Ming Wong」說，「要求禁止發放未
通過宣誓議員酬金，及各類津貼，這是納稅人的血汗
錢！」「Hong Wong」指，「講真一句，真系（係）唔
合情，唔合理，更加無天理……點解要出糧俾（畀）佢
地（哋），點解要浪費我地（哋）納稅人嘅金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症雙邪」在立法
會內辱國辱華，鼓吹「港獨」，更派出「外交大使」、
「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勾連「台獨」、「藏
獨」及「疆獨」，已非「特區內部事務」。有香港法律
界人士指出，倘「港獨」問題已影響到「一國兩制」的
實施甚或國家安全，而特區現行的法律不能解決，由全
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就是無可避免的。

黃國恩：終院提釋法最佳
執業律師黃國恩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由於宣誓
風波已進入司法程序，他不宜多作評論。一般而言，
如特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香港基本法關於中央
管理事務或中央和特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最理想
的釋法做法當然是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由香
港特區終審法院向人大常委會提出釋法要求。不過，

倘情況特殊，特區政府可以向國務院提交報告，請求
國務院提請人大釋法。
他認為，人大釋法的目的，是為了更加準確執行香
港基本法，更好地維護香港法治，故人大不會輕易釋
法，但倘涉及大是大非、將對香港有深遠重大影響的
事情發生，且影響到「一國兩制」的實施甚至是國家
安全，而特區現行的法律和法院均不能解決，人大釋
法就無可避免。一旦出現類似的情況，人大常委會只
會根據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慎重地行使權
力，澄清法律上的問題，不會損害「一國兩制」。

梁美芬：立會須踢走「隱獨」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大律師梁美芬則指，中國是單
一制國家，香港是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不存在什麼
所謂「香港民族」，凡鼓吹「民族自決」等，已屬於

分裂國家的行為。雖然有部分鼓吹「港獨」者此前隱
藏其「港獨」身份，但其言行實與推動「港獨」沒有
分別，立法會主席應嚴禁有關人等在議會內散播「港
獨」言論，包括引用議事規則將之趕出會議廳。

法界：港法倘難懲「獨」交人大釋法

香港文匯報訊 立法會明日全體會議第一
項議程，為九龍西議員劉小麗再宣誓。據
報，反對派已達成共識，「青症雙邪」游蕙
禎及梁頌恆未必會上午十一時一開會就強闖
會議廳，而是待劉小麗宣誓完畢及成立專責
委員會調查UGL事件後才會有行動。民建聯
副主席周浩鼎希望秘書處加強保安，阻止游
梁兩人闖入會議廳。
游蕙禎及梁頌恆於上周三在其他反對派議

員護送下強闖會議廳要求宣誓，造成混亂，
令立法會未進入任何議程就休會告終。立法
會明日復會，據報，其他反對派議員與游蕙
禎及梁頌恆初步協調，計劃兩人未必一開會
就硬闖，而是待排議程首位的劉小麗先宣
誓、其他反對派議員以20人站立形式提交呈
請書，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UGL，及首項涉
及以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UGL事件的議員動
議後，其他反對派會派人在門口接應游梁兩
人，及「護送」他們入會議廳要求宣誓。

周浩鼎盼增保安阻游梁
周浩鼎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希望秘書

處加強保安，阻止游梁兩人入會議廳，「主
席已經清晰作出決定，對於游梁二人是不會
幫他們宣誓，無論是早或遲，他們都不應進
入會議廳。如果他們堅持如上次一樣要硬闖
會議廳，坐着『賴死』不走，違反議事規則
第一條，我相信主席很大機會又宣佈休
會。」

