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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盼人大速釋法息亂
冀闡釋「一國」原則 宣誓違例即禠奪議員資格

「青症雙邪」公然在立法會宣誓儀式上辱華
辱國，鼓吹「港獨」，昨日更再次衝擊立法
會，令 6 名保安人員受傷。社會各界近日均盼
望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事件盡快釋法，清晰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宣誓問題引起法律爭拗，
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前日指不排除人大釋法的可能，社會
對此亦感到關注。全國人大常委會一連多日在北京召開會
議，其中出席或列席會議的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
喬曉陽、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譚惠珠等在被追問有關問題時表示，目前未有討論有關問
題。基本法委員會內地委員饒戈平則補充，現在不方便透
露會議情況，希望大家體諒，「耐心等候幾日。」

■社會各界近日均要求
人大盡快釋法息亂。
人大盡快釋法息亂
。圖
為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
會第二十四次會議昨在
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
二次全體會議。
二次全體會議
。 中新社

饒戈平談釋法：耐心等幾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陳庭佳）

釋「一國」原則，以及立法會候任議員宣誓
時倘若違反基本法及《宣誓及聲明條例》，
立法會主席是否有權給予「再宣誓」的機

「青症雙邪」游蕙禎及梁頌恆的辱國播「獨」宣誓，引
起各界強烈不滿。有消息指，日前中共六中全會會議中，
全體中央委員對「雙邪」的所謂「宣誓」感到「極度憤
慨」，認為要作出「政治表態」，故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會
在短期內釋法，以否定各種不合常情或形式的宣誓方式，
確立議員必須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消息指，人大釋法可為法院就相關司法覆核作判決時提供
依據，免令立法會變成鼓吹「港獨」的平台。
全國人大常委會官方網頁所列出的議程，並無與釋法相
關的項目，但周六的全體會議有一項「其他」議題，周日
則會討論「擬提請表決的事項」，至下周一閉幕時，則會
表決各項議案，故倘涉及釋法，應該會於當日表決。據
悉，基本法委員會今日會舉行會議。

會，或者是即時禠奪議員資格，有助釐清法
律，平息爭拗。

唐英年：游梁無資格任議員
全國政協常委、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昨發表聲明，強調損害香港
的人不應當議員。立法會是一個莊嚴的地方，市民期望議員對社會
作出貢獻，而不是製造混亂，令香港淪為國際笑話。
他批評游、梁兩人的辱華言論，既漠視議會的尊嚴，欺騙了選
民，辜負了他們的託付，更損害了香港的利益。「事到如今，兩位
年輕人已經不適合亦無資格擔任議員，特區政府應該採取一切可行
的法律行動，讓他們為損害香港的行為承擔責任。」

劉漢銓：違法兼辱華超越底線

簡松年：釐清法例禠奪資格

王庭聰：免法律被法官綁架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庭聰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有必要採取主動
釋法解決是次事件，「近年香港法院在處理某些具爭議案件時，判
決令人不滿，好像年輕人打警察就無罪，警察拉人就有罪，香港法
律已被某些法官綁架，令人難以相信香港法官會作出正確裁決。」

梁愛詩：待下周一公佈

喬曉陽昨在傳媒追訪時表示，暫時不知道今日（周四）
開會會否討論人大釋法的問題，又指議程內沒有提及。梁
愛詩則表示，對未發生的事自己不能預測，但指出若有任
何決定，都要待下周一大會後才會有公佈，若釋法的話，
程序亦會和以前一樣。
譚惠珠則表示，基本法委員會早於今年 8 月已定了在本
月開會，主要從理論和理解上檢討香港基本法實踐至今有
沒有比較重要的法律問題。至於基本法委員會會否討論人
大釋法，她則指自己未看過議程。

全國政協常委、律師劉漢銓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全國人大常
委會有權釋法，而立法會議員就職時要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國
香港特區，但游、梁兩人宣誓時違反了基本法，又稱中國人為「支
那人」，已完全超越底線。

全國政協香港委員、律師簡松年表示，從法律層面來看，在高等
法院進行裁決後，人大釋法是必要的，釐清一些法律爭拗，首先是
游、梁在宣誓時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是否已經違反基
本法第一條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及違反《宣誓及聲明條
例》中要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國香港特區的規定，同時釐清當部分
議員宣誓蒙混過關後，開始散播一些「港獨」言行，例如鄭松泰在
議會內倒轉國旗和區旗，立法會主席能否按照違反《宣誓及聲明條
例》而禠奪其議員資格。

釋法有助覆核依據

人大倘釋法 覆核存變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全
國人大常委會可能會就宣誓問題進
行釋法，對香港目前數宗相關的司
法覆核案有何影響？資深大律師湯
家驊昨接受媒體訪問時就指出，若
人大釋法後雙方已完成陳詞，將有
三個可能性，一是法官直接按釋法

