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

翔）民間組織「保衛香港運

動」數十名成員昨晨向立法會

主席梁君彥請願，要求押後在

立法會為劉小麗監誓。他們批

評，劉小麗涉嫌參與所謂的

「魚蛋革命」（旺角暴亂），

令逾百警員遇襲受傷舊賬未

清，早前她又和游蕙禎、梁頌

恆同樣違反宣誓條例中「拒絕

或忽略作出誓言」的規定，已

喪失議員資格，三人若進入立

法會，只會進一步癱瘓立法

會，為市民造成更嚴重的損

害。他們呼籲梁君彥堅決維護

法紀尊嚴，今天堅決禁止無議

員資格的游梁兩人坐在議事廳

內，又強調法紀底線和立法會

尊嚴已不容再度褻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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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時以粗言穢語辱國
辱華，引起群情洶湧要求
逐出議會，但「青症雙
邪」游蕙禎及梁頌恆依然

故我，除了遠赴台灣與「台獨」合流，更
對宣誓時用到的「港獨」旗幟念念不忘，
放在辦公室內「供奉」，可見「雙邪」死
不悔改。
上月12日，新一屆立法會舉行首次會
議，當大部分議員都按照法例要求宣誓
時，「雙邪」卻當有關要求無到，首次宣
誓時肆意更改法定誓詞內容，聲言要效忠
「香港民族」，被監誓的立法會秘書長陳
維安指正後，隨即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國）」的旗幟，
並將誓詞內「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China」讀成
極盡侮辱的「支那」，游蕙禎更離譜到將
「Republic」讀成「Re-f×cking」。
「雙邪」未有完成宣誓，議員資格成

疑，正面對特區政府的司法覆核，加上辱
國辱華，引起全城甚至全球華人公憤。不

過，他們未有理會反對聲音，更積極聯絡
其他「獨派」，上月22日與「本土民主前
線」發言人黃台仰赴台出席「台獨」分子
主辦的論壇。
游蕙禎聲稱香港要通過「自決」來「自

救」，否則將會被「赤化」，梁頌恆就辯
稱宣誓展示「香港不是中國」旗幟純屬
「事實」，「干你（中央政府）屁事」，
更在回港後直認與當地「總統府人士」見
過面，而「外交大使」黃台仰則與「台
獨」組織接洽。
游蕙禎早前接受本地英文網媒《HK-

FP》訪問時，直言「港獨」是「自決」的
一個選項，並堅持「香港係一個民族」。
不過，訪問最突出之處是其中一張照片：
原來她的辦公室內仍掛上「Hong Kong
is not China」旗幟，旁邊的白板更寫上
「People's Ref×cking of Chee-na」，與
她當日的辱華言論一致。其辦公室發言人
聲稱，照片拍攝的地方並非公眾地方，
「如果要宣揚『港獨』就唔應該喺辦公室
啦！」 ■記者 陳庭佳

「雙邪」死不悔改 辦公室奉「獨」旗
昨日有參與示威的「一分鐘民調」發起人

伍迪希表示，法例規定的宣誓程序有嚴格法
律意義，不按誓詞宣誓和違背誓詞者均應追
究法律責任，取消議員資格。這條法律底線

在過往過於寬鬆的執行環境下，已經一退再退，令眾多不
合格議員得以長年癱瘓立法會、損害全體市民利益。現在
劉、梁、游企圖再度壓低這條底線，只會令立法會變成
「廢法會」，損害本港最重要的法治核心價值。

三人「玩宣誓」再「探底」不應姑息
伍迪希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說，假如在法庭上宣誓時，以

劉小麗這種刻意一字三秒的速度宣讀，會否被宣佈為蔑視
法庭？同樣，劉小麗在立法會的莊嚴場所，創下這種史無
前例的宣誓方式而無需負上責任，僅以重新宣誓即可「過
關」，「那麼今後豈不是誰都可以在法院以這種蔑視法紀
的方式宣誓？」
伍迪希認為，過往立法會的監誓環節，對明顯不願遵守

誓言議員的「加料」行為不予規管，如誓前誓後高喊有違
誓詞意義的口號等，已經令宣誓的法律約束力大為下降，
造成惡劣先例。
現在劉、梁、游的再度「探底」言行實不容姑息，必須依