李慧琼籲勿再「助紂為虐」
民建聯主席、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指

出，過去兩次的立法會會議均流會收場，雖
然暫時未有法案需要處理，但已令議會積壓
了一定數目的議員提問需要處理。

她希望「青年新政」梁頌恆及游蕙禎尊重立法會主
席的裁決，其他反對派議員更不應該「助紂為虐」，
聯手再次硬闖議事廳，好讓明日的會議能夠暢順進
行，否則上周的亂局可能會再上演多一次，將對議會
的工作及形象造成很大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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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
長陳家強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將於明日前
赴北京，代表特區政府出席後日早上舉行的第二十屆
北京‧香港經濟合作研討洽談會開幕式。據稱特首梁振
英原定出席是次洽談會的開幕式，惟高等法院將於周
四審理特區政府入稟司法覆核「青症雙邪」的宣誓
案，故梁振英決定留港。
特區政府昨日公佈，陳家強會於京港金融服務合作

專題論壇上致辭，而蘇錦樑會出席京津冀攜手香港開
拓「一帶一路」投資貿易項目洽談會，及分別與中國
進出口銀行董事長胡曉煉及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
勝會面。蘇錦樑會與出席洽談會的香港工商界代表會
面。兩人將於後日傍晚返港，離港期間由其副局長署
理局長職務。

兩局長赴京港經濟研洽會

劉小麗上月 12 日的
「龜速」宣誓，本來只被
視為無聊，但隨着「青症
雙邪」的過火言行搶盡焦
點，劉小麗翌日就在face-

book上自爆，「龜速」宣誓是為了將誓詞
「變成九十多句毫無連貫性的句子，沒有
任何組合、連結及意義，令聽眾無法聽到
任何句式及語氣」，並稱自己說要「自決
自強」的說話，是「更真誠的版本」。為
此，「保衛香港運動」今日會舉行「促請
梁君彥押後劉小麗宣誓」遊行集會。
劉小麗當日宣誓時，每字之間停頓數

秒，令原本只須約1分鐘的宣誓過程，拖至
約13分鐘，被廣為批評是無聊的行為，並
指責她的做法等同戲弄手語翻譯人員，令
他們須頻頻「定格」譯到手軟。
不過，劉小麗翌日就在fb上發帖，自爆

說︰「昨天，我將官方誓詞逐字宣讀。誓詞
變成九十多句毫無連貫性的句子，沒有任何
組合、連結及意義，令聽眾無法聽到任何句
式及語氣。這樣，一切意義就純是觀眾自行
分句，主觀判斷造成的憶測而已。」
她續稱，自己在宣讀官方誓詞前的那一

段說話，是「更真誠的版本」，而該段說
話則強調要「秉承雨傘運動命運自主精
神」、「連結議會內外，對抗極權」、

「開創民主自決之路」、「推倒高牆，自
決自強」等。
「保衛香港運動」昨日批評，劉小麗在
宣誓翌日（13日），在社交平台親自以
《慢讀是要彰顯誓詞的虛妄》為題撰文，
稱自己龜速慢讀誓詞是「為了彰顯行禮如
儀的虛偽」，又稱：「我卻要傳達一個訊
息：流暢鏗鏘的宣誓是虛偽的，和諧的議
會也是虛偽的」，反映出她宣誓當日故意
只是在「讀字」，但卻製造出她在「宣
誓」的假象。他們今日會舉行遊行集會，
要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押後劉小麗的宣
誓。 ■記者 甘瑜

「保港」遊行促押後劉小麗重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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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新症」（青年新政）游BB（游
蕙禎）上星期突破重圍入到立法會會議
廳，除咗有一班「波皮會」反對派男議
員護駕之外，公民黨毛姨姨（毛孟靜）
視為己出咁攬到實，更令人側目。雖然