內容作裁決；二是法官重新開庭，
容許雙方進一步陳詞；三是與訟雙
方亦可要求重新開庭。至於今日開
庭處理的司法覆核案件，特區政府
律政司昨已表示，不會向法庭申請
押後審理案件。
湯家驊指，法官根據新案例，容

許雙方進一步陳詞的並不罕有，而
與訟雙方亦有權因應最新進展，要
求法官重新開庭處理或提交書面陳
詞，1999年的吳嘉玲案就是例子。

律政司：不會申請押後審理
早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和律政司司
長袁國強就「青症雙邪」的宣誓問
題，向法院申請司法覆核獲批，有

人陰謀論地認為特區政府會向法庭
申請押後審理案件，律政司昨回覆
傳媒查詢時表示，不會申請押後審
理案件。至於有反對派中人稱，代
表政府的資深大律師莫樹聯身兼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若人大釋法
會有「利益衝突」，律政司表示，
若基本法委員會將就有關事件開
會，莫樹聯將不會參與討論。

顏寶鈴：縱容「雙邪」港人被恥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指，游、梁辱國引致全城公憤，絕對不
能容許進入議會，「游、梁宣誓時並不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如何能夠成為立法會議員？游蕙禎甚至爆粗及辱國，如果讓兩人進
入議會，港人將被恥笑，尊嚴和面子何在？」

小學雞扮「宣誓鳥」 主席：
「自宣」無效

李秀恒：國家領土完整不容破壞
全國政協香港委員李秀恒指，香港法律有不清晰的地方，交由全
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港獨』涉及到國家
領土完整統一的問題，中央要態度明確向港人尤其是年輕人釋放訊
息，表明『一國』的重要性，國家領土完整絕對不容破壞，國家統
一更是凌駕於一切，並非如自由、民主、經濟等議題可供討論。」

王惠貞：國家絕不允許「港獨」
全國政協香港委員王惠貞認為，國家絕不允許「港獨」，而既然
看到「港獨」問題出現，倘在執法過程中面對不清晰的地方，交由
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做法正常，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釋法權，
這並不存在任何破壞「司法獨立」的問題。
■「 青 症 雙 邪 」
游蕙禎、梁頌恆
昨上演「霸王硬
上弓」
，衝 入 會
議廳讀誓詞，讀
完就當自己「宣
誓鳥」
。
劉國權 攝

「護總」譴責「邪襲」保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青症雙邪」游蕙禎及梁頌恆聯
同其議員助理，以及其他反對派議員昨硬闖立法會會議廳，導致
多名保安受傷。工聯會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昨發表聲
明，強烈譴責是次事件，並批評有議員動輒以武力及肢體作衝
擊，既罔顧在場人士的人身安全，同時亦令執勤的保安同事在工
作時受傷，行為極不文明，又促請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盡僱主
責任，盡快制訂措施加強前線保安同事的安全。

多人受傷送院 促立會堵漏
總會在聲明中指出，昨日立法會會議進行期間，多名反對派議
員多次妨礙會議進行，又協助違反議事規則的議員進入會議廳，
前線保安同事在協助執行議事規則時，多次發生拉扯及推撞。其
後會議轉移場地，該些不可參加會議的議員更聯同一批議員助理
衝擊會場，再次導致衝突，令多名保安員在執行職務時受傷和倒
地不省人事，需送院治理。
聲明指出，立法會前線保安員因議員衝擊而受傷已非第一次，
但今次狀況更為嚴重，總會對立法會保安同事的工作安全予以關
注。總會促請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盡其僱主責任，盡快制訂措
施，加強前線保安同事的職業安全，防止受傷事件再次發生，又
對立法會受傷保安同事予以慰問，及要求相關人等不要再將其不
當的政治行為演化為暴力和對他人的傷害。

冇得宣誓點算？「青症雙
邪」游蕙禎、梁頌恆就決定
「霸王硬上弓」，衝入會議
廳讀誓詞，讀完就當自己
「宣誓鳥」。立法會主席梁
君彥昨表明，他們的所謂「宣誓」無效。資
深大律師、立法會前議員湯家驊在 facebook
（fb）發帖指出，法例規定候任議員宣誓必須
由秘書長或主席監誓，且須為「獲妥為邀
請」方可作誓，兩人的「宣誓」視法規如無
物，只是鬧劇一場。

&

「糧油」怕「斷糧」歪理充真理
「糧油」兩人眼見自己面臨被取消資格冇
得出糧，昨竟帶備擴音器衝入會議廳「自行
宣誓」，最終雙雙被驅逐出會議廳。不過，

兩人在場外竟厚顏對媒體宣稱自己「已完成
宣誓」，並稱梁君彥不肯為他們監誓，是
「阻止他們履行議員職責」云云。
兩人雖然想將歪理當真理，但梁君彥昨已
重申，原定議程並沒安排他們宣誓，他亦已
去信兩人表明不會為他們監誓，加上當時已
經宣佈宣誓過程完畢，故兩人的「自行宣
誓」並無效力。