法取消三人議員資格，才能彰顯法律的尊嚴。這時候不惜代
價地「企硬」、依法辦事，將來才能減少「違法放行」的惡
果。再妥協下去，立法會的亂局只會愈演愈烈，700萬市民
如何承受得起？ ■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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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隊伍昨晨九時許在金鐘港鐵站A出口集合，打
起「支持建制派正義流會排獨、促請梁君彥押後

小麗宣誓」的橫額，高喊「逐字讀發假誓、劉小麗應出
局」，「今日魚蛋革命、明日議會暴力」，「更改宣誓
內容、毫無效忠之意」等口號，遊行至立法會示威區。
示威者進行了簡短的儀式，將象徵「魚蛋革命」及劉
小麗誓詞的90多粒魚蛋用掃把掃進寫有「小麗獄室」
的垃圾盒內，以示市民不接受這種逐字讀出的誓言。

傅振中：劉「自爆」發假誓應出局
「保衛香港運動」主席傅振中表示，劉小麗在發誓時
加插所謂「民主自決」的違法「港獨」言論，讀誓詞時
又史無前例地一字三秒地「逐」字讀，其後更在face-
book自揭無意遵守誓言，聲稱「慢讀是要彰顯誓詞的
虛妄。我所讀的是九十多個沒有串連的獨立字句，毫無
連貫性及意義可言」等等，這些充分證明劉是刻意「拒
絕或忽略作出誓言」，按法例應即時取消議員資格。
由於梁君彥已裁決劉的誓言無誠意，而法例並無賦予
梁君彥為違誓者重新監誓的權力，因此應立即中止為劉
再次監誓，留待法院依法裁決。
傅振中說，他們身為家長，十分痛恨劉小麗這種誤人
子弟的老師，引導學生們走向公然違法的激進街頭運
動。今年春節引致逾百警員受傷的旺角「魚蛋暴動」，
劉小麗有無法推卸的責任，當天身為大專講師的劉小麗
突然化身「無牌魚蛋小販」，直接引發警民衝突，當中
劉小麗涉及的刑事責任至今未被追究。這樣的人若再以
公然違反宣誓條例的行為進入立法會，將置香港法紀和
立法會尊嚴於何地？

挺建制為正義流會阻三人禍港
對於拒絕劉、梁、游進立法會引致的立法會癱瘓，傅
振中認為這是必須的代價，他呼籲建制派議員再以迫使
流會的方式阻止劉小麗成為議員。他說：「這三人以推
動『港獨』為宗旨，若進入立法會只會以更激進的方式
癱瘓立法會、阻止政府施政，為禍700萬市民。因此一
定要堅持到底、不惜代價將三名敗類踢出立法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今日立法會大會會議
首項議程，是讓早前宣誓無效的劉小麗重新宣誓。一直
跟進宣誓風波的城大專業進修學院學生「正義哥」莫嘉
傑，昨日透過律師致函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指自己已入
稟要求法院宣佈劉小麗喪失資格，要求梁君彥在法院有
判決前，暫緩為劉小麗監誓，以維護立法會尊嚴。
莫嘉傑在信中指，已於上月25日入稟，要求法院宣佈
劉小麗已被取消「就任資格」，申請書中提到劉小麗當
日以6秒一字的速度宣誓，已表明了有意圖不表達誓言
意義，達至自己不受誓言約束的效果，更沒有表明她會
依據香港基本法第一零四條，擁護香港基本法及效忠香
港特區，未符合第一零四條的要求。而她的言行已達到

《宣誓及聲明條例》第廿一條內的「拒絕」及「忽略」
地步，故她必須被取消就任資格。

劉「肢解」誓詞如同抗誓卸責
信中又說，劉小麗事後在facebook稱，「誓詞變成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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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臆）測而已」，
表明了她不想傳達誓言的意義，令聽眾自行臆測她想表
達的意義，更不想為誓言負責任。
信中強調，劉小麗的所為已達至違抗作出誓言、戲弄
觀看宣誓儀式的議員及市民、甚至侮辱立法會的嚴重情