游BB係咪議員仲係一個問號，但係佢早幾日掛住議員個
名，同毛姨姨仲有一樣未宣到誓嘅小麗老母（劉小麗）去
搵老人家飲茶，毛姨姨更加搭住佢膊頭影大合照，睇落好
似好friend（友好）咁。有巴打覺得毛姨姨係想趁單司法覆
核審理之前，帶游BB去洗底，亦有人認為毛姨姨想為傳統
反對派爭取支持。不過，更多網民就話見到佢哋三個就想
嘔，游BB做乜都無用，睇嚟佢點洗底都好，都洗唔清佢體
內啲「獨素」！
明愛上星期六舉辦「與立法會議員茶敍」活動，游BB、
毛姨姨同小麗老母三個九西議員同一班老人家傾偈，事後
游BB同毛姨姨都將活動相片放上facebook打卡，其中一張
大合照見到毛姨姨搭住游BB膊頭，另一張就顯示游BB坐
到縮晒膊咁。
游BB同毛姨姨，一個25歲，一個59歲，兩個政治取向
都唔太一樣，點解會行得咁埋？「膠登討論區」嘅巴打就
各有解讀。「你太肥喼汁」覺得係毛姨姨帶游BB去洗底，
令到後者睇落好似好關心社區，「為上庭打底。」「樂
高」就話：「毛姨姨呢啲醒呀！出手幫佢哋一把，不論最
後成功與否，『泛民』都賺到多幾個在野議員同離地中產
支持。」

網民：做乜都冇用 不如早割席
淪為眾矢之的嘅游BB，連facebook專頁都變成洗版天堂，一出

post（帖文）自然引來大批網民非議。「keith chan」直言「扮晒
嘢，見到你哋三個好嘔心」，「Jack Hui」就認為游BB「做乜都冇
用」，「你搞得『港獨』，喺立法會玩嘢，根本就沒有做議員嘅資
格！」就連反對派支持者都唔幫佢，「Steve Chiu」慨嘆：「唉，以
油雞這樣的言論只會為『泛民』添煩添亂。我內心真是很矛盾：究
竟應該撐佢繼續做議員，抑或長痛不如短痛，犧牲『泛民』最重要
的兩席，早點送兩位大帝上路！」
毛姨姨嘅facebook相對風平浪靜，但都有一兩粒花生食吓。相信
係「熱狗」嘅「Tracy Cheng」見到游BB坐到縮晒膊，就寸道「連
坐喺度影相都完全無腰骨，好心份人正直啲啦」，俾人圍住鬧佢私
怨行先，毛姨姨亦都加把口話佢唔公平，「佢只係唔想遮到後面位
老先生入鏡」，幫游BB幫到出晒面。 ■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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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日前香港個別候任議
員在立法會就職宣誓時公然宣揚「港
獨」、並夾帶侮辱國家、民族言辭，多位
內地學者昨日接受中新社記者訪問時指
出，相關行為已嚴重違反香港基本法，破
壞「一國兩制」，若不加以制止，將產生
更為惡劣的負面影響。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憲法學會副

會長王磊指出，從法律角度看，公然宣揚
「港獨」、侮辱國家者不配當香港立法會
議員，「沒有哪個國家或地區的立法機構
議員會在公開宣誓時侮辱國家，這簡直不
可思議。」如果游梁兩人繼續擔任立法會
的議員，「將會產生很不良的影響。」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指出，倘任
由游梁兩人在立法會肆意張揚，對香港民
風的毒害將難以估量。香港社會普遍公認
游梁兩人的宣誓不合法，是無效的。「兩
人不能重新宣誓。」即便再給游梁兩人再
次宣誓的機會，他們也不會放棄「港獨」
立場。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定

淮指出，游梁兩人的行為不僅破壞了香港立
法會的固有程序，更公然辱罵國家，這種情
況就不應該讓他們再有宣誓的機會，「如果
不對這種行為做出制止，將會有很不好的示
範作用，……香港應向世界表明，制度層面
規定是不能夠隨意被破壞的。」

內地學者：「雙邪」違法 不能重誓

■劉小麗早前還製圖強調自己的宣誓毫無
意義。 fb圖片

■毛姨（中）帶游
BB 洗底，游 BB
（左）坐到縮晒
膊。 fb圖片

■早前過萬市民到立法會外集
會，批評梁頌恆、游蕙禎兩人辱
華，沒有資格成為議員。

■梁美芬 資料圖片■黃國恩 資料圖片

■李慧琼希
望「青年新
政」梁頌恆
及游蕙禎尊
重立法會主
席的裁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