湯家驊斥鬧劇搞笑 蔑視法規
湯家驊也忍不住在 fb 發帖指︰「立會鬧劇
天天上演，幕幕新鮮，候任議員強行衝入議
事廳自我『宣誓』也是第一次。唉！如此樂
於『宣誓』，又為何早前有粗口辱華的一
幕？」
他續指︰「可惜《宣誓及聲明條例》第十

九條規定，候任議員宣誓必須由秘書長或主
席監誓；第廿一條更規定候任議員必須『獲
妥為邀請』方可作誓，所以這些視法規如無
物之『宣誓』，在電視機上看，可能令君一
笑，但事實只是鬧劇一場。」

網民揶揄「不如搭佈景狂誓」
不少網民亦恥笑兩人「自行宣誓」的行
為，更製圖批評說︰「哈！從未見過有人小
學雞成咁！自己攞張紙出來讀？直接宣誓做
特 首 好 不 好 ？ 」 「Kong Kwok Keung」 則
說︰「真係忍唔住笑咗出嚟，同小朋友 lur
（舌累）買玩具有乜分別。不如將會議廳影低
佢，加埋梁君彥幅相，喺屋企搭個布境（佈
景），自己中（鍾）意點誓咪點誓，誓幾多
次都得囉。」
■記者 甘瑜

「邪恆」爆粗「嗌開拖」「狗昌」插水「玩射尿」
「青山新症（青年新政）」
 梁頌恆硬闖立法會會議廳鬧
事，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張華峰
站起來指責梁頌恆不是，竟被
「邪恆」罵作「×街」，張華
峰反罵回去之後，梁更盡顯「爛仔」本色高呼
「咩啊」、「咩啊」、「開片呀！」會計界議
員梁繼昌隨即上前加入對罵，其後突然「一聲
慘叫」仆倒，但未知是否也覺得自己「插水」
插得太假，梁繼昌又瞬間笑笑口彈起，但其
「插水」短片昨日已經瘋傳。



大鬧議會被驅逐 梁頌恆「發爛渣」
「青症糧油」昨又再大鬧議會，令廣大市民
都睇唔過眼。「邪恆」在被驅離會議廳時，在
張華峰座位前大吵大鬧，張華峰遂站起來指責
梁頌恆搞事。梁罵張華峰是「×街」，張華峰
反擊道︰「你就×街啊！」梁頌恆詞窮地稱︰
「咩啊！」張華峰重申︰「你就×街啊！」繼
續詞窮的梁頌恆只好繼續「咩啊」，再大呼︰
「開片啊！」

■梁繼昌昨突然「慘叫」仆倒，但又瞬間笑笑
口彈起。
劉國權 攝

仆倒笑笑口彈起 梁繼昌認「插水」
此時，梁繼昌突然上前，指責張華峰「做咩講
粗口」
，卻未有理會始作俑者的梁頌恆，更手指
指喝令張華峰
「坐低」
。張華峰向梁繼昌解釋時，
梁繼昌一下推開張華峰的手，張華峰輕力反推以
表不滿，豈料梁繼昌「一聲慘叫」仆倒，但又瞬
間笑笑口彈起，似乎是自覺「插水」插得太假。
「啲戲假到連霞姨都唔派飯盒」嘅梁繼昌，
事後接受媒體訪問時亦自認「插水」，但在為
自己「插水」行為開脫時卻語無倫次，一時稱

怕被張華峰扭傷所以「借勢跌低」，一時又稱
自己為免弄傷張華峰所以自行跌低。
張華鋒事後指，梁頌恆當時在其座位前叫
囂，令到「張枱都郁埋」、「水杯杯蓋都唔見
咗」，行為影響其情緒，故叫他出去，不要阻
礙大家開會。他承認自己用字不當，以「×
街」與梁頌恆對罵，下次會「克制啲」。
至於梁繼昌為何仆倒，他亦感到莫名其妙，
「我同佢距離一米幾，我拍佢隻手，唔知點解
佢會瞓低，唔知點解佢連呢啲混水都抽埋。」

「肉酸片」瘋傳 網民恥笑「虧佬」
有關片段昨在網上瘋傳，未知是否梁頌恆一
向「爛仔」，網民未有評論其行為，反而紛紛
恥笑「插水」的梁繼昌。網民「符利」就說︰
「插水插得咁肉酸都係第一次見。」「Yau
Chung」則一下抽乾維港水說︰「張華峰武功
利（厲）害，輕輕掂一掂黃狗昌，立即彈在地
下變成黃狗射尿的姿勢，唔知係唔係食得議員
助理（指其早前與周澄的緋聞）多，咁虧佬
呀！」
■記者 甘瑜