況，「貴主席實不應維護她，而不維護立法會的尊嚴。」
莫嘉傑已於上月31日入稟，要求法院頒令劉小麗及

「青症雙邪」游蕙禎和梁頌恆無權領取立法會議員酬金
及津貼。他希望梁君彥像之前決定押後為游梁二人監誓
一樣，在這兩宗案件有判決結果前，暫緩為劉小麗監
誓。
大批網民讚揚莫嘉傑發出正義之聲，其中「Mui Ah」
慨嘆小市民自知微小，「寄望正義的群眾力量同心協力
捍衛自己的家園，踢走一切漢奸港毒賊匪，還我清新繁
榮安定之香港，還我萬代之民族尊嚴！」「Jo Wan」就
強調，「無理由放生小麗老千！」不過，也有網民擔心
梁君彥「無吉士（膽量）」押後為劉小麗監誓。

「正義哥」勸「君」：未有判決宜「押誓」

■「保衛香港運動」主辦，
「促請梁君彥押後劉小麗宣
誓」遊行集會。 曾慶威 攝

■傅振中（前排右）與伍
迪希（前排左）向立會職
員遞交請願信。曾慶威 攝

「保港」請願促押後小麗重誓
批游梁劉褻瀆法紀底線 縱容勢癱瘓議會

昨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中國國民
黨主席洪秀柱一行。兩岸人民的感情血濃於水，是割捨不斷的命
運共同體，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歷史的潮流，是兩岸民心所
向，符合兩岸的最大利益。當前，兩岸關係正面對新挑戰，國共
兩黨更應負起歷史重任，堅定信心，勇於擔當，鞏固「九二共
識」的政治基礎，堅決反對「台獨」，確保兩岸關係朝着和平發
展的方向前行，造福兩岸同胞，共圓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

眾所周知，民進黨蔡英文上台以來，拒絕承認「九二共識」，
致使來之不易的兩岸對話機制中斷，令兩岸關係再次轉入低谷，
嚴重損害台灣民眾的利益。國民黨堅守「九二共識」和「一中」
原則，強調以和平政綱對抗「台獨」黨綱，積極回應大陸釋出的
善意和誠意，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
受到全球華人的認可和讚賞。

正如2005年，國共兩黨衝破歷史藩籬，攜手遏制陳水扁當局搞
「台獨」的囂張氣焰，開啟了兩黨兩岸交往的新氣象。如今的
「習洪會」意義堪比 2005 年的「胡連會」，彰顯堅持「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謀求台海和平穩定，是兩黨不變的共同認
知，不管台海局勢如何風雲變幻，兩黨有決心、有能力維護台海
穩定，消除「台獨」引發的危險動盪局面，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的正確方向。建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良好局面是國民黨的
最重要政績，也是國民黨東山再起的最大資本，國民黨高舉兩岸
和平發展的旗幟，順應台灣及兩岸主流民意，一定能攻堅克難，
重新振作。

大陸堅持以「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
遇。習近平指出，兩岸關係形勢越是複雜嚴峻，國共兩黨越是要為
民謀利，準確把握兩岸社情民意脈動，開好解決兩岸同胞尤其是基
層民眾需求的方子，創新方式，深入基層，帶動更多民眾參與到兩
岸交流中來，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實現互利雙贏。

面向未來，國共兩黨要對民族、對歷史負責，只要是有利於增
進兩岸同胞親情和福祉的事，只要是有利於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的事，只要是有利於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事，國共兩黨都
應該盡最大努力去做，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使之成為不
可逆轉的滾滾大潮，開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加光明的前景。

國共勇於擔當 維護兩岸和平發展
有關梁頌恆、游蕙禎是否可以再次宣誓就任立法會議員的司法

覆核，明天將在高等法院開庭審理。梁、游二人在10月12日宣
誓時辱華播「獨」，違憲違法，違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等相關
法律的證據確鑿，不容抵賴。這一案件牽涉到是否全面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是否遵守基本法等大是大非問題，全國人大常委
會應盡快依法行使基本法的解釋權，對基本法第一條和第一百零
四條進行解釋，從法律上闡明「港獨」違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
香港不允許有煽動「港獨」的行為；同時，指出不依法宣誓就立
即喪失就任資格，讓法庭遵循有關解釋依法褫奪梁頌恆、游蕙禎
的議員資格。這將是對香港法治精神的最大維護，也是絕不姑息
「港獨」的強大民意的最好體現。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指出：個別立法會候任議員宣誓時的惡劣表
現，嚴重觸碰「一國兩制」的底線，嚴重違反國家憲法、基本法和
香港有關法律，沒有任何予以姑息縱容的理由。必須指出，人大主
動釋法不光是針對游梁二人，還關係到今後立法會的宣誓者，可
徹底消除「港獨」分子入立法會的可能性；人大完全有權在任何
時候提出釋法，無需等高院判決；阻止「港獨」進入立會，是中
央和特區的共同責任，唯如此才可以保證香港的長治久安。

事實上，梁游二人在10月12日立法會宣誓時篡改誓詞，甚至
以粗言穢語來侮辱國家、民族和同胞，公然展示寫有「港獨」字
句的物品，其後又毫無悔意，甚至在立法會內的辦公室繼續展
示，違憲違法言行罪證確鑿，不容狡辯或抵賴。基本法第一百零
四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議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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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及聲明條例》第21條更清
楚指出，任何議員在被邀請作出某項誓言後，拒絕或忽略作出誓
言，則必須離任或被取消其就任資格。從法律上看，梁游二人言
行抵觸基本法和《宣誓及聲明條例》，已經喪失候任立法會議員
的資格。翻查所有的香港法例，並沒有任何一條可以允許他們再
次宣誓。梁游的議員資格最終被依法褫奪，是必然的結局。

但是，一些反對派議員出於其政治私利，對梁游二人的違法行
為百般縱容姑息，還「護送」他們違規進入立法會會議場所，要
求主席違法安排重新宣誓。這些行為，一是嚴重衝擊「一國兩

制」的底線，二是嚴重挑戰基本法權威，三是公然違反《宣誓及
聲明條例》，四是縱容違法行為誤導廣大青年，五是有違香港的
主流民意。這些反對派議員的所作所為，根本上也是違背了他們
自己在議員就職宣誓上尊重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誓言，自己
也在做違法違憲之事。

回顧香港回歸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解釋法律的權力，一是
由特區政府提請釋法，二是由終審法院提請人大釋法，三是由人大
常委會主動釋法。三種形態，都是維護基本法實施的必要法律行
動。公民黨的某些立法會議員，一面聲稱基本法一百零四條已經寫
得很清楚，不需要人大釋法；一面卻又公然為梁游的違法行為開
脫。這種自相矛盾的說辭，除了說明他們公然以雙重標準玩弄法
治，實在沒有更好的解釋。如何依法遏制「港獨」，尤其是不容
「港獨」分子進入香港管治架構，是關係到香港社會未來發展的最
根本問題。香港的主流民意都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上述問題根
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主動釋法，讓法庭在審理和判決時有更清
晰明確的法律依據，就可以把梁游等「港獨」分子盡快剔除出立法
會，扭轉議會的混亂局面，為香港社會去除「港獨」病灶，是保障
香港社會在「一國兩制」軌道上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

一些反對派人士聲稱，如果人大釋法就是不尊重香港法院，會
破壞香港的司法獨立。這種說法是極為荒謬的。首先，按照基本
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人大常委會擁有對基本法的解釋權，這是法
定的權力，對於人大釋法的反對及質疑，本身就是不尊重基本法
和破壞法治。香港終審法院在1999年就作出公開聲明，表示人
大常委會有權主動行使釋法權力，有關解釋是有效和有約束力
的，特區法院有責任依循。人大常委會依法行使解釋權，一方面
體現出其法律最高解釋機構的權威性；另方面，從歷次釋法的情
況看，也沒有破壞香港的司法獨立。

「法立，有犯而必施」。梁頌恆、游蕙禎的違法行為，必須受
到法律的懲處並褫奪其議員資格，這是他們違憲違法所必須付出
的代價。人大常委會依法行使對基本法有關條文的解釋權，將充
分體現出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絕不姑息「港獨」的強
大意志，讓基本法得到更好貫徹落實，讓香港的「一國兩制」持
續獲得更大的成功。

人大盡快釋法 絕不姑息「港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